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7月10日电
记者 姚友明

俄罗斯世界杯半决赛于北京时
间 11日凌晨开打，足坛盛宴即将迎
来最后的高潮。不甘于平庸，让笑容
放纵，细心的球迷突然发现，原来四
支球队当中，每队都有能制造谈资
的“话题之王”。

坎特有15个肺？

当姆巴佩、博格巴被媒体聚光
灯包围的时候，坎特承包了球队在
场上的“脏活累活”，并在制造话题
方面大有后来居上的架势。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只有过不
去的坎特。”说的是这位 27 岁中场
球员已成为法国队的一道“大闸”，
让包括梅西在内的多位进攻球员难
以逾越。数据显示，坎特目前在俄罗
斯世界杯上有 18次拦截，在所有参
赛球员中位列第二。

不久前在谈及自己被调侃有
15个肺的话题时，坎特说道：“我只

有两个肺，和你们大家是一样的。我
很自豪能穿上法国队的球衣！”本届
世界杯赛到目前为止，坎特打满了
全部 5 场比赛，场均跑动距离达到
了恐怖的10.32公里。虽然他身高只
有 1.68 米，但小小的身体里蕴藏着
巨大的能量。

“格子军团”让“死敌”
球迷和解

有球迷调侃说，整个“格子军
团”应该拿诺贝尔和平奖，因为这
支球队，让巴萨、皇马、尤文、国米
等俱乐部的球迷团结在一起。大家
暂时抛却了在联赛中的“敌意”，共
同为克罗地亚队呐喊助威。

君不见，这支克罗地亚阵中有
皇马的莫德里奇和科瓦契奇、巴萨
的拉基蒂奇、国米的佩里西奇和布
罗佐维奇、尤文的曼朱基奇，此外还
有马竞的弗尔萨利科、利物浦的洛

夫伦、法兰克福的雷比奇、摩纳哥的
苏巴西奇……如果集齐七龙珠可以
召唤神龙，那么这支集齐欧洲五大
联赛球员的球队在这届世界杯上最
终会名列第几？让我们拭目以待。

阿扎尔四兄弟何时打
包“上线”？

本届比利时队阵中，埃·阿扎尔
和索·阿扎尔两兄弟共同出征，已成
为足坛一大美谈。不过要知道，阿扎
尔家总共有四兄弟，除了大哥、二哥
已经进入成年国家队外，他们还有
两个小兄弟正踏上职业足球的道
路。其中，老三吉·阿扎尔刚刚从匈
牙利一家俱乐部转到切尔西预备队
发展，最小的伊·阿扎尔今年 15岁，
目前还在比利时国内打磨球技。

光看兄弟二人联手还不够，四
年后的卡塔尔世界杯上，人们希望
看到阿扎尔家的四兄弟联袂出场。

届时如果你听到“阿扎尔传给阿扎
尔，阿扎尔又传给另一个阿扎尔”的
解说，请不要以为电视坏了，或是解
说员醉了。

斯特林“快乐足球”还
能延续多久？

2012 年欧锦赛上，意大利队的
巴洛特利面对单刀机会选择了“思
考人生”。而今年，斯特林多次获得
绝佳破门机会而一球不进，却依然
能锁定英格兰队首发位置。能进球
而不进球，保留胜负悬念，取悦中立
球迷和对手。于是乎，斯特林惨遭调
侃，成为“快乐足球”代言人。

“快乐足球”不光能让对手“快
乐”，还能让自己在紧张的大赛间隙
获得放松。本届世界杯期间，英格兰
队一众壮汉在泳池放松时骑上充气
鸭卖萌，让人忍俊不禁。林加德在抢
圈训练时经常倒立博队友一笑。某
种程度上来说，“三狮军团”目前更
衣室氛围融洽，球员在大战来临前
也具有较为放松的心态。

世界杯冠军只有一个，但每个
球迷心中都会有一个世界杯的“话
题之王”。感谢这批球员能创造这些
话题。他们告诉我们，足球不止于场
上的胜负，还有谈资和笑料带领球
迷们走向诗和远方。

不止于胜负
——世界杯四强“话题之王”大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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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7月 10日电 经
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日前印发

《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决定自
2018 年 10 月 1 日起全面实施残疾
儿童康复救助制度。

《意见》指出，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兜底线、
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着力保障残
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需求。到 2020
年，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相适应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体
系，基本实现残疾儿童应救尽救；到

