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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泰国普吉 7 月 8 日电
（记者颜昊 明大军）中国驻泰国
大使馆确认，截至 8 日上午 9 时，中
国公民有 41 人在泰国普吉岛翻船
事故中遇难。截至目前，事故共造
成 42人死亡，仍有 15人失踪。

泰国普吉岛游船翻船事故救
援工作已经持续超过 60 小时。8 日
上午，两支来自中国的救援队加入
泰方组织的救援打捞工作。一支为
12 人组成的交通运输部广州打捞
局救援队；另一支是来自浙江的民
间队伍公羊救援队。中方搜救人员
携带压缩空气机和气瓶等专业设
备，乘坐泰方提供的救援船抵达事

故海区展开工作。
当地时间 5日 17时 45分左右，

两艘游船在泰国普吉岛附近海域突
遇特大暴风雨，发生倾覆并沉没。其
中，“凤凰”号上载有 105人，另一艘

“艾莎公主”号载有 42人，两船上共
有 127 名中国游客。目前，“艾莎公
主”号上42人已全部获救，事故中死
亡和失踪人员均来自“凤凰”号。

据新华社泰国普吉7月8日电
（记者颜昊 明大军）中国驻泰国大
使吕健8日中午说，泰国警方及有关
部门已经对普吉游船翻沉事故正式
立案调查，中方也将参与相关调查。

中泰双方当日在设立于普吉岛

查龙湾码头的救援指挥中心召开首
次联合新闻发布会。吕健说，泰国总
理巴育高度重视此次事故的相关处
置，要求泰方与中方保持密切合作，中
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只要还有失踪
人员，搜救就不会停止，只要有百分之
一的希望，就会尽百分百的努力。

泰国旅游和体育部长威拉萨表
示，目前仍在 72 小时黄金救援期，
泰国政府将全力搜救失踪人员，并
全力调查事故原因。

普吉府府尹诺拉帕介绍，泰方
搜救人员 8日将主要展开潜水救援
以及海面和空中搜救。普吉府已经
向相邻的甲米府和攀牙府提出协助

请求，扩大搜救范围。
普吉府警察局局长提拉蓬表

示，警方初步调查确定失事船只的
两名船长为嫌疑人，对事故负主要
责任。警方已经传唤两名嫌疑人进
行进一步调查，同时还将扩大调查
范围，包括寻找更多目击证人。据诺
拉帕透露，目前已将全部气象资料
及港务厅批准船只出海的信息交由
警方调查处理。

据悉，当地有关部门已经起诉
两名涉事船长，“凤凰”号船长被诉
因疏忽造成他人死亡，“艾莎公主”
号船长被诉因疏忽造成他人身心受
损害。

中国驻泰使馆确认

41名中国公民在翻船事故中遇难
泰国已对普吉游船翻沉事故正式立案调查

据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
记者 姚友明 朱翃 韦骅

世界杯为何成了“欧洲杯”？欧
洲列强为何能够甩开南美劲旅独领
风骚？这个问题需要从宏观、中观、
微观三个角度来寻找答案。

宏观角度来说，欧洲经济社会
相对长期稳定发达，这保证了他们
的青训体系不断完善，如果把欧洲
的青训体系看作是培养优秀选手的

“工厂”，那么这些“工厂”可以成批
地、标准化地“生产”各个位置上的

青年才俊。以法国队为例，强大的青
训体系下，各个位置都人才济济，登
贝莱、门迪这样的球员都很难获得
上场机会，欧洲球队的体系优势着
实让人羡慕。

看看法国队在八分之一决赛中
淘汰的阿根廷队。2001 年阿根廷爆
发金融危机并陷入债务违约，此后
经济始终难以恢复元气。今年 4 月
下旬以来，阿根廷货币比索对美元
汇率不断走低，今年以来比索的贬
值幅度已超过 50%。汇市风险诱发
通货膨胀和资本无序流动，导致经
济社会不确定因素增多。这些因素
折射到足球层面上，势必对球队的
世界杯成绩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经济社会不稳定因素意味着优
秀球员很难成批涌现，只能依靠不
世出的天才偶尔闪光为国家队增光
添彩。通过这届世界杯人们明显看

到，世界足球运动发展变化的新形
势下，仅依靠个别一两位球员就想
取得好成绩的越来越难。这使得南
美球队在与欧洲球队的竞争中愈发
处于劣势。

中观层面来看，欧洲始终是现
代足球底蕴最深、氛围最好、职业联
赛发展最完善的地区，欧洲球员从
小就在浓郁足球氛围、先进足球理
念和科学训练模式下成长。与南美
球员相比，他们拥有着更好的团队
意识，更愿意为团队的“大我”而牺
牲“小我”，能更稳定地发挥技战术
水准。这让欧洲球队在竞争中更具
优势。

