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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CWG赛事上夺得绝地求生项
目季军的100战队指挥陈文豪，接受了记
者的采访。今年22岁的陈文豪是重庆铜
梁人，陈文豪讲到“一直爱玩游戏，喜欢看
游戏直播，觉得自己技术不错，就开始当上
主播，参与一些小比赛，被（电竞公司）老板
看中，成了公司的签约主播。”后来，公司成
立战队，他们4个志同道合的主播便成了
100战队的队员，平时也会做直播。

和做主播不同，成了职业选手的陈文
豪，迎来的是每天的艰苦训练。除了需要
集中精力认真应对评定个人级别的训练
赛以外，自己还要找时间“练枪”，还要直
播。陈文豪表示，做职业选手很辛苦，但
喜欢这行，有动力，就感到很快乐。每周
日休息，没有比赛的节假日也会给队员放
假。休息的时候陈文豪会去打打篮球、逛
逛街，没什么其他爱好。

职业电竞选手：这就是游戏迷理想的工作

璧山区儿童之家
提升服务能力

璧山区此前试点建设的为儿童及
其家庭提供游戏、娱乐、教育、卫生、社
会心理支持的儿童之家陆续开园。为
提高其服务能力，9月26~27日，市级
专家对儿童之家建设情况进行了专项
督导，并召开研讨培训会。

市妇儿工委办挂职干部余泓霖、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璧山片区
牵头专家代光英等项目市级专家一行
前往璧山，实地督导大路街道团坝村
儿童之家等五处儿童之家在环境创
设、管理运行、组织开展活动等各个建
设要素的实施情况，旨在共同研讨并
提升项目试点儿童之家所在街道、社
区（村）工作人员项目服务能力和工作
水准。同时，在璧泉街道大会议室开
展“科学养育”专题督导培训，陆军军
医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大坪医院）儿科
副主任汪丽做了“0-3岁婴幼儿喂养
及常见疾病家庭护理”的专题讲座。

重庆晚报通讯员 康思嘉

昨日，重庆晚报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
我市多个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招聘名额多
达1128人。 重庆晚报记者 周小平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师道传承是
中国文学艺术生生不息的“密码”。国
学大师吴宓先生曾在西南大学前身之
一的西南师范学院执教20余年。为传
承前贤先哲精神血脉，让国学大师精神
化育文学新人，9月30日下午，由西南
大学校友捐赠设立的“吴宓基金”首次
颁发，20名青年大学生分获创作奖和学
术奖。

吴宓是中国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和
教育家，“中国比较文学之父”，曾主持
清华国学研究院，聘请王国维、梁启超、
赵元任、陈寅恪四大导师任教，培养了
钱钟书、季羡林、徐中舒等大批一流学

者。1949年后，先生在原西南师范学
院执教20余年，1978年1月病逝。“吴
宓基金”是2016年4月西南大学组建
10周年暨办学110周年之际，由该院张
直、赵晓梦、杜积西、朱强章、刘邦云等
校友发起成立，以吴宓先生名字命名，
目前已总计得到捐赠110余万元。

西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王本朝教授
介绍，“吴宓基金”面向学院全体研究生
和本科学生，奖励高水平文学（艺术）创

作和学术研究成果，每学年度评选一
次，设学术奖和创作奖两大类，每类设
一、二、三等奖。根据情况，可设特等
奖。特等奖奖励5000元，一等奖奖励
3000元，二等奖奖励2000元，三等奖
奖励1000元。

“文学，是诗意，是梦想，是远方，更
是一种责任。社会发展到今天，物质生
活是越来越富足了，但我们的精神生活
也应该同样丰富！”王本朝表示，要以吴

宓基金评选为契机，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夯实人才培养根基，着力培养学识
有深度、情怀有温度的文学新人。

本次是该基金首次颁发，20名学生
获奖。其中，2015级博士生梅琳等获
得学术类一等奖，2016级硕士生、重庆
作家协会会员郭大章获创作类特等
奖。郭大章表示，拥有文学和学术情怀
的师兄师姐们筹集吴宓基金，这是对吴
宓先生精神的最好纪念和传承，自己一
定要向吴宓先生那样，保持对文学和学
术的敬畏，让这一宝贵的“文脉”代代相
传、生生不息。
重庆晚报记者 胡万俊 通讯员 刘振宇

让国学大师精神化育文学新人
西南大学校友捐赠设立“吴宓基金”并首次颁奖

电竞，
这是一个近
年才被大家

慢慢熟悉起来的词
语，它代表着一个行
业，也容纳着一群
人。在大多数年岁稍
长的人眼里，在对“打
游戏”也成了职业的
不解中，又带着一层
神秘的光环。在喜欢
玩游戏的年轻人心
里，电竞勾起了他们
对于另一种可能的向
往。在种种光环之
下，职业选手的日常
到底是怎样的？在电
竞行业方兴未艾之
时，业余选手又面临
着怎样的困境？

