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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柏林 9 月 11 日电（记者张远 任珂）德国法兰
克福机场警方11日说，当天有人在该机场内喷射刺激性气
体，造成至少6人受轻伤。

机场警方在社交媒体上说，当地时间 12 时许，有人在
1号航站楼内喷射刺激性气体。事件造成至少6人受轻伤，
他们在吸入气体后，呼吸受到影响。

事发后，当地警方和消防部门赶至现场。消防部门说，
喷射的气体对人体无害。目前，1 号航站楼受影响区域已
重新开放，航班均正常，事件原因仍在调查中。

今年的法兰克福车展将于12日开幕，近日机场旅客数
量较多。9日晚间，该机场发生“诈弹”事件，一名患有精神
疾病的男子声称携带炸弹，警方疏散大量旅客后将这名男
子送医。

致6人轻伤

德国法兰克福机场

发生喷射刺激性气体事件

美国苹果公司预计本周发
布新款智能手机。多家外媒报
道，新款iPhone售价可能为每
部1000美元。

苹果定于 9 月 12 日举办
iPhone 十周年庆祝活动。业
内广泛预计，苹果将在同一天
发布新款特别版手机。据外媒
报道，新款iPhone无论在显示
屏、摄像头和外观设计方面都
大幅升级，但决定这款手机高
端定位的最关键因素，或许是
每部1000美元的价格。

英国《金融时报》10 日援

引创新战略咨询公司分析师
本·巴贾林的话说：“我们从来
没有过这么贵的手机。苹果知
道自己的客户不会离开。”

创 新 战 略 咨 询 公 司 与
SurveyMonkey 公 司 展 开 的
一项调查结果显示，21％的苹
果用户说，无论新款iPhone售
价多少，他们都会购买。33％
的苹果用户说，如果价格太贵，
他们不会更新换代。

一 些 分 析 师 认 为 ，新 款
iPhone 若 果 真 定 价 1000 美
元，将考验苹果客户的忠诚度，

因为这个价格有从苹果用户身上
“剪羊毛”之嫌。

CCS 洞察公司分析师杰夫·
布拉韦尔说：“可能会出现许多误
读，即苹果开始从客户身上尽可
能‘揩油’。”

供职美国信息服务公司的
韦恩·拉姆说，要想把毛利率维
持在大约 46％，苹果新手机售
价必须在 1000 美元左右，“苹果
今年将试探普通客户群的价格
弹性”。

一些分析师认为，新款手机
将有助于苹果克服过去两年间面

临的增速放缓问题。在美洲和欧
洲市场，智能手机市场接近饱和，
而且一些手机用户会延长现有手
机的使用时间。这意味着，刺激
手机制造商更快增长的最佳途径
就是使每部手机卖出更多钱，而
非仅仅依赖于销量。

拉姆说：“鉴于人们使用一部
智能手机的时间通常不超过两
年，这是笔大投资。”

无独有偶，韩国三星电子公
司新款智能手机盖乐世 Note 8
定价960美元。

新华社专特稿

显示屏、摄像头和外观设计方面都大幅升级

苹果新手机或售1000美元

据了解，亚洲人口老龄化速
度惊人。预计日本将成为亚洲首
个“超高龄”国家，而到 2030 年，
五分之一的韩国人将跨入65岁。

巧合的是，日前一则日本考
虑征收“单身税”的新闻也引发不
少关注。据记者了解，尽管开征

“单身税”八字还没一撇，但实际
上，日本早就存在减免已婚人士
税负的举措，即便没有明文规定
的“单身税”，变相收税以鼓励婚
育的政策也早就存在。

除税收政策外，日本、韩国和
新加坡等亚洲国家也为“逼婚”，
操碎了心。

政府当“月老”
在鼓励“脱单”方面，新加坡

和日本政府均想方设法为单身男
女牵线搭桥。

实际上，晚婚并非新加坡社
会的新问题。早在上世纪 80 年

代，新加坡就开始出现“剩女现
象”。1983 年，只有 38％的女性
大学毕业生嫁给同等学历的男
性。为解决高学历女性的未婚问
题，时任总理李光耀推动设立了
社交发展署，并亲自指派新加坡
国立大学医学院医生范官娇来主
持工作。

社交发展署于 1984 年 1 月
成立，通过组织各种形式活动，为
大 学 毕 业 生 创 造 联 谊 机 会 。
1985 年，新加坡政府还成立社会
发展服务部作为前者的补充，为
更多非大学毕业的年轻男女创造
联谊机会。2009 年，上述两家机
构合并为社会发展网络。

如今，社会发展网络不仅积
极通过网络系统宣介各种相亲和
联谊活动，还主办了一本专门教
年轻人如何打扮、如何为约会做
准备的杂志《二重奏》。今年 2 月
至 3 月，社会发展网络主办了一
次大型主题联谊活动，为新加坡
单身男女举办兴趣小组和派对等

200多场活动。
日本各地政府也想尽办法撮合

单身人士结婚。除民间各种婚姻中
介机构以外，2015 年，日本政府首
次将“结婚支援”作为重点工作措施
列入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将以往
的少子化对策重点从育儿援助转向