除了贝利带领的巴西队之外，
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南美球队能在欧
洲夺得世界杯冠军。俄罗斯虽然地
处东欧，对欧洲球队来说也算是占
据了主场之利，无论是饮食还是气

候，总是相对接近的。“天时地利人
和”，如此看来世界杯在四强阶段成
为“欧洲杯”也并不意外。

在下半区，随着哥伦比亚队在
八分之一决赛中点球被英格兰队淘
汰，整个下半区彻底沦为“欧洲内
战”。上半区的法国队和比利时队在
把大力神杯留在欧洲的问题上功不
可没：法国队接连淘汰阿根廷队、乌
拉圭队，比利时队击败日本队和夺
冠热门巴西队。就这样，欧洲球队在
半决赛阶段顺利完成会师。

欧洲球队在世界杯八强中占据
六席，对四强完成“垄断”有运气，但
偶然中也有必然。球员个人能力不
足，可以通过整体性的打法和科学
的战术体系去弥补，而过分依靠球
星个人能力解决问题的踢法则并不
保险，势必会让南美球队在与欧洲
强队的交锋中渐落下风。

为何到了四强，世界杯成了“欧洲杯”？俄罗斯世界杯四分之
一决赛中，仅存的两支南
美球队巴西队和乌拉圭队
遭 到 淘 汰 。这 意 味 着 自
2006 年以来，世界杯四强
首次全部被欧洲球队占
据。世界杯成了“欧洲杯”？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7 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平壤、华盛顿记者报
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 7日发表谈
话，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朝期间
美方在朝美高级别会谈中就朝鲜
半岛无核化、终战宣言等问题表现
出的态度和立场感到“无比遗憾”，
对会谈结果表示“极其忧虑”。美方
则表示，美朝“几乎在所有核心问
题上都取得了进展”。

据朝中社 7日报道，朝鲜外务
省发言人在谈话中表示，针对此次
高级别会谈，朝方提出有意与美方
就多个问题进行讨论并同时采取
行动，包括加强交流改善朝美关
系、在今年发表终战宣言、拆除洲
际弹道导弹大功率发动机试验场、
早日展开在朝美军士兵遗骸发掘
磋商等。但美方一味提出单方面无
核化要求，却对构建朝鲜半岛和平
机制问题闭口不谈，对双方已达成
共识的终战宣言问题也以各种理
由和借口拖延。

发言人说，早日发表终战宣
言，是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构

建持久和平机制的第一步，也是建
立朝美信任的首要因素。此次朝美
高级别会谈，不仅未能加强朝美间
的信任，反而造成可能动摇朝方无
核化意愿的危险局面。

发言人说朝方对特朗普依然
抱有“信心”，并指出营造双方互信
氛围、以阶段性同时行动为原则逐
一解决问题，“才是实现朝鲜半岛
无核化的捷径”。

另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消息，
蓬佩奥 7 日离开平壤前在机场对
随行的媒体记者表示，他与朝方官
员举行了“富有成效的”会谈，美朝

“几乎在所有核心问题上都取得了
进展”。在某些问题上，双方取得了

“很大进展”，在另一些问题上，则
仍有许多工作要做。

蓬佩奥同时表示，美朝初步定
于7月12日在板门店举行磋商，讨论
朝鲜归还在朝美军士兵遗骸问题。

据报道，蓬佩奥于 6日抵达平
壤，参加为落实朝美领导人新加坡
会晤成果而举行的朝美高级别会
谈。

朝鲜对蓬佩奥访朝
会谈结果表示“忧虑”
美方称会谈取得“进展”

据新华社泰国清莱 7月 8日
电（陈家宝） 泰国清莱府府尹那
荣萨 8 日说，救援队已于当地时
间 8 日上午 10 时左右开始转移被
困清莱府一处山洞的 13名少年足
球队成员出洞。

那荣萨说，目前 13名外籍洞
穴潜水专家和 5 名泰国海军救援
队员已进入洞穴，开展转移行
动。每名被困人员会由两名潜水
员护送，通过潜水方式转移，从
被困地点转移至洞口将耗时 11个
小时左右，预计今晚 9 时可以将

第一个受困人员转移出洞。
“目前受困人员的身体和精神

状况良好，已做好潜水出洞的准
备。洞中抽水工作已使水位大为
降低，而洞外也已清场，医务人
员及救护车都已就位。未来几日
会迎来更多降雨，因此目前是转
移被困人员的最佳时刻。”他说。

连日来，外籍洞穴潜水专家
在为被困人员进行潜水培训。泰
国军方官员透露，救援人员将需
要2天至4天时间，才能将所有受
困人员转移出洞。

泰国山洞受困少年足球队

即将开始转移出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