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3日，2015 ICCCI-篮球锦标赛-杨光杯在Carmel 
Monon Center进行了第二轮的两场比赛。

首先由教会队对阵ICCCI队。新军ICCCI队在过去的

两届比赛中从没有赢过老牌劲旅教会队。ICCCI队吸取
了上一场与CCN队的比赛的教训，在战术上进行了周密
的部署，决心与教会队一决雌雄。只见他们后场紧盯，
前场猛攻，密切配合， 互相提醒。只打得士气高涨，
热气腾腾， 场内外呐喊声，叫好声不绝已耳。教会队
坚持自己一贯配合默契，敢拼敢打的精神，见招拆招，
沉着应战。上半场两队比分一直紧紧胶着，从5 : 5， 7 
: 7， 16 : 16， 26 : 24，到半场结束时以29 : 29打
平。稍作休息，下半场易地再战。双方依然旗鼓相当， 
针锋相对，比分持续紧咬。到最后的9分钟， ICCCI队
的主力后卫受伤下场，攻防组织渐显不力，前锋体力下
降罚球也屡罚不中。此时教会队虽也有两名主力队员受
伤，以其板凳队员也实力不弱的优势，抓住机会猛冲内
线，逐渐将比分超出。终场哨响，顽强的教会队以50 : 
41战胜ICCCI队。这场血战， ICCCI队打得荡气回肠，
痛快淋漓。打出了精神， 打出了气势， 打出了自己的
水平，赢得了对手的尊重，虽败犹荣！

第二场比赛由CCN队对阵IUPUI队。同ICCCI队员一
样， IUPUI队也是士气高昂，频频发起攻势。这一次，
队员之间的配合和防守比上一场比赛有明显变化。CCN
队则继续坚持严密防守，中锋猛攻的战术。但在双方铜
墙铁壁一般的防守下，各自的进攻大多无功而返。打到

第11分钟，比分还只有5 : 7。上半场结束时，CCN队以
15 : 6领先，这是三届ICCCI篮球锦标赛以来最低的半
场得分。下半场开始，CCN队继续加强进攻，一度将比
分扩大到10分以上。接着IUPUI队调整战术，换上身型
灵活、速度飞快的队员穿插扯动，伺机投篮，一下将比
分追到只差三分。关键时刻，日渐成熟的CCN队及时调
整战术。一方面通过加强防守遏制住IUPUI队的进攻，
同时中锋强攻频频得分，并造成对手犯规罚球，将比分
差距渐渐拉大。最后，CCN队以41 : 32取得胜利。 

至此，经过前两轮的比赛，教会队和CCN队均以两战
两胜领先，而ICCCI队和IUPUI队均两战皆墨。第三轮比
赛将于10月10日下午2 : 00 – 5  : 00进行。届时
ICCCI队和IUPUI队将争夺第三名，而教会队和CCN队将
争夺冠军。首届锦标赛上，ICCCI队曾经击败IUPUI队。 
今年两队队员都有较大的变动，将会是一场充满悬念的
搏斗。教会队在前年的半决赛中曾以一分之差淘汰CCN
队，而第二届比赛中CCN队则战胜教会队。决赛还未开
始， 双方教练已经在微信群里展开了硝烟弥漫的心理
战，迷魂阵。相信这场旗鼓相当的巅峰对决，必将是史
无前例的精彩。究竟金杯落入谁手，让我们拭目以待。

ICCCI篮球锦标赛组委会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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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清洁工罢工
法国巴黎的城市道路清洁工因

不满工资待遇过低，于近日举行罢
工，导致巴黎街头的垃圾箱外到处
都是堆积的垃圾。

报道称，除此之外，法国航空的
员工也因不满近日的裁员决定，正
在举行大罢工。当地时间8日，清洁
工们和法航员工们开始举行联合罢
工，给法国民众的出行和生活带来
很大困扰。

据悉，目前，清洁工罢工已进入
第4天，巴黎有近一半的城区遍地垃
圾，就连人行道上也都是。巴黎市
政府表示，该市有45%的清洁工都在
进行罢工。

报道指出，据清洁工们表示，当
前的工资已不能满足日常开销，已
经入不敷出，因此希望通过罢工，
呼吁提高工资待遇。

“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杜润生去世

杜润生是中国资深农村问题专
家和政策制订者，曾主持五个中共
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其中包
括1982年确立“包产到户”合法性
的“一号文件”。“一号文件”指
中共每年出台的首个政策性文件，
具有极强的政策引导功能，往往和
农村农业政策相关。杜也因此被誉
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杜润生曾经工作过的中共中央农
村政策研究室所在地——北京西黄
城根南街“九号院”具有极强的标
志意义，习近平、王岐山、刘源、
万季飞、周其仁、陈锡文等人曾在
此工作或讨论农村改革，很多现任
中共领导人被视为杜的门生。

世行最新预测：全球赤贫人
口首次降到一成以下

世界银行最新预测显示，全球

赤贫人口将在2015年底降至7.02亿
人，首次降低到人口总量的10%以
下。

西班牙《世界报》网站10月4日
报道称，过去3年，有两亿人摆脱了
赤贫。赤贫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将
从2012年的12.8%降至今年底的9.6%
。

