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 周倜 封锐 蔡矜宜 2019年8月7日 星期三
时事·体育 12

!"#$
%&'( !#$)*!

! ! " "# # "$%&'()
*$+,-.&/012 $%&'&3
456789:;3<'=>?@
ABCDE $( F3<'=GH
@I7CJKLMNO3<PQ
RSTUVW

XY@Z[783<'=\
]^_`a BCD3<'=b^
0c$+defghiajkia
lmianoDapqDarsDa
tuDaBgDavCDarqDa
wxD$%yBCD &) zix2
&$" {|}~a"*%% ���(�
��W

I ! ! + "�2?��l$
BCD3<'=b^�0���
�:�������&3<'=�
(�}�a�Ma��a��a��
���� ¡¢�$ £¤¥¦§
��¨©2ª«¬3W '=I
®f¯°±2²³$ ´µ'¶2
·¸¹ºW »¼'=£?½¾¿a
ÀÁÂÃ¿2ÄÅ$ ÆÇÈÉÊ
�ËÌÍÎ2ÏÐW ÑÒUc¢

YÓÔÕ2D3<'=GH@Ö
I/×D3<'=ØÙ¶ÚÛ
Ü�ÝÞß\àaáËâãäÜå
zÍæ¿a å3<'=çèä
Üé(3<'=½anê?×
ë��ä2ÕìW 6

íîïð��ñXYò@óô
õöÌ783<'=\]^÷ø
2ùKúû ,ú2üýþÿ!D
·'=þÿÎ²"�M$ #£¢
"$%&'23<'=Óÿ¦(
^$ £¢"ÓÔÕ@Zû¨©�

Ê)^W *+3<'=2,â-
%¢./0$ 128·üýÓÿ
2345°W �@þÿ-%%@
/6$%@^â$�Ý7O78$
9Ó3<'=ÔÕ$ /×ë��
Ð(:;<=>?W 6

I?��l$ BCD3<�
(O@aBC3<ùKOAaBC
D<EEF~îGeÌHI'
J̄ û¯2K8LaM'JNOPI
QRLaST'UV÷WWXaM'
JY¶Z[X�}�$\]Ì®"

�@þÿû^§Î2__`aW
Èb$ I ! ! + "�y ! !

) "$+*%% ���(�c/ùKa
KdaçÍaeKA@aÓ�A@
��zúô$ËVÌHf'aST
'aghaija�ã'��z'
k2ò@W XYò@�@Íl�$
ÒmnoN$ p�qrst'¶
l"åÌuvwx2'°$£
¢Y��yz2×ë��)^W

>{34$�|ÍÏW XYò
@]}Ì783<4~2{�W
783<4~:/8�>{4
~$ ��2>{��¡�^>{
ZKû3<ZK2½W I¯D$
ÑÒ�d§�ñ3456¨3@Z
��?$ 34>{��Û2×
ë��"�û�������*
�$ /Íë¦§�!3<��9
���W >{34èI��$��
���û�Ù½ÏW "+ ,#

! ! ) "�$ ���E &'$%' �?
 $ {¡i¢ri£ÄCP )+%'%%+&$(
34¤¥¦§4¶¨©¢ª«¬ -%&
&¥®¯ËV +%°°¤2±þ~*7 +%
¥ &%²¢� $]³´  +%%²W

!"#$%&' ()*+,!&-"

! ! * "lµ$7 ¶¶��·©¸¹

º»¼®�D347¸½ ¾W ¿ÌÀ$
#¥7 ®¯¶��ÁÌÂÒÃÄ$¢
?Å£/ÌÆÇíûÈÏ2ÉÊ$ ¡£
Ë¿íÈÏ2Ï"®¯þÌlÌ$ ÍÎ
«î7ÌzN W 1ÌN ÏñÂÐ6$Ñ
£*l�*$ÙÒÓÔW

¿ÌÀ$§4Õj$¶��Xe«Ö
&* °$ É×;~³ØÇ¢«Ù/Ì +%
°$Õ��7] &*%²W /ÚÛ�ÖÌ
&*°Ü¶����ÒÝ$í}å�- è£
Þ*+#¥®¯$d³ß�^�Öà°W
./0)1234 56789:;<