2025 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体
系更加健全完善，残疾儿童普遍享
有基本康复服务，健康成长、全面发
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

《意见》明确，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对象为符合条件的 0－6岁视力、
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
和孤独症儿童，包括城乡最低生活
保障家庭、建档立卡贫困户家庭的
残疾儿童和儿童福利机构收留抚养
的残疾儿童；残疾孤儿、纳入特困人
员供养范围的残疾儿童；其他经济
困难家庭的残疾儿童。有条件的地
区，可扩大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年龄
范围，也可放宽对救助对象家庭经
济条件的限制。救助内容包括以减

轻功能障碍、改善功能状况、增强生
活自理和社会参与能力为主要目的
的手术、辅助器具配置和康复训练
等。

《意见》对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
作流程进行了明确规定。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由残疾儿童监护人向残
疾儿童户籍所在地（居住证发放地）
县级残联组织提出申请；残疾儿童监
护人可委托他人、社会组织、社会救
助经办机构等代为申请。经县级残联
组织审核符合条件的救助对象，由残
疾儿童监护人自主选择定点康复机
构接受康复服务；在定点康复机构
发生的合规费用，由同级财政部门
与定点康复机构直接结算；经县级

残联组织同意，残疾儿童也可在非
定点康复机构接受康复服务。

《意见》强调，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工作实行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制，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将残疾儿
童康复救助资金纳入政府预算，中
央财政对各地给予适当补助。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确定残疾儿
童康复救助基本服务项目、内容和
经费保障标准，并建立动态调整机
制。残联组织和教育、民政、卫生健
康等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协作配
合，加强工作衔接和信息共享，深化

“放管服”改革，努力实现“最多跑一
次”“一站式结算”，切实提高便民服
务水平。

国务院印发《意见》

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

7月10日，与会者在大会展区
内参观。

当日，2018 （第十七届） 中国
互联网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开
幕。大会以“融合发展 协同共治
——新时代 新征程 新动能”为
主题，会期三天，将于7月12日闭
幕。

（新华社记者 李鑫 摄）

2018中国

互联网大会开幕

据新华社华盛顿 7 月 9 日电
（记者孙丁） 美国总统特朗普 9 日
宣布，提名布雷特·卡瓦诺出任美
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特朗普当日晚间在白宫讲话时
宣布了这一决定，卡瓦诺同家人一
起出席了提名典礼。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温
和保守派人士安东尼·肯尼迪 6月
底宣布，将于7月31日退休，特朗
普也因此再次获得提名大法官的
机会。

现年 53 岁的卡瓦诺毕业于耶
鲁大学法学院，拥有法学博士学
位，他曾担任大法官肯尼迪的助
理，在小布什执政时期担任过白
宫 秘 书 ， 从 2006 年 开 始 出 任 哥

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
官，其保守派立场明显。

按照程序，卡瓦诺的提名需
经过美国国会参议院全院投票表
决，但只需获得简单多数支持即可
通过。

这是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以
来 第 二 次 提 名 大 法 官 。 去 年 4
月，由特朗普提名的美国联邦最
高法院大法官尼尔·戈萨奇宣誓
就职，使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保
守派大法官人数达到 5 人，超过
自由派的 4 人。分析人士认为卡
瓦诺如成功接任长期被视为“摇
摆票”的肯尼迪，将进一步巩固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中的保守派势
力。

特朗普提名美联邦
最高法院大法官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0 日电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 ， 全 面 贯 彻 习 近 平 强 军 思
想，延揽社会优秀人才为军队
建 设 服 务 ， 经 中 央 军 委 批 准 ，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近日部署
展开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以来全
军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
员工作。

这次公开招考，积极适应新
的文职人员制度重塑重构特点要
求，以新修订的 《中国人民解放
军文职人员条例》 及配套政策为
依据，坚持需求牵引，服务部队
急需，主要招录一批主干专业系
列、重点关键岗位文职人员；提

高标准质量，瞄着优质人才资
源，精析岗位要求、精细准入条
件、精准按岗择人，从源头上保
证文职人员队伍素质优良；做到
阳光透明，坚持岗位数量、资格
条件、选拔程序、录用结果“四
公开”，确保招考全程公平公正，
树立军队选人用人良好形象。根
据计划安排，7 月 12 日至 22 日，
报考人员可通过军队人才网报
名，8 月 26 日全军组织统一考
试。考试内容包括公共科目和专
业科目，各科目考试的范围、内
容和具体要求已在军队人才网公
布。12 月底前，完成面试体检、
政治考核、综合考察、公示审
批、签订聘用合同等工作。