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在向媒体公
布数据时指出，“这一预测表明，
我们是人类历史中结束赤贫的第一
代人”。

金墉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考希克·巴苏共同出席了记者会。二
人一致认为，过去3年来的赤贫人口
的减少是全球性的。

报道称，在东亚和太平洋地

区，赤贫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3年来
从7.2%降至4.1%；拉美地区，6.2%
降至5.6%；南亚地区，18.8%降
至13.5%；撒哈拉以南非洲地
区，42.6%降至32.5%。

巴苏指出，“造成全球赤贫人
口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印度经济的增
长”。他指出，印度经济呈现出持
续的高增长率。

美军承诺调查空袭医院事件 
“无国界医生”撤离

        在试图夺回对昆都士全面控制
的战斗中，美军显然是误炸了“无
国界医生”的一家诊所。美国方面
已经展开调查。“无国界医生”工
作人员撤离昆都士。
        美国总统奥巴马“代表美国人
民的名义”向在这一“悲剧性意外
事故”中遇难的医务人员和其他受
害者表示深切哀悼。
        这座“无国界医生”（MSF）

的医疗援助机构建筑显然是被美军
炸弹误击。根据该组织方面通报
的消息，至少已经有19人在袭击中
死亡。这其中包括12名“无国界医
生”的工作人员和7名患者，当中
还有3名儿童。另外还有37人受伤。
该组织要求对此事件进行独立的调
查。

波兰发现纳粹“黄金列车” 
发现者可分享10%财富

         二战结束以来，欧洲大陆就一
直流传着“黄金列车”的传说。据
说，纳粹德国崩溃之前，将占领时
期掠夺的金银珠宝装载在一辆长150
米的列车上，将列车开进波兰南部
瓦乌布日赫镇的隧道中。
　　9月19日，两名寻宝人向波兰
官方提交申诉，声称他们已经发现
了“黄金列车”的准确位置。9月28
日，波兰军方表示，已在该国南部
的瓦乌布日赫镇部署了包括化学、
放射及爆破专家在内的团队。根据
传言，这辆“黄金列车”上或许被
设置了炸弹陷阱。
　　关于“黄金列车”的传言再次
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黄金列
车”什么样？它真的存在吗？满载
其中的巨额财富又是如何获得的？

美国华盛顿唐人街华人集结
抗议房屋拆迁

        随着华盛顿中国城以及周边
地区出现逐渐向高档社区发展的趋
势，开发商计划将低收入公寓楼改
建，而在那里居住多年的老华人移
民或许将被迫搬出他们的家园。近
日华人居民在华盛顿唐人街社区集
结起来抗议房屋所有者的拆迁计
划，他们用普通话、粤语和英文打
出标语和口号，为自己居住权益正
在做最后的努力。

（陈立英 整理）

2015 ICCCI-篮球锦标赛第二轮战况

运动时间变动通知

  热烈欢迎印第所有热爱运动的朋友们

积极参与，运动项目有佳木斯快乐舞步，

小苹果，广场舞等。

地点：West Park， Carmel

( on 116th, between Town Rd & 

Michigan Rd )

时间：周日下午4：30

联系人：

陈艳艳 317-363-9040

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 
清华大学首超MIT居工程类专业第一

10月6日，2016年度US News世界大学排名发布，
观察者网查询发现，在工程类专业排名中，清华大学
从去年的第二名跃升至第一名，超越麻省理工学院
（MIT）等美国知名理工院校。工程类前十名中的中
国高校还有还有浙江大学居第四名，哈尔滨工业大学
排名第七，香港城市大学排第十名。其他前10名的学
校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南洋理工大学和新加坡国
立大学并列第五，斯坦福大学和佐治亚理工学院

在综合类世界大学排名中，榜单前10名和去年相
比几乎没变化，除了芝加哥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颠倒
一下次序，美国高校占了八席，另两个是英国的牛津
和剑桥，分别位列第五和第六。进入前100名的中国
内地的大学是北京大学（NO.41）、清华大学（NO.59
）、复旦大学（NO.96）。

今年综合类榜单前10名分别是哈佛大学、麻省理
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牛津大
学、剑桥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和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
观察者网查询发现，亚洲地区仅中日韩新加坡四

国有大学进入综合类榜单前200名。
其中，进入前100的学校是东京大学（31）、北

京大学（41）、新加坡国立大学（49）、清华大学
（59）、香港大学（64）、南洋理工大学（74）、京
都大学（86）和复旦大学（96）。

进入前200名的中国内地学校还有：浙江大学
（106）、中国科学技术大学（131）、上海交通大学
（136）、南京大学（180）、中山大学（198）；香
港地区学校有：香港中文大学（119）、香港科技大
学（142）、香港城市大学（187）和台湾地区唯一上
榜的台湾大学（128）。

进入前200名的亚洲其他国家院校只有韩国的三
所，分别是首尔国立大学（105）、韩国高等科技学
院（184）和浦项科技大学（197）。

（摘自 腾讯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