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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29 日电（记者赵楠）外交部发言人华
春莹29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在肯尼亚举行的东京非洲
发展国际会议（TICAD）期间，日本谋求私利，企图挑拨中
非关系。

有记者问：据日本共同社报道，28日，在肯尼亚举行的
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发表了《内罗毕宣言》。宣言称将维
护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并确认推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
共同社称宣言是在中国日益自信及东海、南海局势紧张背
景下发表的，意在影射中国。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回答说，众所周知，东京非洲发展国际会议本应
是一个聚焦非洲发展的多边交流与合作平台，其宗旨是支
持非洲发展。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上周肯尼亚举行的第六
届 TICAD 会议期间，日本却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非
洲国家，谋求私利，还企图挑拨中非关系。

她说，公道自在人心。据了解，在此次 TICAD 峰会前
举行的高官会上，日本竭力推动把会议议题和成果文件定
在安理会改革和海上安全问题，偏离了非洲发展这一峰会
主题，引起非洲与会代表强烈不满。非洲国家坚决反对
TICAD 政治化，坚决反对把亚洲的问题带到非洲，坚决反
对日本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非洲。从此次 TICAD 峰会最
后通过的成果文件看，日本最终不得不全盘接受非洲国家
的意见，把有关涉海内容限制在非洲海上安全合作，在安理
会改革问题上仍维持上届 TICAD 峰会《横滨宣言》原则性
表述。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显然没有客观反映会议的真实情
况。这也是对非洲国家的不尊重。

外交部发言人：

日本为谋私利
企图挑拨中非关系

在一个直径 11 米、高 6 米的
圆顶屋中封闭生活 365 天，是什
么感觉？恐怕只有 28 日刚完成
火星之旅模拟实验的 6 名科学家
才清楚个中滋味。

去年 8 月 28 日，这个由三男
三女组成的团队进入位于夏威夷
冒纳罗亚火山北坡的“密封舱”，
开始执行美国历史上耗时最长的
一次火星模拟任务，为人类未来
太空旅行和火星生活做准备。

火星旅行“现实可行”

这个团队包括 4 名美国科学
家、一名法国太空生物学家和一名
德国物理学家。他们在无法接触
新鲜空气的“密封舱”中生活整整
一年，吃粉状奶酪、鱼罐头等食物，
只能在穿戴全套太空服的情况下
到寸草不生的户外活动，与外界联
络仅限电子邮件，而且人为延迟
20分钟，以模拟太空通信。

这项由美国航天局出资的实

验 28 日 结 束 ，6 名 科 学 家“ 出
舱”，在“欢迎回到地球”的问候声
中与家人相聚。

参与实验的法国生物学家西
普里安·维瑟认为，模拟实验成
功，真正的火星之旅现实可行。

“我的个人感受是，在不远的
将来，火星旅行可以成为现实。
技术和心理上的障碍都能被克
服，”他说。

来自德国的参与者克里斯蒂
亚娜·海尼克说，实验的一大成功
在于，他们在干燥环境中找到水。

她说：“实验证明，我们能从
看似干枯的土地中获得水源。这
意味着，人类未来在火星上也能
利用小型温室结构获得水。”

隔绝滋味不好受

美国太空专家认为，美国航
天局在 2030 年左右可能把宇航
员送入火星轨道，2039 年派人登
上火星。凭借现有技术，将人类

送上火星耗时预计长达 1 年到 3
年，而目前宇航员在国际空间站通
常仅停留6个月。

因此，美国航天局开始在地球
上模拟太空旅行，为火星之旅做先
期准备。这项名为“夏威夷太空探
索类比和模拟”的实验此前已经实
施三场，第一场实验内容为如何在
火星上做饭，后两场则为隔离环境
下人类共处实验，时长分别为 4 个
月和8个月。

这次为期一年的实验是目前全
球时间第二长的火星旅行模拟实
验。俄罗斯的“火星－500”项目时
长 520 天，来自俄罗斯、中国、意大
利和法国的6名志愿者2010年6月
3日进舱，2011年11月4日出舱。

美联社 28 日报道，对“夏威夷
太空探索类比和模拟”实验的参与
者而言，在火山坡上的密封舱里生
活一年后，他们十分渴望阳光、空气
和可口食物，“想要跳进海里畅游，
享用新鲜食物”。