CWG（包含英
雄联盟、王者荣耀、绝
地求生三项赛事）全
国总决赛（9月21日
~23日）结束已过去
一周，记者探访了参
加比赛的职业选手和
业余选手，揭开他们
神秘的日常。

▲100战队赢得CWG总决赛绝地求生项目季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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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销公告：根据重庆丝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18
年9月29日股东决定，本公司决定解散，按照《公
司法》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请债权人在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办理债
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宜。联系人：郑渝

注销公告：经重庆乾承建筑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663579025N）股东
会决议，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10月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精诚鸿驾校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1MA5U75HT0M）股东会
决议，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10月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江庭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000MA5U3UK682）股东决
定，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
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10月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悦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3UKL0P）股东决
定，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
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
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10月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悦江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3UK92J）股东
决定，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
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10月1日
中徽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遗失：2016年11月25日
核 发 的 营 业 执 照 正 副 本（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0011230513566XP）、公章（编号5001127084214）、财务
专用章（编号5001127084215）、中国银行重庆鸿恩寺支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530054848802账号114445443036）声明作废

●重庆博可餐饮文化有限公司遗失工行江北区支行大石坝分理处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530081000701账号3100022709200085693作废●遗失重庆既济律师事务所（税号31500000082427621U）
金税盘，盘号6617261557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彭水县分局赵晓
静的重庆市行政执法证，编号000522396，声明作废●遗失2017.3.15核发重庆满鑫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营业执照正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0MA5UDT2F9Q声明作废

电
话

距巴国城19公里工业园，水公
铁交通枢纽旁标准厂房11.7米
层高，10t行车，50年出让地，
2300元/平起，可蒸汽接入

厂房租售

18623049966
023-47633266

综 合 服 务

注销公告：经重庆事一通建材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83049672968）股东决定，
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在登
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
权债 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18年10月1日

“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梦想！”

▲DK战队合影

今年读大三的秦鹏是绝地求生DK
战队的队长，在采访过程中，这个阳光大
男孩一直对记者强调，“所有努力都是为
了梦想！”

2017年的时候，秦鹏和朋友一起组
建DK战队，由于大家都是业余玩家，也
没有资金支持，所以平时训练都是用自
己的电脑通过YY语音互相沟通，偶尔
去网吧来一次“集训”。从训练赛到线上
比赛再到线下比赛，从网吧赛到城市赛
再到国内大赛，秦鹏的这支草根战队慢
慢在重庆电竞圈里打出了名气。

这次CWG赛场上，DK战队夺得重
庆赛区季军，拿到了总决赛的入场券，但
在总决赛上并未取得名次。秦鹏表示，
和职业战队比起来还是有些差距，这也
是没办法的事，但是在重庆的业余队伍
里面，我们绝对是最强队之一。

“让我们一直坚持下来的，就是想赢的
决心。既然组战队参加比赛，肯定就想赢，
想被认可，想成为别人茶余饭后闲聊时嘴
边提起的大神。”秦鹏对记者表示，DK战队
里大家都是为了梦想聚到一起，朝着同一
个目标奋斗，也希望能够一起赢得荣誉。

草根战队玩家：希望成为别人嘴边那个“牛人”

北碚：77人
北碚区面向2019年应届高校毕业生公开招聘北碚区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77名。
本次招聘采取现场报名和网上报名两种方式，网上报名

初审合格者仍须到本人选择的考点参加现场资格审查和确
认报名。

西南大学：9日9：00开始；华中师范大学：15日9：00开
始；华东师范大学：17日9：00开始；陕西师范大学：19日9：
00开始；东北师范大学：29日9：00开始；北京师范大学：31
日9：00开始；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11月2日9：00开始。

网上报名时间，即日起至8日17：00。

长寿：112人
长寿区今年第三季度公开（考核）招聘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112名，其中，考核招聘44名，考试招聘68名。
考试招聘采用网上报名的方式进行。
报名时间：8日9：00~11日24：00。
报名网址：http：//cs.cq.gov.cn。
考核招聘采用现场报名的方式进行。
报名时间：30日9：00~12：00、14：00~17：00。
报名地点：长寿区人力资源培训考评中心。

垫江：120人
垫江县今年下半年面向社会公开（考核）招聘教育事

业单位工作人员120人，其中考核招聘研究生、教育部直
属师范大学免费师范生42人；公开招聘普通高校本科毕
业生及研究生78人。本次招聘采取网上报名。

报 名 网 址 ：http：//183.64.251.13：7800/all/
pstart！index.action。

报名时间：6日8：00~8日22：00。
报名电话：（023）74669348 74616156。

赴市外高校组团考核招聘：819人
重庆市事业单位今年下半年赴市外高校组团考核招聘

高层次紧缺人才公告发布，重庆部分市属高校、医疗卫生机
构和科研院所及区县事业单位将于10月11日赴北京大学
英杰交流中心，组团考核招聘高层次紧缺人才819名。

招聘推介会：英杰交流中心1F月光厅（14：00~14：30）。
现场招聘会：英杰交流中心1F阳光厅（14：30~18：00）。

我市多个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1128人

重庆晚报见习记者 宋剑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