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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 新视界

荒“岛”求生
OR

“王者荣耀”

对于梅西和伊瓜因、阿圭罗、迪玛利亚来说，这可能是他们最后一届世界杯了

这是阿根廷队第17次入围世界杯决赛圈，他们曾两夺世界杯冠军，还是上一
届巴西世界杯的亚军。本届世界杯应该是巅峰期梅西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对于他
来说，必然意味深长。首战冰岛，面对这个欧洲第一黑马，梅西他的阿根廷能否顺
利上演荒“岛”求生？在和C罗的竞争中，梅西能否率先捧得大力神杯，真正实现
“王者荣耀”？在比赛开始之前，一切都是未知。

德尚：年轻不意味着“冒险”
格列兹曼宣布留在马竞被赞“忠诚”

据新华社电 法国国家队15日在
俄罗斯喀山举行了赛前发布会， 法国
队主帅德尚表示， 法国队的全体23名
球员都已经为首场小组赛做好准备。

法国球星格列兹曼昨日宣布将在
新赛季留在马德里竞技队， 澄清了自
己的离队传闻。对此，德尚表示：“格列
兹曼的决定让我想到‘忠诚’一词，同
时， 这意味着他可以心无旁骛地投入
到世界杯的比赛中。”

据法国《队报》统计，法国国家队
23人大名单中的国脚平均年龄为26
岁， 创法国队近来世界杯名单平均年
龄新低。对此，德尚表示，虽然球队非
常年轻，但自己并不是在“冒险”，“虽
然他们很年轻， 但他们已经是许多欧
洲顶级俱乐部的重要球员， 在最高水
平的赛事中经受过考验。”

16日， 法国队将在喀山迎来自己
世界杯小组赛首个对手澳大利亚队。

阿根廷走多远
梅西和他的阿根廷在本届世界杯

能走多远？本报编辑部有不同观点。

世界需要新球王

少年时被诊断为侏儒症，成长史
堪称励志典范；13岁和巴萨签约，或
将在这个伟大球队终老； 不酗酒、不
泡妞、不炫富，家庭最核心；拿大奖拿
到手抖、破纪录破到脚软……还有哪
个世界级球星比梅西“三观”更正？

现在的阿根廷不是最强时，现在
的梅西却是最成熟时。看好梅西和阿
根廷能走得更远。毕竟，在贝利和马
拉多纳之后， 世界需要一个新球王，
青少年更需要一个优质偶像。 胖刀

头重脚轻难飞高

四年前，格策的绝杀让梅西和阿
根廷与大力神杯擦肩而过。四年后卷
土重来， 他们依然不会走到最后，甚
至过早就会坐上回程航班。

单从纸面分析来看，梅西领衔的
阿根廷明显攻强守弱。如果说小组赛
阿根廷能靠进攻能力顺利出线的话，
那到了淘汰赛强强对话，没有拦截能
力的中场是顶不住强队轮番冲击的。
攻强守弱的阿根廷难走太远。 金刚

（上接1版）但，天然气从哪里来？如何达
到千家万户？是否安全？社区居民们通过
观看 《西气东输管道公司2018年宣传
片》， 了解了天然气供应保障的全过程。
文昌花园社区党委书记、主任郑翔说，天
然气是绿色能源， 我们每个人都要用行

动来宣传、保护、利用好这个绿色能源。
今后， 我们双方通过党建共建、 环境共
建、服务共建、文体共建等文明共建，让
更多的人了解天然气的 “前世今生”，共

同打造平安管道、平安社区，共享高质量
的绿色生活。

“正是由于扬州市社会各界对西气
东输管道事业的大力支持， 我们才能够

集中精力保证天然气安全平稳运行。”西
气东输苏北管理处党委书记、 处长张兴
盛表示， 一定不辜负老百姓对清洁能源
的需求， 为不断提升扬州城市品位做出
贡献。

（上接1版）这是公司历史上第一大订单。
当年11月，曹华敏带领技术团队赴哈里伯
顿公司进行技术交流， 得到了该公司肯
定。随后，驰城按照项目要求定制处理系
统，哈里伯顿公司则从海床下3000多米打
出两瓶“矿泉水”，作为这套处理系统的技
术标准。

驰城集中技术力量设计生产设备，
一年半时间眨眼而过， 最终完成了处理
系统设备组装， 并以其独创性模块化撬
装、 先进性压裂返排液直排环保处理组

合工艺、 微纳气泡处理等关键技术通过
哈里伯顿公司验收。不久后，“扬州造”压
裂返排液直排处理装备亮相东海石油开
采钻井平台，钻井废弃液经过系统处理，
原先黑乎乎的液体变成了清水流向大
海， 水样标准达到国家污水处理一级标
准， 在场的哈里伯顿公司技术人员纷纷
竖起大拇指。

行业巨头垂青驰城并非偶然， 这背

后是驰城敢于创新的能力、技术积淀的实
力。采访中，工程师王培敏带着记者来到
了公司大院，只见六台撬装设备有一人多
高、三米左右长，每个设备顶端分别标注
着序号：1号混凝积淀撬、2号气浮除油撬
……就是这六台撬装设备组合成的压裂
返排液直排处理系统，让江苏省机械工业
协会专家组在鉴定会上连连称赞：“整体
技术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多年实践， 让曹华敏深深感受到，
唯有靠技术创新和过硬的质量，一个小
企业才能在市场这片大海里绝处逢生。
她向记者介绍 ，企业从 “粗大笨 ”转向
“高精尖”， 一定要紧盯市场细分领域，
着眼产品实用性。多年来，驰城建有“江
苏省（驰城 ）石油钻采机械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多个产品获得了世界第一大
石油公司———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
认证。

