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钓鱼岛历史真相》在沪出版

琉球汉文献充分证明
钓鱼岛属于中国

据新华社上海7月30日电 根据《琉球王国汉文文献集成》
最新研究成果，复旦大学教授韩结根撰写的《钓鱼岛历史真相》
已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和海豚出版社联合推出，书中大量琉球汉
文文献充分证明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

韩结根说，《钓鱼岛历史真相》 一书是他在琉球王国汉文
文献学术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一本通俗读物，全书共15万字，
即将译成英、法、德、日四种语言在海外发行。

研究显示，在明洪武五年（1372年）琉球成为中国藩属国
以后，至清光绪五年（1879年）琉球王国被日本占领吞并改名
冲绳县以前的500多年间，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黄尾屿、赤尾
屿、南小岛、北小岛等所在海域，不仅是中国奉命到琉球举行
册封大典的使臣前往琉球王国必经之路， 也是琉球王国使臣
赴京进贡往返的航海要道。

“根据常理，钓鱼岛在交通方面有着如此重要地位，如果
属于琉球王国领土， 琉球人在记载自己国家历史地理的版图
中应该有所反映，但事实并非如此。”韩结根说，“我检阅了现
今存世的琉球王国所有汉文文献， 发现设有专门章节全面记
录和讲述琉球疆界和岛屿的文献有三部，其中都无钓鱼岛。”

根据琉球文献，其西南端领土止于古（姑）米山，这与中国
历代琉球册封史的出使记录及其他文献中关于中琉领土分界
的记述，是完全一致的。

“中琉两国历史文献中这种若合符契的文字记叙，说明在
明清时期，两国政府在领土划界方面有着非常明确的共识，钓
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归属权在两国之间毫无争议。” 韩结根
说，“尤其是琉球王国诸多文献均提到其西南端领土止于姑米
山，这种根深蒂固的国境线意识，更是生动有力地证明了钓鱼
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乃不争的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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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曾楚禹 孟姣燕 王亮 ◎

502万美元奖金激起千层浪
对于怀化市民王双凤而言，7月24日

毕生难忘。
当天， 正在逛超市的她接到儿子来

自美国的电话， 那个从小热衷打游戏、
前途飘渺的王兆辉貌似淡定地说道：

“妈妈， 我夺了冠军！ 你想买什么就买
什么吧……”， 王双凤虽半信半疑， 却
也激动得“血压飙升”。

王兆辉没有忽悠妈妈。北京时间7月
22日凌晨，经过4场艰苦比赛，中国战队
Newbee （队 员 ID：xiao8、Sansheng、
Hao、Mu、Banana）以3比1战胜了另一支
中国劲旅VG战队，获得DOTA2（一款风
靡全球的对战类游戏） 第四届国际邀请
赛的冠军，以及502万美元（计3120万元
人民币）的巨额奖金。除去30%的税费和
10%的俱乐部收益，选手每人可获390万
元人民币。 其中，Sansheng便是来自湖
南怀化的王兆辉。另一名选手xiao8名叫
张宁，来自邵阳。

一石激起千层浪。
502万美元的奖金一举打破了中国

体育史的单项赛事冠军奖金纪录， 将李
娜、丁俊晖等中国体育巨星甩在了身后。
往常在家长眼里堪称毒瘤的电子游戏，
也瞬间成为高大上的“超金领”行业。

职业选手每天要练12小时
王兆辉和张宁们成功了， 他们站在

了世界之巅，拿到了巨额奖金。但在他们
身后， 有着数以百万计的玩家呆在灰暗
的网吧，吃着盒饭、喝着矿泉水，熬了一
夜又一夜。

任何光鲜的背后，都有无尽的苦难，
电子竞技同样如此。390万奖金， 不是想
拿就能拿的。

“打游戏职业比赛就跟升学考试一
样。先从很小的网吧赛打起，慢慢地打半
职业， 打出名气后进入广大游戏玩家的
视野。” 今年25岁的王兆辉告诉记者。从
11岁喜欢上游戏，到正式成为职业选手，
他用了9年。

一名职业选手， 更要长期经历炼狱
般的训练。据介绍，一名电子竞技职业选

手要求在1秒钟中能够完成5次以上的操
作，反应速度、大局意识、团队协作更不
是一般玩家能够想象的。 职业选手每天
要训练12个小时以上，可以说除了吃饭、
休息，就是在练习。

“一般的打游戏和电竞完全是两个
概念， 练习的强度和比赛的压力非意志
坚定根本无法承受。 想成为职业玩家已
经很难， 夺得世界冠军更是难上加难。”
作为我省体育总会电子竞技协会秘书
长，曾湖滨对这个项目的理解更深。

