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银川9月13日电 为期5天的中阿
四国男篮邀请赛13日晚在宁夏银川市落幕， 中
国国奥队以75比65力克约旦队夺得冠军， 阿联
酋队以94比81战胜巴勒斯坦队夺得季军。

小组赛中， 首场比赛由朱彦西、 方硕、 陶
汉林等人组成的中国国奥队以70比72遗憾不敌
约旦队。 随后的几场比赛中， 巴勒斯坦55比95
负于约旦， 中国国奥队112比60大胜阿联酋；
约旦101比72拿下阿联酋之后取得三连胜； 中
国国奥队在78比73战胜巴勒斯坦后以两胜一负
排第二。

当晚的决赛在胶着中进行， 双方的比分差
始终控制在10分以内，上半场结束时，中国国奥
队以41比35的比分领先， 下半场在现场观众的
热情呐喊中，中国国奥队将优势保持至最后。

决赛中，中国国奥队3人得分上双，其中，陈
林坚得到16分，张永鹏、朱彦西各有13分进账。

本次参赛的四支队伍中除中国国奥男篮
外， 均为参加9月23日在湖南长沙举办的第28
届亚洲男子篮球锦标赛的国家队。

韩国:
拟将日强征劳工史料申遗

韩联社13日报道，韩国正推动将日本二战时期强征朝
鲜半岛劳工的史料申报世界记忆遗产。报道认为，这一举动
显然针对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址”今年7月入选世界文化
遗产名录，因为韩方先前反对日本这一申遗项目，理由是遗
址相关日本企业在二战期间曾经强征大批朝鲜半岛劳工。

韩联社援引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韩方已经收集了
33.6797万件关于日本强征劳工的文件、 照片和其他材料，准
备提交给韩国文化遗产厅。 文化遗产厅计划在今年10月从全
部12个项目中选出2个， 在明年3月31日前正式申报列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新华供本报特稿）

沙特国王：
彻查塔吊倒塌事故
事故致两名中国公民受伤

据新华社利雅得9月12日电（记者 王波）沙特阿拉伯
国王萨勒曼12日晚视察麦加大清真寺塔吊倒塌事故现场，
要求有关方面彻查事故原因，给公众一个交代。

萨勒曼国王说：“麦加和麦地那清真寺是伊斯兰教圣
地。 作为两圣地服务者，我们绝不允许有任何疏忽。 ”随后，
萨勒曼国王到医院慰问事故伤者，并祝愿伤者尽快痊愈。

目前， 沙特有关方面正在对事故现场进行清理并开始
修复清真寺损毁部分，争取尽快恢复接待朝觐者。沙特宗教
当局表示， 原计划本月21日开始的一年一度的全球朝觐活
动将如期举行。

据新华社利雅得9月13日电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
长、中国朝觐工作总团团长阿地里江·阿吉克力木13日对新
华社记者确认，经过再次核查，发现有两名中国朝觐穆斯林
在沙特阿拉伯麦加大清真寺的塔吊倒塌事故中受伤。

阿吉克力木说，二人均为60多岁的男性，来自新疆。 他
们在塔吊倒下后被溅起的大理石砸伤腿部，属于轻伤，目前
正住院接受治疗。 中国朝觐工作总团工作人员已到医院看
望两位伤者。他们目前状况稳定，估计很快可以出院参加即
将开始的朝觐活动。

阿吉克力木说，今年中国有来自新疆、宁夏、云南、甘肃
等地的1.45万名穆斯林到沙特朝觐，目前已全部抵达麦加，
等待朝觐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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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记者 胡浩
王思北 ） 分布不均、 队伍不稳、 水平有
待提高……新华社记者近日深入湖南、
四川、 江苏等地农村调查发现， 打造健
康中国， 需补乡村“短板”， 进一步加强
乡村医生队伍建设。