来自美国的参与者特里斯坦·

巴辛思韦特说，他迫切想要住进一
处有窗户的地方。“我的天哪，想想
看，一整扇窗户都是我一个人的？
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好了，”他
说，“过去一年我们共享的那一扇窗
户只有一块中号比萨饼那么大。”

人际关系也是考验

专家认为，人类登陆火星的一
大挑战是旅途耗时漫长、活动范围
狭小，人际冲突几乎无法避免。而
这可能直接影响火星旅行时团队的
表现。

为此，在这次为期一年的模拟
实验中，参与者除了各有一间能放
下小床和桌子的小房间，几乎没有
个人隐私空间。研究人员通过摄像
头、人体运动跟踪器和电子问卷调
查的方式，了解参与者在漫长隔离
生活中心理变化和精神压力，为未
来真实火星飞行提供经验。

巴辛思韦特说，他有时感觉“无
聊得要命”，而这种感觉会让人变得

极其敏感、情绪化。
“别人做的一些小事，放在平时

你根本就不会留意到，但在这儿，你
会想把他们绊倒在楼梯上，”巴辛思
韦特在实验期间接受美国《赫芬顿
邮报》电子邮件采访时说。海尼克
也说，由于与世隔绝，他们面临的

“最大敌人之一就是无聊”。“你必须
要有意愿、有能力适应他人，做出妥
协，”她说。

为了克服这些问题，实验参与
者们力争让自己忙碌起来，避免情
绪低落影响人际关系。他们合理利
用有限资源，完成研究任务，或是专
注于兴趣爱好。

巴辛思韦特喜欢阅读，在实验
期间还兼顾攻读建筑学博士学位、
学习烹饪；同样来自美国的参与者
谢伊娜·吉福德则撰写发表了多篇
网络报道。

“无论是好是坏，你在与世隔绝
环境中学到的一切都是经验，”美国
参与者卡梅尔·约翰斯顿说。

新华社专特稿

在一个直径11米、高6米的圆顶屋中封闭生活365天

6名科学家完成模拟火星之旅

新华社开罗8月29日电（记者陈霖）亚丁消息：据也门
安全部门透露，也门亚丁省一所新兵学校29日发生自杀式
爆炸袭击，造成至少65人死亡，55人受伤。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安全部门官员称，自杀式袭击者
开着一辆载有炸弹的汽车冲向正在集合的新兵。爆炸发生
在学校操场，当时数百名新兵正在准备登记。

也门政府官员说，政府军准备在其控制的亚丁等地招
募并训练 5000 名战士，前往也门与沙特边境地区，协同沙
特对抗胡塞武装。

据报道，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布制造了此次袭击事
件。

至少65人死亡
也门亚丁新兵学校发生自杀式袭击

31 岁的美国男子凯尔·库克也许是
世界上最倒霉的人，不过也可能是最走
运的人。他在4年里被雷劈、毒蛇咬、毒
蜘蛛叮，据称还被鳄鱼和蟒蛇咬过，所幸
保住了性命。

美国《纪事报》网站报道，库克住
在佛罗里达州。本月 11 日，他在自家
院子里用剪草机剪草，听见一种声响，
仔细一看是一条响尾蛇，就在脚边大
约 1 米处。库克轻手轻脚试图逃走，
却一脚踩在一根棍子上，惊动了蛇，脚
踝被咬了一口。“我尖叫着，跑去找我
的老婆，”库克说。他的妻子一边拨打
毒物防控中心热线电话，一边给他冲
洗伤口，然后开车把他送到医院。幸
运的是，库克是胖子，脂肪层厚，毒牙
没有伤及血管。

不过，伤口至今仍很疼，他走路一瘸
一拐。就在 4 月，他工作时被一只毒蜘
蛛咬中左手。为了不丢掉工作，他没有
立即去看医生，直到受伤的手肿胀严重、
疼得受不了。他在医院接受了手术，医
生从伤口排出毒物。但是，他最终还是
因为无法干活被炒了鱿鱼，而且受伤的
手至今不怎么听使唤。