百万收入万中无一
虽然电子竞技有像DOTA2国际邀

请赛这样奖金丰厚的比赛， 但就我国而
言，电子竞技的发展依然不够成熟、环境
有待改善，职业选手并不好当。

2003年， 国家体育总局将电子竞技
运动列为正式开展的第99个体育项目。名
分上，国内的电子竞技获得了承认，但发
展并不成熟。“电子竞技虽然被立项，但还
是缺乏政策支持，相关节目就明令不能在
电视台播出。 同时社会认可度依然很低，
企业赞助少”，曾湖滨表示。国内电子竞技

发展十来年，时有比赛临时终止，很多俱
乐部管理不善，经常欠薪，被迫解散。

目前国内有200多家电竞俱乐部，大
部分的职业选手没有固定工资。 顶尖俱
乐部的明星选手或能年入百万， 但万中
无一。像王兆辉、张宁都是从无薪慢慢成
长起来。获得本次冠军之前，他们的固定
工资在两万元左右。同时，由于电子游戏
更新换代非常快， 比赛奖金存在很大变
数。现在DOTA2火爆全球，能拿390万，
明年可就不一定了。

国内知名电竞选手卞正伟表示，职
业电竞选手跟其他体育运动员一样，巅
峰时间就那五六年， 如果不能打出点成
绩， 退役后很难在社会立足。 他提出忠
告，“很多电竞爱好者放弃学业追求梦想
并不可取。”

“这次newbee战队揽下巨额奖金，
对电竞发展肯定是正面促进， 但不能一
叶障目。不管是政府支持力度，还是社会
认可程度，电子竞技依然在起步阶段。任
何一个想从事电子竞技的孩子都要冷静
一下，自己是否准备好吃苦，以及面对不
确定的收入和未来。”曾湖滨告诉记者。

体育观观观察察察 一支中国电子游戏竞技战队7月下旬赢下一个世界冠军，获得了高达3120万元人民币
的奖金，其中两名队员是湖南伢子。事件甫出，引发热议———

本报记者 王亮

据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国务院总
理李克强7月3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
会议，部署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有序
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讨论《不动产
登记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决定向社
会公开征求意见； 确定适时发布大城市
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 更好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

会议指出，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
工作，有利于造就支撑产业转型升级的较
高素质劳动新军， 促进扩大消费的新群
体，参与城市发展、共享发展成果的新市
民，推进社会公平正义和经济持续健康发
展。一要促进农民工就业创业。实施职业
技能提升计划，鼓励各地改扩建面向农村

招生的职业、技工院校，努力让未升入普
通高中、普通高校的农村应届初高中毕业
生都能接受职业教育。发展服务业和中小
微企业， 开发适合农民工的就业岗位。运
用财政支持、创投引导、小额担保贷款和
贴息、生产经营场地等扶持政策，促进农
民工创业。 二要维护农民工劳动保障权
益。在建设领域和其他容易发生欠薪的行
业推行工资保证金制度，探索建立欠薪应
急周转金制度，落实工程总承包企业对农
民工工资支付全面负责制度、劳动保障监
察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治理恶意欠薪和
解决欠薪问题地方政府负总责制度。落实
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同工同酬。畅通农民工
劳动争议仲裁“绿色通道”， 提高仲裁效

率。 三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改
革， 促进有条件有意愿的农民工及家属
在城镇有序落户并平等享受基本公共服
务。 公办义务教育学校要对农民工随迁
子女开放。 将农民工纳入社区卫生计生
服务范围， 逐步将有意愿的农民工纳入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保险，将
住房保障和公积金制度实施范围逐步扩
大到农民工。 四要加强对农民工的公共
文化服务，推动体育、文化等设施向农民
工同等免费开放。会议强调，做好农民工
服务工作，事关全局。要重点推进长期在
城市居住、 有相对固定工作的农民工有
序融入城市， 并关心和帮助灵活就业农
民工，使亿万农民工工作有着落、生活有

保障、精神有家园。
会议讨论了《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征求意见稿）》，强调已经发放的权属证
书继续有效、 已经依法享有的不动产权
利不因登记机构和程序的改变而受影
响。会议决定，按照立法程序要求，将征
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之后再
推进相关法律修改工作。

会议确定， 扩大调查失业率统计范
围，完善办法，由统计部门依法适时发布
大城市调查失业率数据， 以更加全面动
态反映失业情况， 让社会和公众及时了
解经济社会发展态势， 使宏观经济决策
更加“心中有数”，为促进比较充分的就
业提供支持。

据新华社华盛顿7月29日电 美国总统
奥巴马29日在白宫发表讲话，宣布对俄罗斯
的能源、军事和金融等领域实施进一步制裁。

奥巴马当天宣布扩大对俄罗斯金融和军
事行业的制裁范围，中断对俄罗斯能源行业特
定的物品与技术出口，同时正式暂停对俄出口
激励措施以及对其经济发展项目的融资。

美国财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新的制裁
措施将禁止美国公民为三家俄罗斯国有银行
提供新的融资， 并冻结一家为俄军方服务的
造船公司在美国境内的资产。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7月29日电 欧盟委员
会主席巴罗佐和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29日发
表联合声明， 同意欧盟对俄罗斯采取进一步的
一揽子制裁措施，涉及金融、军事、石油等领域。

