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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阡县位于贵州省东北部，铜仁市西南部，县域面积为 2173 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达 61 . 5% ，总人口数 46 万，仡佬、侗、苗、土家等 12 个少数民族占总人口数的 74% ，是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县、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工程试点县和多民族聚居区。

秦嬴政二十八年(公元前 219 年)置夜郎县，明永乐

十一年(公元 1413 年)贵州建省设石阡府。中国工农红军

曾两次进入石阡，留下了深深的红色革命印迹。这里荆

楚文化与巴蜀文化绵延共生，夜郎文化与多民族文化交

相辉映，温泉文化与苔茶文化相得益彰，催生了木偶

戏、仡佬毛龙、说春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有储量丰富的地热矿泉水资源，富含锶、氡、锂、

锌、硒等微量元素，属国际饮用、医疗双达标矿泉水；

有投产茶园面积 23 . 5 万亩的苔茶资源；有储量达 15 亿

立方米，品种达 22 个之多的石材资源，其中蜘蛛米

黄、晚霞木纹、贝壳石等 5 种大理石被评选为国家级名

优特石材品种。

先后获得“国家级温泉群风景名胜区”“中国温泉之乡”“中

国矿泉水之乡”“中国苔茶之乡”“中国长寿之乡”“中国香果树之

乡”“中国最佳休闲旅游目的地”等 14 个“国字号”品牌。随着安

江高速与思剑高速的交会互通，从石阡县到省会贵阳车程仅需

2 . 5 小时，到铜仁车程仅需 1 . 5 小时，石阡至湄潭高速公路已纳

入省高速公路建设“十三五”规划，石阡作为黔东立体交通枢纽

的作用日益凸显，已成为环梵净山“金三角”突出的一角。

近年来，石阡县紧紧围绕“温泉之城·长寿石阡”目标定位，牢牢把握“三地一枢纽”(武陵山区扶贫攻坚示范地、全国重要的绿色生态产业基地、国际休闲旅游养生目的地和黔东地
区重要立体交通枢纽)奋斗目标，立足并做好山、水、茶、游、石、城和“飞地”几篇文章，坚持走补齐短板富民、城乡联动惠民、绿色崛起丰民、创新引领兴民、和谐稳定安民、强基固
本亲民的特色发展新路，坚决打赢“科学治贫、精准扶贫、有效脱贫”这场攻坚战，全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温泉之城·长寿石阡”。

新华社北京 6 月 15 日电(记者赵嫣)四年一度的足球盛
宴世界杯赛事 14 日在俄罗斯拉开大幕。对于这届世界杯，东
道主俄罗斯期待的并非只是赛场成绩，更希望借助这场全球
瞩目的赛事进一步提升国家形象，扩大国际影响力，改善与西
方关系。

对俄罗斯来说，世界杯的热闹不免让人想起三个月前的
冰冷。当时，由于俄前特工斯克里帕尔在英国“中毒”一案，英
美德法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外交
战”，集体驱逐超过 150 名俄外交人员。俄罗斯予以强硬回应，
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降至冰点。

英国曾号召西方国家集体抵制在俄罗斯举行的本届世界
杯比赛，最终响应者寥寥。赛前，有俄媒评论说，此次世界杯能
顺利举办对于俄罗斯来说已经是成功。

俄《独立报》发表评论说，八年前俄罗斯获得世界杯举办
权时，西方国家做好了准备接受一个展现大国雄心的俄罗斯；
而八年后的今天，世界杯可能将改善俄罗斯日渐深陷的孤立
状态。

一方面，对欧洲来说，分析人士认为，多种迹象表明，在同美

国矛盾加深的背景下，欧洲国家正重新审视与俄罗斯的关系，
俄罗斯自今年初以来所面临的严峻国际环境将有所改善。

自 5 月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马克龙相继访俄以
来，俄罗斯和欧洲大国关系出现和缓迹象。默克尔表示，与
俄罗斯之间的良好关系符合德国的战略利益。马克龙则说，
法国与俄罗斯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处理国际
事务方面联系十分紧密，相信双方能够找到伊核问题、叙利
亚问题等国际热点的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俄罗斯同美国的互动也出现一些积极的迹象。
在刚刚结束不久的七国集团峰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

两次表示应当使俄罗斯重回这一集团，这一提议得到了意
大利总理孔特的支持。对于自己的这一提议，特朗普 14 日
接受采访时说，如果能够与普京进行面对面会谈，将有助于
两国发展良好关系，更能推动解决国际问题。

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 9 日播出的专访节目中表示，俄
罗斯愿意与美国关系正常化，方法可能有很多种，其中包
括他与特朗普见面。普京指出，“球现在控制在美国方面”。