4年前的8月，库克还有一次遭雷劈
的可怕经历。他当时开着一辆清扫车在
工作，暴风雨来临时，车外的清扫部件出
了故障。他下车修理，一个落雷砸在大
约 3 米之外，电流顺着潮湿地面传到车
体，击中库克。他被打出大约2米远，昏
倒在地。

“当时的感觉就像是拳王泰森用一
把大锤砸在我的下巴上，”库克说。他侥
幸保住命，但是患了多种后遗症，包括神
经疼痛、心脏病、左半身失去感觉。库克
称，倒霉的事还不止这些：捕鱼时“碰巧”
抓住一条鳄鱼，被咬了；朋友家养了一条
大蟒蛇，他去喂，被咬了。“这4年真是够
倒霉的，”库克叹道，“可能是老天想提醒
我，一些事做得不对；也可能是我这辈子
注定会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
点。”

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一名倒霉男——

被雷劈、蛇咬、
蜘蛛叮⋯⋯

美国匹兹堡大学研究人员发现了决
定人特定相貌特征的基因变异。未来也
许有一天，警察通过遗留在犯罪现场的
DNA就能准确地复原出嫌疑人的样貌，
科学家们也能更精确地预测未来人的长
相。

研究人员在发表于《科学公共图书
馆·遗传学》杂志上的文章中说，他们对
3118名健康欧洲裔人士进行了3D面部
扫描，同时分析了将近 100 万个单碱基
对变异。研究人员发现，面部的宽度、两
眼之间的距离、鼻子的大小、嘴眼间距离
与单碱基对变异有显著关联。

这一发现让科学家进一步了解基因
在面容形成上的作用，更深入理解造成
颅面缺陷的原因。不过研究人员说，要
进行更深入研究需要更多、更综合地取
样。 新华社微特稿

或能精准预测未来人长相

科学家发现
“相貌基因”

8月27日，游客在瑞士阿尔卑斯山区的阿莱奇冰川游览观光。
瑞士阿莱奇冰川管理中心负责人马里奥·盖尔钦 27 日说，参照过去 20 年阿尔卑

斯山区的气候变化条件推算，未来阿莱奇冰川的消失速度会越来越快，预计本世纪末
该冰川将消失。阿莱奇冰川全长 23 公里，位于瑞士瓦莱州和伯尔尼州境内，冰川所
在地区于2001年与少女峰一起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是阿尔卑斯
山最大的冰川。 新华社发

专家称：

（上接A1版）
不过，正如那位推销大师

所说，成功需要有耐心去等
待。现实中，不少时候我们缺
乏耐心。一些地方的扶贫工
作，停留在发钱、发物的水平，
今天脱贫了，明天又返贫；一
些组织为了博取眼球，做公益
变成了作秀，大堆的人民币、
奢侈品，堆不出真正的爱心。
在这样一个快时代、躁时代，

在这样一个讲求影响力、回报
率的时代，耐心资本更显难能
可贵。

无论是扶贫、养老，还是赈
灾、救难，都需要长期关注、持
续投入。每一次的效果或许没
那么显著，但说到底，是放眼长

远，追求“总体成功”。习近平
总书记曾讲述过“滴水穿石的
启示”：一滴水，既小且弱，对付
顽石，肯定粉身碎骨⋯⋯但其
价值和成果体现在无数水滴前
仆后继的粉身碎骨之中，体现
在终于穿石的成功之中。滴水

穿石，付出的又何尝不是耐心资
本？

“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
不鸣，鸣将惊人。”世间很多的事
情需要厚积薄发、耐心等待、久久
为功。恰如愚公移山，纵然没有
感动神仙来移走两座大山，按照
愚公的路线图，一铲接着一铲挖、
一代接着一代干，也总会有“开门
不见山”的那一天。

据人民日报8月29日

不妨多点“耐心资本”