全军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

据新华社昆明7月10日电
记者 丁怡全

王德三，原名王懋廷，字正麟，
1898 年 7 月生于云南省祥云县。
1921 年考入北京大学，不久加入
中国第一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
义的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
说研究会。1922 年经邓中夏介绍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 年秋，受中共北方区委
派遣，王德三到陕北建立党组织，
是陕北地区共产党组织的创建者
和重要领导人之一。

1925 年，王德三回到北大复
学，先后任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北
京团地委委员和经济斗争委员会

书记等职，参加北京工人运动的领
导工作。

1927年 2月，时任黄埔军校政
治教官的王德三受党指派回到云
南工作，历任中共云南省特委、临
委、省委书记，是党的第六次全国
代表大会代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处
于低潮。王德三根据云南地方军阀
的实际状况，继续领导人民开展坚
决的革命斗争。按照党的八七会议
精神，1927年底，中共云南省委把工
作重心转移到铁路沿线，在蒙自、个
旧厂矿和滇南农村继续坚持斗争，
开展了深入工农的艰苦工作。

1930年1月，王德三当选为中
共云南第一届省委书记。在白色恐
怖和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领导云
南省各级党组织和各族人民进行
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1930年11月，因叛徒出卖，王德
三不幸被捕。1930年12月31日，王
德三在昆明英勇就义，年仅33岁。

云南人民解放之路的开拓者
和奠基人——王德三

据新华社泰国普吉7月10日
电（记者杨舟 颜昊） 泰国普吉
府府尹诺拉帕 10日在救援情况通
报记者会上表示，泰国救援人员在
渔民的帮助下又发现 3具遗体，基
本可以确认为游船翻沉事故遇难

者。因此目前确认遇难人数上升至
45人，仍有2人生死不明。

至此，这起事故的遇难人数上
升至 45 人，其中 44 人已经完成打
捞。此外仍有 2 人处于失联状态。
遇难者及失联者均为中国游客。

普吉游船翻沉事故
遇难人数升至45人

据新华社西安 7 月 10 日电
备受关注的陕西米脂“4·27”杀害
学生案件 10日上午在榆林市中级
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审理。被告人赵
泽伟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

庭审中，榆林市人民检察院派
员出庭支持公诉，法院依法指定辩
护人为被告人赵泽伟进行辩护。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赵泽
伟因工作、生活不顺而心生怨恨，
自认为系米脂县第三中学就读初
中时，受同学嘲笑致其心理受挫，
遂对初中同学产生报复泄愤恶念。

2018 年 3 月底至 4 月初，赵泽伟先
后在网上购买刀具五把，预谋作
案。因未找到同学，赵泽伟将报复
目标转为米脂三中在读学生。2018
年 4 月 27 日 17 时许，被告人赵泽
伟携带事先准备好的三把刀具，行
至米脂县北门洞附近等候米脂三
中学生放学,对涌入北门洞东侧的
城隍庙巷的学生行凶，致豆某某等
九人死亡；姬某某等四人重伤；姜
某某等七人轻伤；刘某在避险中致
脚右足骨折为轻微伤。赵泽伟被闻
讯赶来的三中教师、保安、学生制
服，并移交出警公安人员。

陕西米脂“4·27”故意杀人案
被告人一审被判处死刑

7月 10日，在日本冈山县的真
备，一名男子走在被暴雨毁坏的路
面上。日本西部地区连降特大暴
雨，引发 30多年来最严重水灾。据

日本媒体汇总，截至 10日上午，已
有至少 130 人丧生，将近 60 人失
联。随着搜救行动持续，灾情可能
进一步扩大。 （新华社/法新）

日本暴雨致130人死亡

7月9日，位于马尔代夫的中
马友谊大桥主桥合龙贯通。

随着中国在马尔代夫援建的
中马友谊大桥主桥 20 号墩至 21

号墩之间的钢箱梁 9 日成功合
龙，大桥至此全线贯通，建设工
作取得关键性进展。

（新华社发）

中马友谊大桥主桥合龙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