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目前在我国
58.9万个行政村64.9万个卫生室的从业人
员共138.1万，2013年诊疗人次达20.12亿，
占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的
27.5%， 他们还承担了40%左右的儿童保
健、孕产妇和老年人健康管理等国家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

乡村医生被称为农村居民健康“守门
人”，产生于上世纪50年代，承担着农村居
民一般常见病、多发病的初级诊治和基本
公共卫生服务工作。

近年来， 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乡村医生的服务能力与农村居民日益
增长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不相适应，农村
卫生基础薄弱的问题逐步显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短板在农村；
打造健康中国，短板也在农村，我们亟须
补课。 ”中国卫生医学会副秘书长王禄生

说。
统计显示，尽管近年来乡村医生整体

学历水平不断提高， 但仍有41%的村卫生

室人员不具备中专及以上学历，绝大多数
难以通过现行的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
师资格考试。

记者在调研中还发现，由于乡村医生
的培养渠道不够健全，各地乡村医生补偿
政策落实情况差异较大，对年轻卫生人才
缺乏吸引力， 乡村医生年龄老化问题突
出。

推进签约服务、 实行订单定向培养……
近年来，我国积极采取措施，加强乡村医
生队伍建设。

今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
见》，提出落实和完善乡村医生补偿、养老
和培养培训政策， 基本建成一支素质较
高、适应需要的乡村医生队伍。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
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指导意见》， 提出到
2017年， 分级诊疗政策体系逐步完善，以
全科医生为重点的基层医疗卫生人才队
伍建设得到加强。

国家卫计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
步， 将督促各地认真贯彻落实文件精神，
切实落实乡村医生多渠道补偿政策，保障
乡村医生合理待遇，并坚持以地方为主尽
快完善乡村医生养老政策，夯实农村三级
医疗卫生服务网的“基础”。

打造“健康中国”需补乡村“短板”

湖南日报9月13日讯（记者 王亮）
2015“我爱足球”中国足球民间争霸赛
湖南赛区海选总决赛今天在省人民体
育场落幕， 长沙市乐动康复队以1比0
战胜娄底卫计委代表队， 夺得五人制

社会组冠军。
“我爱足球”湖南赛区比赛设有个

人足球秀、 家庭足球秀、 五人制娃娃
组、 五人制青少年组以及五人制社会
组5个组别，经过2个月的激烈争夺，于

9月11在省人民体育场展开了湖南赛
区16强决赛。

今天进行的五人制社会组决赛是
本次比赛的重头戏， 最终长沙乐动康
复队以1球险胜“大黑马”娄底卫计委
代表队，成功晋级全国大区赛。

其他4个组别率先在12日决出冠
军， 来自衡阳的蒋盛获得个人足球秀
冠军， 他还携手蒋宇轩问鼎家庭足球
秀冠军， 五人制娃娃组冠军是长沙市
德馨园I队，长沙市雅礼雨花I队夺得五
人制青少年组冠军。

省体育局局长、 省足球协会主席
李舜赛后表示，“这个赛事为我省足球
爱好者， 尤其是青少年足球爱好者提
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 将刺激我
省青少年足球人口的提升， 说不定未
来中国足球国家队中就有从这个比赛
走出的湖南伢子。”

据介绍，5个组别的冠军将代表湖
南出战“我爱足球”中国足球民间争霸
赛全国大区赛。

“我爱足球”湖南赛区完赛

图为五人制社会组决赛中， 长沙队选手射门。 通讯员 供图

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 林小春

“我很高兴我的律师说服检方和联邦
调查局———他们犯了个大错。 ”在美国司
法部撤销有关对华提供敏感技术的指控
后，世界知名超导专家、美国天普大学物
理系教授郗小星12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
专访时这样说道。

对于发生在他身上的荒唐诉讼，郗小
星说：“我做的所有材料都是不敏感的。 我
不做任何敏感的技术，所以起诉书里说的
很多事件都是错误的。 ”