�á �2â�$ ãZD<VK2
¶����ñ½ ä$ ¯ÆÇ!��å@
2@:æÌÞß$ «/çè2éêëì
ËVíî�ï$ ð£¯&å@2¢ñ¸
òóW 6ô¡&å@2vãûõö$¶�
�I�ïòî�l÷øtùlÌ�ú
ñ¢ûSü6ûfý2�Ì$I"þ:Í
�ZÒÿÿ!"W

#¶��$øe�2Zv$ %Y&
'Ìþ:Í�Wñyz$¯ÎÑÒ�d�
ï$¿� y (�r£�rW 6¶��
�)W º»¼�*dØ¸Ì$#N+è£
ñ|d|,6óW "-./#

!"#$!"#$%&'()*"+,-./01
2345 !%6"+,-7809:;<

!"#$%&'()*
+,-./01 !""2345

$#$0%#1234567689&

:;<=>? !"" @ABC
DC$E&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信息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7 星彩 19091 3 8 5 5 1 8 7
奖级 中奖注数 奖金（元） 奖池（元）

一等奖 0 50591654.60

玩法 期号 开奖号码
排列 3 19211 5 9 0
排列 5 19211 5 9 0 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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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益 体 彩 乐 善 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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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国际象棋
国际公开赛长沙收官
印度选手获5万美金冠军奖

湖南日报8月6日讯 （记者 蔡矜宜）经
过9天的博弈，启航理想·2019“一带一路”
中国（湖南）国际象棋国际公开赛暨嘉年华
活动今天下午在长沙落幕，A组男子组冠军
印度棋手甘谷利荣获5万美金单项奖金。

此次赛事是中国国际象棋协会举办的
最高奖金的国际象棋公开赛，吸引了“一带
一路” 沿线30个国家和地区及国内外的
2000余名优秀棋手参赛，为全世界棋手们
提供了崭新的舞台。 中国首位世界棋后谢
军评价本次赛事堪比荷兰国象小镇维克安
泽，“让所有参与者感受到国象的乐趣。”

据了解， 这是我省首次举办由国家政
府主导、企业承办、市场化运作的国际性体
育赛事。比赛期间，组委会还安排了大师车
轮战、 湖南省第26届青少年棋类夏令营暨
2019年湖南省青少年国际象棋比赛、大师
讲座等丰富多彩的嘉年华活动。

闭幕式上，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副
巡视员喻树长表示， 此次2019“一带一
路”中国（湖南）国际象棋国际公开赛，让
世界更了解长沙这座“崛起之城”，后续
将会开展第二届、 第三届……期望以国
际象棋为媒介，将湖南推向世界。

卫冕冠军提前体验
望城“铁三”赛道

“今年的赛道更刺激”
湖南日报8月6日讯（记者 王亮）记者

今天从2019长沙·望城国际铁人三项赛赛
事通气会上了解到， 今年的赛事将于9月1
日举行，确定将有22名职业选手参赛。

与去年相比， 今年赛事的最大不同是
线路进行了调整， 今年的路线以望城区银
星湾公园作为出发点，途经靖港古镇、新康
戏乡、 铜官古镇等望城独具特色的文化旅
游小镇，终点是新华联铜官窑古镇，运动员
将感受到长沙望城古镇群的独特魅力。

将参赛的22名职业选手中， 男子组有
14人，女子组为8人，分别来自美国、澳大利
亚、加拿大等7个国家，去年男女组的冠军
克雷格·亚历山大和美国选手劳伦·高斯都
将再次参赛。克雷格5日对赛道进行了提前
体验，他表示：“今年的赛道水域更广阔，跑
步线路穿越古镇很壮观很有特点。 赛道更
好玩、更刺激，希望可以创造好的成绩。”

本次赛事由长沙市体育局、 长沙市
望城区人民政府主办， 湖南湘江新区管
委会、长沙市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长
沙市望城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承办。
赛事设全程邀请组、全程分龄组、成人骑
跑组、公开水域游泳组四个组别，有1.5公
里公开水域游泳、50公里自行车和10公
里跑步三个项目，赛事规模为1000人。

外交部声音

荨荨（上接1版）
活动室内，几名1岁左右的幼儿在“小

兔子拔萝卜” 的歌声中有节奏地挥动着小
手；教室里，一群三四岁的孩子在老师带领
下玩过家家的游戏，学习生活自理；特殊教
育区，几名学龄儿童围坐在特制的桌子旁，
跟着老师学习认识数字……