双方的隔空互动再度引发了外界对于举行俄美领导人

会晤的猜测。特朗普今年 3 月致电祝贺普京当选总统时，提
及两人可以在白宫会晤，这一说法后来得到白宫发言人桑
德斯的证实。美国《华尔街日报》本月初报道，俄美已着手准
备领导人会晤，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洪博培是美方筹备人员
之一。

不过，俄罗斯政治分析师、《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杂志
主编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提醒说，美国为了转移七国集团
内部矛盾，弥补当前与盟友因贸易争端、伊核问题等产生的
裂痕，可能是将俄罗斯当作工具，而重提“俄罗斯话题”是西
方国家在自身团结出现问题时用以转移注意力的惯用手
法。

对俄罗斯来说，尽管世界杯为其扫除与西方关系不和
谐阴霾带来了契机，但俄方仍对俄与西方国家关系回暖态
度冷静，同时也承认俄与西方国家关系改善尚需时日。在乌
克兰等根本问题未解决的情况下，俄只能最大限度利用美
欧矛盾及本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逐步恢复与西方国
家的良好互动，摆脱乌克兰危机以来本国外交面临的不利
局面。

俄欲借世界杯改善与西方关系

22 岁的戈洛文在俄罗斯世界杯揭幕战中一战成名！
一记精准的任意球破门、两记漂亮的助攻和一次聪明

的间接助攻，外加一系列优雅的突破和进攻组织，俄罗斯首
战 5 个进球中的 4 个均由戈洛文这位年轻的莫斯科中央陆
军队天才中场主导。连他所吃的一张黄牌，也是因为在一次
精彩的一对三连续突破受阻后又积极反抢才导致犯规。这
样的大师级表现在全球瞩目的世界杯揭幕战中出现，真可
谓一战而名震天下。

虽然国际足联技术专家组赛后将俄罗斯打入两球的替
补左前卫切里舍夫评为全场最佳，但全场表现大放异彩的
戈洛文无疑是东道主取得大胜真正的头号英雄，切里舍夫
胜在第二个精彩的外脚背世界波，但论综合表现和对球队
的贡献，戈洛文才是胜出的那位。

记者对戈洛文的表现一点也不感到惊讶，且早将戈洛
文是俄罗斯首战之关键的预判放进了预测世界杯揭幕战
的专栏文章《揭幕战东道主拒绝沙特爆冷要诀有三 戈洛
文+双胞胎攻击组合为关键》之中，这是因为，记者在 2017
年采访联合会杯期间已经发现了这位天才新星的超级实
力，他是最有望接过莫斯托沃伊和阿尔沙文衣钵的新人，
有足够的能量肩负起俄罗斯足球复兴的重任。

戈洛文是罕见的全能型球员，既能踢前腰、也能踢后

腰和两边前卫的他在攻防两端都十分突出。整个俄罗斯队
中，他拿球时明显体现出和其他球员不一样的沉稳、合理和
威胁性，球一到他脚下整个进攻组织就变得十分清晰，其潇
洒的球风和关键作用早在少年时代就有体现——— 他曾在
2013 年帮助俄罗斯拿到欧洲 17 岁以下青年锦标赛冠军，
后又在 2015 年拿到 19 岁以下欧青赛亚军。在 2015 年 6 月
7 日以 19 岁之龄首次代表国家队出场时，在第 61 分钟替
下进攻核心施罗科夫后便打入一球，帮助俄罗斯 4 ：2 获
得对白俄罗斯队的友谊赛胜利。

在盘带技术上，戈洛文也是非常细腻，揭幕战中他屡
屡在面对沙特两人以上的防守时从容控球突破，狭小的
空间在他的脚下似乎变大——— 天才球员几乎都是“空间
魔法师”；在创造力上，戈洛文也总是尝试一些新鲜的突
破和传球动作 ；在接球前的预判和快速思考 、快速决策
上，戈洛文明显是顶尖人物；而在防守上，戈洛文也有着
很高的阅读球路的能力，且不惜体力，总是非常积极地投
入防守。

在去年的联合会杯期间，以及近期和巴西、法国等强队
的友谊赛中，戈洛文显得非常孤单，他没有这些强队中整体
突出的一群队友，只能奋力依靠年轻的肩膀承担全队进攻
的重任，但是随着队中一些年轻新星的成长和久巴、切里舍
夫等实力派球员的状态复苏，戈洛文在本届世界杯上应不
至于太孤单。