美国司法部11日宣布撤销有关郗小
星给中国输送敏感超导技术的指控，原因
是多名专家作证，他们弄错了最核心的证
据。 从今年5月被指为“中国间谍”，到最
终撤销指控，郗小星说他“一下子松了一

口气”。
郗小星出生在中国，在北京大学获博

士学位后去德国两年，然后来到美国并加
入美国国籍。 他是全世界二硼化镁薄膜材
料研究方面的知名专家。 据郗小星介绍，
他与国内“有过不少合作”，比如在清华做
过“长江学者讲座教授”，跟中科院物理所
的团队一起工作过几年，参加过北大一个
科技创新项目。

此次事件的核心是一个叫“袖珍加
热器” 的设备。 郗小星指出，“袖珍加热
器”本身与“敏感技术”完全无关。“这个
设备是彻底公开的， 你可以自己上网去
找到，”他说，“完全不像美国政府说的那
么高精尖”。

美国司法部指控郗小星，却连他的年
龄都搞错了。 郗小星说，他今年57岁，但司

法部网站上的起诉声明至今还写着他47
岁。 郗小星开玩笑说：“要真是47岁就好
了，可惜没那么年轻。 ”

回忆起5月份被捕的一幕， 郗小星至
今心有余悸。 他说，那是早上6点半左右，
10多名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使劲敲门，门
开后就“端着枪冲了进来，就说逮捕我，给
我戴上手铐”，他们还“让我的太太、孩子
举起手走到某个地方”。

郗小星虽被释放回家，但他的护照被
没收， 还被限制离开宾夕法尼亚州东部。
郗小星说：“我的家人精神上受到很大压
力，不经历这个过程的人很难想象。 这件
事对我的名声也有很大的损害。 ”

这是美国今年第二起被热炒的所谓
“中国间谍案”。 就在郗小星被捕的同一
天， 美国国会有22名议员就此前被撤销

起诉的华裔水文专家陈霞芬一案， 联名
给司法部长写信， 要求调查此案是否涉
及种族歧视， 是否特别针对华裔乃至亚
裔雇员。

郗小星说：“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因
为我是华人才起诉我。 如果真是这样，我
觉得这对美国来讲是没有好处的。 ”

谈到今后的打算， 重获清白的郗小
星表示要回中国一趟， 为老母亲补过90
岁生日。 他的母亲是6月份生日， 他本
已买好机票， 但由于遭起诉而被迫放弃
回国。

在采访结束时， 郗小星强调， 此次
事件不会影响他与中国的合作， 中国很
多实验项目已经达到国际水平， 美中两
国科学家加强合作， 对大家都有好处。

（新华社华盛顿9月12日电）

美司法部门“犯了个大错”
———访重获清白的华裔教授郗小星

中泰铁路合作
框架协议文本达成共识
力争年内开工建设

据新华社曼谷9月13日电（记者 李颖 明大军）中泰铁
路合作联合委员会第七次会议日前在泰国曼谷召开。 双方
就可行性研究、详细设计、工程总承包以及线上合资方案、
融资方案、 政府间铁路合作框架协议等问题进行了充分磋
商，达成多项共识。

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的消息，11日至12日召开的联委
会第七次会议上， 双方就中方提交的项目一期工程可研报
告内容以及二期工程可研工作深入交换意见。 泰方对中方
按时提交一期工程可研报告表示满意， 并对报告质量给予
高度评价。 中方将于10月15日向泰方提交二期工程技术经
济研究相关结果。

双方还就政府间铁路合作框架协议文本达成共识，并
将于下一次联委会上签署， 为下一步开展商务和融资谈判
提供基础和依据。双方商定，中国铁路总公司和泰铁将尽快
起草线上合资相关备忘录和股东协议。双方将密切配合、加
强沟通，进一步完善工作计划，抓紧推进相关工作，努力实
现铁路项目年内开工建设目标。

联委会第八次会议将于10月28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

国奥队击败约旦夺冠
中阿四国男篮邀请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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