据武文俊介绍， 福利院模拟家庭的抚
养方式让孩子们感受到家的温暖。 按照年
龄、身体残疾程度和生活自理能力，福利院
将儿童划分到不同的养育区。其中，对正处
在建立母婴依恋关键期的0至3岁孩子，由
模拟家庭养育，3岁以上的孩子开始学习生
活自理，进入集体养育区。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5年多前，
习近平总书记聆听孩子们歌唱《感恩的心》。
悠扬的歌声响起时，不少人都眼眶湿润了。

如今，这些孩子中有的已经走出福
利院，依旧不忘习爷爷的教诲。

聋哑女孩王雅妮牢记着习近平总书记
“好好学习，学业有成”的叮嘱，成为呼和浩
特市特殊教育学校的一名美容课老师。她
希望把学到的美容美发技能， 教给特殊教
育学校的学生，让他们拥有一技之长。

她还时常回来看望“弟弟”“妹妹” 们。
“把感恩牢记心中，用所学回报社会，我会把
得到的关爱传递给福利院的每个孩子。”王
雅妮用肢体语言表达着自己的心声。

【记者手记】
每一名身处困境的儿童，都不应是

折翼的小天使。
努力使所有儿童都能拥有美好灿烂的

明天，是每个家庭最大的愿望和期盼，也是
国家走向繁荣富强的基础和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
情关怀下，一部部政策文件相继出台，农村
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健
全。同时，我国不断加大对特殊困难儿童群
体的保障力度，开展农村留守儿童摸底排查
工作，建立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部际
联席会议制度……一系列扎实的举措，力
争让每个孩子都沐浴在爱的阳光下。

记者在福利院看到， 那些不会说话的
孩子，脸上挂着灿烂的笑；那些生活无法自
理的孩子， 努力做出手工送给前来探望的
叔叔阿姨；那些从小失去父母的孩子，被来
自四面八方的爱包围着……

折翼的天使终究会张开翅膀，在天
空翱翔。

【故事二】
我要和小树苗一起茁壮成长

北京市通州区贡院小学学生毕杨
有时会来到绿心城市森林公园，“看望”
一棵四季常青的侧柏。

对毕杨来说， 这棵侧柏意义重大：
“这是习爷爷和我们一起种下的。”

2019年4月， 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绿

心城市森林公园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
动。他一边劳动，一边向身边的少先队
员询问学习生活和体育锻炼情况，祝他
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

当时的毕杨，看着习爷爷扶苗培土、拎
桶浇水，对劳动非常在行，心里暗暗敬佩。

此后，一有空闲，毕杨开始主动承
担一些家务劳动，择菜、洗碗、洗衣服、
扫地拖地……通过一件件小事，将劳动
意识融入生活之中。

习爷爷同孩子们的亲切交流，让毕
杨深感到热爱运动、 强身健体的重要
性。“今后， 我要牢记习爷爷的教诲，多
读书、多劳动、多运动，长大后做对祖国
建设有用的人才。”毕杨说。

“少年儿童要注意加强体育锻炼”，
习近平总书记对孩子们身体健康的关
怀，体贴入微。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习近平总
书记的嘱托让越来越多的孩子们打开
心灵，奔向更广阔的远方。

毕杨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书本以外的广
阔天地。 现在的她对环保方面的话题愈发
有兴趣，今年以《我们都是成长中的小树苗》
为题参加了演讲比赛。5月份， 她又随爸爸
妈妈一同参观了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学
习更多关于绿色生活的知识。

【记者手记】
一棵树的成长 ， 离不开土壤的营

养、雨水的滋润 ，还要在与风雪对抗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

新时代的好少年，理应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下，国家出台《健
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明确提出实施
中小学健康促进行动，引导学生从小养成健康
生活习惯。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8部
门印发《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
提出到2030年我国6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3%
左右的目标，让孩子们的双眼更明亮。

更加注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把道
德品行、体质健康、运动技能和习惯养成作
为评价学生的重要标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
质……在成长之路上， 一个个向上的指引将
助力孩子们踏出坚实的每一步。