一战成名的戈洛文如今已是俄罗斯队的王牌，但俄罗斯
队还藏有米兰丘克兄弟这样的暗牌，同样是 22 岁，这对来自
莫斯科鱼雷队的双胞胎攻击组合有望在扎戈耶夫不幸受伤
后成为戈洛文的有力搭档，尤其是哥哥阿列克谢·米兰丘克
竞争首发位置的可能性正在增大。接下来的比赛，我们有理
由对东道主的攻击线有更大期待。

(记者郑道锦)新华社莫斯科 6 月 14 日电

22 岁戈洛文一战惊天下

▲ 6 月 14 日，俄罗斯队球员戈洛文在比赛中争顶。

新新华华社社记记者者徐徐子子鉴鉴摄摄

（上接 1 版）

两代人的传承：为环保注入时尚理念

环保治沙注定是“悲情英雄”“妻离子散”吗？不，万平的女儿万
晓白接过环保事业时，决定扭转这种“画风”，“环保也可以做得风
轻云淡、清新时尚”。2018 年初，万平宣布退休，万晓白正式接过父
亲的接力棒。

万晓白很早就参与到了父亲的治沙事业。2000 年，万晓白还
在吉林大学管理学院就读时，父亲抛家舍业地扎进了沙坨子。“起
初看父亲做得太苦，就想帮帮他。”万晓白说。

2002 年，万晓白大学毕业后，放弃找工作的机会，跟父亲做了
半年的环保志愿者，写项目策划书，四处“化缘”筹钱。到年底，她被
父亲劝走：“该考虑个人问题，要成家立业了。”

离开沙地，成家立业，在宁波当上教师的万晓白，一直惦念着
父亲和他那未竟的梦想。

“上阵父女兵”。3 年后，万晓白得知父亲已债台高筑，举步维
艰，毅然辞去宁波市的工作，带着刚满周岁的女儿回到父亲身边。

没有保险，没有假期，每月只有父亲给她的 800 元“工资”，做
着一份“看不到希望”的工作，一些亲戚说“万平拖累了姑娘”。但万
晓白不这么认为：“做环保是一份大有作为的事业，它的收益在长
远的未来。”

2006 年，万晓白和父亲注册了吉林省第一个民间环保公益组
织——— 通榆县环保志愿者协会，并为协会撰写项目策划书，募集资
金。

父女两代人，虽然都怀揣着治沙理想，但对于治沙的理念和方
式也多有不同，常常争得面红耳赤。

与父亲的想法不同，在万晓白看来，做环保不意味着要像“苦
行僧”一样，也可以做得很时尚。她一改父亲“悲壮”的“画风”，邀请
企业家和都市白领进入示范区，体验环保工作，让更多人了解他们
的事业，努力让环保做得轻松惬意。

万晓白认为，治沙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和家族事业，而是公益
事业，需要更多人参与。她跑到北京、上海，寻找企业和基金会募集
资金。

众筹概念兴起后，2015 年，万晓白又面向小额捐赠者发起了
众筹。不到一年，捐款额达到 47 万元，捐款人数 7 . 7 万人次。如
今，她已能筹到每年 30 万元以上的固定捐款。

一群人的追随：让绿色发展植入心田

万平父女的环保梦想像风滚草一样，落到哪里就在哪里扎根，
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加入这一行列。

过去，环保志愿者主要来自高校学生，曾有全国 200 多所大
学的 4000 多名大学生来这里做志愿服务。如今，让万平父女更
感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村民尝到了绿色发展的甜头，开始自觉
加入治沙事业。

2017 年，村民李亚楠主动提出，想把自家 50 公顷的沙陀地也
围起来还草，建立新示范区。这在万平看来是破天荒的事，他帮李
亚楠免费围起了示范区。在她的影响下，已有更多村民准备将沙地
还草。

如何让治沙事业产生效益，一直是万平父女思考的问题。
正是在万平父女的不懈努力下，科尔沁沙地生态示范区已能

够阻挡住每年 2 . 8 米的流动沙丘，不仅保住了万亩良田，村民收
入也比以前翻了一番。绿色发展效益明显，“沙地里真的生出了金
疙瘩”。

曾经嘲笑过万平的村民，成了他的“铁杆儿”。村民郝龙说：“即
使万平离开沙坨子，我们也会把退耕还草继续下去。”

从科尔沁沙地生态示范区的坡地上极目四望，远处黄色的沙
地正在被涂抹出一块块绿色。与父亲相比，万晓白感觉自己是幸运
的。“如今，生态文明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绿色发展的路径也非
常清晰，做生态环保不再需要‘孤胆英雄’，而是一呼百应的事。”她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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