一年一度的英国诺丁山狂
欢节 28 日至 29 日在伦敦举
行，超过100万人参加。

在这个欧洲最大狂欢节之
一的节庆首日，不少人玩得“嗨
过头”，街头斗殴、吸毒、性侵、
持枪等层出不穷，伦敦警方不
得不逮捕了上百人。

麻烦不断
伦敦警方 28 日说，在诺丁

山狂欢节开幕当天，警方接到
至少4起持刀伤人报告，4名年
龄在 15 岁至 20 岁之间的男子
被捅受伤，其中一名15岁少年
性命垂危。

伦敦急救中心说，截至 28
日临近午夜时分，狂欢节现场
共有 411 人接受过医疗救治，

其中77人需要住院治疗。
伦敦警方 28 日当天共逮

捕了 105 人，理由包括持有毒
品、持刀、斗殴、性侵、偷窃等。
警方还缴获了至少 6 支枪、50
发子弹以及多把小刀、大砍刀。

实际上，为确保诺丁山狂
欢节正常举行，伦敦警方提前
数日便“严阵以待”，出动7000
名警察维持秩序。在狂欢节开
幕前的一个星期里，伦敦警方
已逮捕 215 人，原因是这些人
涉嫌策划利用狂欢节发动袭击
或闹事；下达搜查令超过 200
份，对可疑人员实施突击搜查。

狂欢节大游行沿线的商家早
有经验，提前关门歇业，以防被

“嗨过头”的狂欢人群冲击。据了
解，在历年的诺丁山狂欢节中，曾
多次发生商店遭打砸抢事件。

早有先例
从 28 日清晨 6 时起，就有

不少人走上伦敦街头，掀起了
本年度诺丁山狂欢节的第一轮
热潮。人们互相投掷颜料、泥
巴、巧克力、粉末、甚至还有食
用油，一边随着音乐扭动肢体，
热情起舞。

诺丁山狂欢节起源于 20
世纪60年代，由当时聚居在诺
丁山地区的西印度群岛移民发
起。这一当年只有几支钢鼓乐
队参加的节日如今演变成规模
宏大的多元文化节。在世界各
地狂欢节中，诺丁山狂欢节的
规模可能仅次于巴西里约热内
卢狂欢节，每年吸引上百万游
客和参与者。

不过，从历年经验看，这一盛
事也成为各类暴力事件的“集散
场合”，枪击、抢劫、盗窃、斗殴、毒
品交易等违法事件较为频繁，参
与者与警方之间的暴力冲突也时
有发生。

2008 年，诺丁山狂欢节演变
为骚乱。2015 年，伦敦警方在该
狂欢节期间逮捕了 407 人，创下
历年来最高纪录。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伦
敦警方为了确保今年诺丁山狂欢
节不出大乱子，特意部署了一套
面部识别系统，利用监控摄像头
捕捉并识别出可能闹事的“高危
分子”，以便及时采取控制措施。

同时，伦敦警方提醒民众保
持高度警戒，一旦发现可疑情况，
应及时向警方报告。

新华社专特稿

嗨过头 英国狂欢节上百人被捕

英国一名耐力游泳老手在第二次横渡英吉利海峡时遭
遇意外，游了大约 16 个小时后突然昏迷，28 日凌晨在法国
不治身亡。已过不惑之年的尼克·托马斯27日清晨5时15
分从英国东南部港口城市多佛尔出发，游往法国北部港口
城市加来。在距离加来海岸大约16公里时，托马斯失去意
识，被随行人员捞了上来，当晚 22 时左右被送到岸上。救
护车把他送往医院时，托马斯心跳停止，处于心脏骤停状
态，尽管医护人员实施心肺复苏术抢救，他仍然于 28 日凌
晨 3 时左右被宣告医治无效。托马斯来自英国什罗普郡，
2014 年成功横渡最窄处为 33.8 公里的英吉利海峡。英国

《每日邮报》报道，在托马斯之前，已有8人因试图横渡英吉
利海峡而丧生。 据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

游泳老手横渡
英吉利海峡猝死

本世纪末瑞士
阿莱奇冰川将消失

8月28日，在越南胡志明市，2016越南小姐冠军杜美玲
向观众挥手致意。2016 越南小姐大赛总决赛 28 日晚在胡
志明市富寿体育馆落下帷幕，河内外贸大学学生杜美玲夺
得冠军。 新华社／法新

8月29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闯过警戒线并起火
烧毁的汽车被起重机吊起。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一家研究
所大楼外29日凌晨发生爆炸，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爆
炸发生前，一辆汽车曾强行闯过警戒线驶至研究所楼下。

新华社／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