【故事三】
沿着先辈足迹走向灿烂的明天

大山深处的陕西省铜川市照金北
梁村，山林茂密。

青山环抱下，金色的夕阳映照着照
金北梁红军小学教学楼，“托起明天的
太阳”七个红色大字格外醒目。

一年多以前，因为一封信，这所学校的
孩子们和远在北京的“大朋友”习爷爷结下
了不解之缘。

2018年5月30日， 习近平总书记给
陕西照金北梁红军小学的学生们回信，

祝他们和全国各族少年儿童节日快乐。
“习爷爷在回信中，让我们要多了

解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知识，多向英
雄模范人物学习，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
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北梁红军小学学生王天娇对习爷爷的殷殷
嘱托记忆犹新。

青山有幸埋忠骨。照金镇曾经是陕
甘边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流传着无数可
歌可泣的故事。 生活在这里的孩子们，
身上流淌着红色的血液。

一年多来，牢记着习近平总书记的
嘱托，北梁红军小学在师生中大力开展
系列红色教育活动，让革命故事走进了
校园，走进了孩子们心灵。

在学校，可以看见命名为红二十六军
二连一班的班级，“红二十六军”代表着陕
甘边革命根据地创建的番号，“连”代表年
级。 可以听到革命年代的集合号和休息
号，那是上下课的铃声。

每周一次的“红色教育课堂”、老红军讲
解革命历史、到照金纪念馆参观学习、诵读红
色经典等活动……红色教育串起一个个革
命故事，仿佛是进行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

“我最喜欢薛家寨保卫战的故事。”作为
学校“红孩儿宣讲团”成员，陈子涵脸上洋溢
着自豪，“讲故事让我了解很多革命英雄的
事迹，懂得现在美好生活来之不易。”

“希望你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珍
惜时光，努力学习，将来做对国家、对人
民、对社会有用的人。”习近平总书记回
信中的叮嘱，孩子们铭记在心。

虽身处小村，但北梁红军小学的孩
子们同样怀有远大的梦想。 问及理想，
他们给出的答案是当科学家、 解放军、
医生……午休时， 围绕梦想这个话题，
孩子们总是可以谈论很久。

“我们一定会铭记习爷爷的教诲，
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长大后成为建设
祖国的栋梁之材。”王天娇语气坚定，稚
嫩的脸上绽放出甜美的笑容。

【记者手记】
曾经战火纷飞的大地早已是丰收

的田野。
那些在战火中逝去的英雄，也化为

天上的星，在无数个夜晚 ，为生活在这
片土地上的孩子照亮前行的路。

英雄的精神不会过时，英雄的故事
也不应被遗忘。

“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种子在少年
儿童心中生根发芽”“美丽的中国梦属于你
们”，习近平总书记的话，点亮了孩子们的梦。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沿着革
命先辈的足迹 ，党和人民期待 ：广大少
年儿童们早日成为合格的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肩负起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
重任。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沐浴阳光，让少年儿童茁壮成长

钟声

“美国人一直都是国际主义者 ，不
过， 他们的国际主义一直都是民族主义
的副产品。”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
员罗伯特·卡根的这句话，用来评价美国
一些人当下的肆意妄为，再恰当不过。

单方面挑起并不断升级与多国的贸
易摩擦，接二连三“退群”，持续滑向保护
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深渊，“美国优先”蛊
惑下的美国一些人， 正在不断透支美国
的国际信用， 肆意破坏以规则为基础的
国际秩序，影响世界经济合作大局。

8月1日，距离中美经贸团队完成在
上海举行的第十二轮中美经贸高级别
磋商仅一天，美方就宣称要从9月1日开

始对价值3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加
征10%的关税， 完全不顾及美方自己承
认的双方刚刚进行的磋商 “具有建设
性”。国际舆论一片哗然 ，全球市场遭受
重挫。美国一些人竟然声称，“完全不在
意”股市的负面反应。人们无法理解 “一
个国际上有影响的大国竟然可以如此
不负责任”。

美国社会反对关税大棒政策的声音
日甚一日。“新加征10%关税是对美国消
费者和家庭预算的直接打击， 美国家庭
不应成为贸易战的棋子”“新一轮加征关
税措施实际上是利用美国家庭作为其贸
易战谈判的人质”“随着孩子们即将重返
校园，新宣布的关税将提高从电脑、背包
再到衣服的所有日用品的价格” ……面