（上接1版）驱动经济持续增长，把扬
州的生态优势、 文化优势以及近几
年城市交通、 城市功能提升发展的
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变成现实生产
力， 为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提供永
续动力。 推进招商引资也是适应新
一轮考核体系的迫切需要,是对高质
量发展能力水平和成效的检验。

夏心旻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
切实发挥各级领导带头作用， 市政
府每个月要督查一次， 每个季度过
堂一次。要精心组织开展活动 ,形成
长效机制， 始终保持招商引资活动
力度和热度， 做到 “月月有招商拜

访 、季季有推介签约 ”。要强化招商
质量,各牵头部门及相关部门要重点
围绕市委、 市政府确定的骨干产业
进行招商，瞄准重点企业，特别是世
界500强、中国500强企业的招引。在
抓好增量的同时， 要通过促进企业
技术改造提升，企业增资扩股，辅导
企业上市等途径做优做大增量 ，以
商招商， 以企招企， 要强化招商实
效，狠抓项目落地，狠抓方式手段创
新，积极采用市场化手段招商引资。
要强化督查考核， 形成全员招商氛
围，把招商引资工作引向深入，取得
实效。

紧而又紧实而又实 推进招商引资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让钻井废弃液变成“矿泉水”

携手共建绿色家园

世界杯“入侵”安理会

大使们身穿足球衫进入会场列阵拍照
联合国秘书长变身“黑衣裁判”掏黄牌

新华社联合国6月14日电 一向被
世人认定为讨论世界和平与安全圣地
的联合国安理会，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
杯开踢的当天遭到了足球的“入侵”。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法国、俄
罗斯、英国、美国的代表与玻利维亚、
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荷兰、科特
迪瓦、赤道几内亚、秘鲁、波兰、瑞典、
波兰等十个非常任理事国的大使身穿
足球衫进入会场。

最后一个到场的美国驻联合国代
表黑莉说：“我肯定要来参加的， 若是
我们的球队能够进入世界杯就好了。”

随着一声哨响， 穿着黑色汗衫的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进入会场 ，引
起一阵欢笑。正在大家要列阵拍照时，
这位“黑衣裁判”突然又从上衣兜里掏
出一张黄牌。 当记者群中有人冲着他
喊“有没有红牌”时，秘书长摸了一下
衣兜，笑着说：“有，但不能出示红牌。”

在大家拍摄全家福前，古特雷斯把
足球递给俄罗斯大使涅边贾， 并说：“现
在应该把足球交给首场比赛的获胜队。”

留着标志性光头的涅边贾把足球
举过头顶，招呼大家拍照。

这时， 身着典型中国红上衣的中

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马朝旭突然变戏法
似的亮出了一只乒乓球拍， 还高高兴
兴地拉着涅边贾和古特雷斯拍照留
念，引来一片相机拍照声。

身披10号球衣的安理会成员国代
表们还特地背过身来让大家拍照 。组
织者称，让大家身穿10号球衣，就是告
诉大家，每个成员都很重要。

在随后主持安理会有关马里和平
问题的会议前， 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
的俄罗斯大使涅边贾开场说：“我们团
结，我们不但要在世界杯期间团结，今
后也要继续团结。”

今夜明晨·赛程

16日 18:00
法国-澳大利亚
16日 21:00
阿根廷-冰岛
17日 00:00
秘鲁-丹麦
17日 03:00
克罗地亚-尼日利亚

？
首战冰岛

“欧洲大黑马”不容小觑

阿根廷与冰岛、克罗地亚和尼日利
亚分在D组。从分组来看 ，阿根廷就面
临不小困难，首战初入世界杯的冰岛虽
有望取胜但对手也不容小觑。从账面实
力和大赛经验上来讲，阿根廷可谓占据
了压倒性的优势。但阿圭罗和迪玛利亚
等人往往在国家队踢不出该有的水准。

冰岛队是队史第一次入围世界杯
正赛。在2016年欧洲杯中，冰岛队破历
史淘汰英格兰队挺进八强。因此，对于
这一黑马，任何球队都不可轻视，很显
然他们会是这个小组搅局者。本报综合

想走更远
“梅西依赖症”如何克服

梅西、梅西、梅西，很少有球队如
此依赖一个人， 而阿根廷队就是如此
依赖梅西。世界杯预选赛，阿根廷最后
一轮由梅西上演“帽子戏法”，3：1逆转
战胜厄瓜多尔， 最后一刻才搭上俄罗
斯世界杯的“末班车”。

俄罗斯世界杯是梅西的第四次世
界杯之旅， 也很可能是他加冕世界杯
的最后机会。为了圆梦，梅西显然要比
以往更清楚“独木不成林”的道理，唯
有中场策动、前场进击，才能带领“潘
帕斯雄鹰”飞得更高、更远。

话题两面派

关键人物·梅西

梅西和他的阿根廷队。资料图片

2018俄罗斯世界杯特别报道

大使们在会场玩起足球。资料图片
� 联合国秘书长

古特雷斯成“裁判”。

大热球队·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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