这些新制裁措施包括限制俄国有金融机
构进入欧盟金融市场， 对俄实施武器禁运并
禁止向俄出口军事终端用户使用的军民两用
商品， 限制俄获取欧盟敏感技术尤其是石油
产业敏感技术。新制裁措施还包括扩大对“有
损于乌克兰领土与主权完整” 的个人及企业的
制裁名单， 延迟欧洲投资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
银行向俄提供金融资助等。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4203 4 1 1
排列 5 14203 4 1 1 8 3

开奖信息以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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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超级大乐透 14088 07 13 20 25 26 08+11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应派奖金合计（元）

一等奖
基本

追加

2

1
下期奖池：929910085.6（元）

10000000 20000000

60000006000000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讨论《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
确定适时发布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

7月30日，满载乘客的南航CZ355航班从武汉天河国际机场腾空而起，标志着我国中部地区首条直飞俄罗斯的航线正式开通。该
航线目的地为莫斯科谢列梅捷沃机场，往返航班号为CZ355/356，班期为每周3、5、7，执飞客机为空客A330-200。此前，大多数湖北及周
边旅客前往俄罗斯，都选择到上海、广州等地转机，武汉直航后可为旅客缩短行程至少5个小时。图为首航乘客在登机。 新华社发

“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
国法，都要严惩不贷。”中央决定对周永康立案审查，再次有力表
明了这一点。人民群众从中看到了我们党有腐必反、有贪必肃的
决心，也进一步增强了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信心。

共产党与腐败水火不相容。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
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 是广大干部群众始终关注
的重大政治问题。 坚定不移惩治腐败， 是我们党有力量的表
现，也是全党同志和广大群众的共同愿望。党的十八大以来，
强调“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
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打出一系列反腐“组合拳”，
一批重大案件得以查处，一批腐败分子纷纷落马。前所未有的
反腐力度，彰显了言出必行的政治品格，营造着风清气正的政
治生态，赢得了全党全社会的衷心赞誉和拥护。

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党执政后的
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脱离群众的最大危险则来自腐败。腐败问题
对我们党的伤害最大，严惩腐败分子是党心民心所向，党内决不允
许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 这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必然
要求，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当前，一些
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 一些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
劣，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人民群众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
方。必须继续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不管是谁、不管地位多高、
权力多大，只要触犯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就要一查到底、决不手
软，不断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新成效取信于民。

反腐倡廉事关政权兴衰、事业成败，这是历史铁律。防止
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腐化变质， 是我们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
任务。坚决惩治腐败，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任务；建设廉洁
政治，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在整个
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 沿着从严治党的政治逻辑，
保持生死存亡的忧患意识，坚持经常抓、长期抓，坚决把党风
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就能实现干部清正、政
府清廉、政治清明，永葆党的肌体健康，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
本色，始终赢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载7月31日《人民日报》）

惩治腐败 深得人心
人民日报评论员

美欧宣布对俄
实施进一步制裁

据新华社北京７月３０日电 教育部网站３０日
发布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的一份讲话， 透露将制定并
实施校园足球中长期发展规划， 今年起逐步建立健
全小学、 初中、 高中和大学四级足球联赛机制， 力
争校园足球取得重大突破。

袁贵仁在近日举行的全国学校体育工作座谈会上
表示， 可以通过招生考试政策疏通足球人才成长通
道， 源源不断培养优秀足球后备人才。 同时， 合理布
局小学、 中学、 大学定点学校， 用３年时间把校园足
球定点学校由目前的５０００余所扩展到２万所。

据了解， 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改中， 在总课时
减少的情况下， 小学三至六年级每周３节体育课提
高为４节， 高中每周２节提高到３节。

教育部：

将逐步建立健全
四级校园足球联赛机制

看起来很美打游戏挣大钱？

据新华社曼谷7月30日电 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军方30
日批准了两条高铁线路的规划， 此前一度被搁置的高铁项目
即将重启。按照计划，两条最终将与中国南部相连的高速铁路
将于明年开始建设。

《曼谷邮报》援引泰国交通部次长索提的话报道说，泰国执
政军方“全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30日批准一项总额为7414亿
泰铢（约合232亿美元）的高铁项目，两条线路分别为从中部大城
府到北部清莱府，以及从中部罗勇府到东北部廊开府。

索提说， 这两条线路的高铁列车运行最高时速将从此前
计划的200公里下调至160公里，并且将寻求缩减建设成本的
办法。工程计划从明年开始建设，到2021年结束。

包括高铁项目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是泰国前总
理英拉在任期间极力推动的项目。 但始于去年11月的政局动
荡导致高铁项目暂时搁置。

泰国拟重启高铁项目
两条线路将与中国南部相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