对美国国会议员、 民众和行业协会的反
对声浪， 华盛顿辩称：“我们认为对美国
消费者的影响微乎其微， 而且我们有相
关模型来证明这一点 。”问题是 ，他们的
所谓“证明”，岂能与民众和消费者的感
受相提并论。

为世界注入稳定性、确定性，为各国
共同发展多提供条件、创造机遇，这是大
国应有的担当。但是，美国一些人的做法
恰恰相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发布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年内第三次下调
世界经济增长预期， 并预测今年全球贸
易增长2.5%，低于4月的预期 。美方造成
的贸易紧张局势、 长期政策的不确定性
成为影响市场信心的首要因素， 正在削
弱全球经济的活力。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此前估算， 如果贸易战和保护主义措
施继续下去， 将导致2020年世界经济增
长下滑0.5个百分点。

今天美国一些人毫不掩饰对美式特
权的迷恋， 甚至不惜破坏国际规则和国
际体系。 有观察人士评论，“自诩握着世
界的方向盘， 却既无方向感， 更缺责任
感”，美国退出气候变化 《巴黎协定 》、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
举动，都凸显其极度不负责任。

人无信不立，国无信必孤。美国一些
人的不负责任是表象， 根子还在于其对
公理的轻慢、对信义的漠视。美国一些人
应该醒醒了！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载8月6日
《人民日报》）

大国岂能不负责任
———评美国一些人的背信弃义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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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6日就印度
政府宣布成立“拉达克中央直辖区”涉我领土问题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据报道，印度政府宣布成立“拉达克中央直
辖区”，其中涉及中印边界西段领土。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 中方一直反对印方将中印边界西段的中
方领土划入印行政管辖范围。这一立场是坚定、一贯的，
从无任何改变。近日印方以单方面修改国内法律的形式，
继续损害中方的领土主权，这一做法不可接受，也不会产
生任何效力。我们敦促印方在边界问题上谨言慎行，严格
遵守双方达成的相关协定， 避免采取导致边界问题进一
步复杂化的举动。

印度将我领土划入其行政管辖范围

印方做法不会产生任何效力

� � � � 据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6日就
中国相关企业暂停新的美国农产品采购答记者问。

华春莹说，据了解，由于日前美方宣称拟对3000亿美
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0%关税， 严重违背中美两国元首
大阪会晤共识，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对8月3日后新成
交的美国农产品采购暂不排除进口加征关税， 中国相关
企业已暂停采购美国农产品。中方有关部门表示，中国市
场容量大，进口美国优质农产品前景光明，但希望美方认
真落实中美两国元首大阪会晤达成的共识，言而有信，落
实承诺，为两国农业领域合作创造必要条件。

中国相关企业暂停新的美国农产品采购

希望美方言而有信，落实承诺

� � � �据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6日就
当前克什米尔地区局势答记者问。

华春莹说，中方对当前克什米尔局势表示严重关切。
中方在克什米尔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和一贯的。 该问题
是印巴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这也是国际社会共识。有关
方面应保持克制，慎重行事，尤其是避免采取单方面改变
现状、加剧局势紧张的行动。我们呼吁印巴双方通过对话
协商和平解决有关争议，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

克什米尔地区局势紧张加剧

有关方面应保持克制，慎重行事

� � � � 据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外交部6日举行中外媒体吹
风会。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傅聪介绍了中方在美国退出《中
导条约》、核裁军等问题上的立场，并回答了记者提问。

傅聪说，中国对美国正式退出《中导条约》深表遗憾。
美国的这一单边主义行径，将不可避免对全球战略稳定、
欧洲和亚太地区和平安全、国际军控体系产生负面影响。

傅聪表示，中方对美方宣布试验、部署陆基中程导弹
计划，特别是对美方一些高级官员宣称将“尽早”在亚太
地区部署中程导弹深表关切。中方呼吁美方保持克制。如
果美方在该地区部署陆基中程导弹， 中方绝不会坐视不
管，将被迫采取反制措施。

傅聪说，中方无意参加所谓的中、美、俄三方核裁军
谈判。中方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性国防政策，坚持不
首先使用核武器。过去数十年，中方对发展核力量保持了
最大程度克制。考虑到中国与美、俄之间核武器数量上的
巨大差距，现阶段要求中方参加核裁军谈判是不合理、不
公平的。

中方绝不会坐视不管
若美方在亚太地区部署陆基中程导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