“结婚支援”。日本各地方政府也成
立“结婚支援中心”和“年轻人交流
信息网站”等平台，同民间机构一起
搭建鹊桥。

生娃给重奖
近年来，韩国生育率不断下

降。面对严峻的人口危机，韩国政
府从 2006 年起开始制定解决生育
率低的五年计划。

有韩国媒体统计，十多年来，韩
国政府在应对人口危机上投入近
126 万亿韩元（约合 7245 亿元人民
币），将主要财政预算投在了保育教
育费、减少新婚夫妻住宅负担、削减
大学学费和改善育儿产假制度等方

面。然而，如此大规模的金额投入
收效并不明显。

由于韩国农村地区人口急剧减
少、劳动力严重不足，韩国各地政府
为鼓励民众生育展开奖励金大战，
不惜重金求子。

据了解，韩国农村地区奖金最
高的是京畿道杨坪郡，生二胎奖励
300 万韩元（1.7 万元人民币），三胎
500 万韩元（2.9 万元人民币），四胎
700 万韩元（4 万元人民币），五胎
1000 万韩元（5.8 万元人民币），六
胎 2000 万 韩 元（11.5 万 元 人 民
币）。一些韩国媒体甚至称，现在不
少韩国夫妇会根据各地奖励金额来
判断去哪生娃。

此外，杨坪郡为鼓励生育还出
台多种优惠政策，如对多子女家庭
实行停车费半价优惠、医疗费减免、
补习班和美容室优惠等，因其表现
突出，还曾获得韩国总统表彰。

日本政府在鼓励育儿方面也出
台了生育补贴、儿童补贴和低收入
家庭学生就学援助等政策，但在国

家财政吃紧的情况下，这些政策似
乎有些杯水车薪。

为鼓励民众生育，新加坡政府
多年来采取了减税、发放婴儿花红

（奖金）、为儿童发展户头存钱、医
疗费用减免、延长女性有薪产假并
为父亲提供法定有薪陪产假等多
项措施。2015 年新加坡建国 50 周
年之际，新加坡政府给当年生育的
夫妇发放了两万份“金禧宝宝礼
盒”。

新加坡领导人也常在多个场
合谈及生育问题。在 2017 年新年
献词中，总理李显龙表示政府正
尽全力帮助年轻夫妇抚育孩子，
包括增加学前教育和托儿服务名
额、设立更多新加坡人负担得起
的幼儿园，以及缩短新组屋等候
时间等。

李显龙当时说：“我希望新的一
年会迎来更多新生宝宝，听到更多
鸡宝宝响亮的啼哭声，为新加坡这
个大家庭增添更多欢乐！”

据新华社专特稿

亚洲人口老龄化速度惊人

国家级“逼婚”，都放什么大招？

飓风“艾尔玛”是有气象记
录以来大西洋上最强飓风，以五
级飓风强度席卷加勒比地区多
国后，减弱为四级，在美国佛罗
里达州最南端的佛罗里达群岛
登陆后，移动到墨西哥湾，而后
再次登陆佛州西南部，眼下正迫
近佛州西海岸港口城市坦帕。

“艾尔玛”威力有多大？从
“体格”来看，“艾尔玛”的直径
为 640 公里，比上个月横扫得
克萨斯州东南部的“哈维”大一
点，但远逊于2012年重创美国
东北部的“桑迪”，后者的直径
有1300多公里。

直径并不是衡量飓风威力
的最主要因素，风力和移动速
度才是。风力越大，移动得越

慢，破坏力越大。“艾尔玛”的持
续最强风速达到每小时近 300
公里，堪称“魔兽级”飓风。同
时，“艾尔玛”的平均移动速度
为每小时26公里，比“哈维”每
小时 16 公里的速度还是要快
一些。正因为“哈维”离开得
慢，得州东南部多地降雨量创
历史纪录，造成严重洪涝灾害。

对于亲身经历“艾尔玛”的
灾民而言，这无异于一场噩
梦。家住那不勒斯附近马科岛
的谢莉·康奈利告诉美联社记
者，“艾尔玛”登陆马科岛时，她

“听到门在砰砰响，看到天花板
上的吊灯乱晃，外面狂风大
作”，“恐怖极了”。

马科岛另一名居民凯瑟

琳·特纳由于买不到出岛的飞机
票，担心一楼的公寓被淹，只能暂
避在二楼的邻居家。现年 67 岁
的特纳说：“在这里，比在我的房
子里，感觉安心多了，但我还是担
心自己的房子（被淹）。”

圣彼得斯堡居民阿利森·克
鲁斯和另外7名成人、3个孩子和
7 条狗挤在邻居家避灾，因为邻
居家地势较高，不易被淹。克鲁
斯说，家里的屋顶“怕是保不住
了”，“我已经准备好和房子里的
财产道别了，这很艰难”。

在佛州东海岸，尽管飓风造
成的破坏力小一些，但还是相当
可观。迈阿密一处建筑工地上两
台高达数十米的架式起重机被狂
风掀翻在地。

高达数米的海浪越过迈阿
密一处防波堤，涌入的海水淹没
了多个街区，一些地方的水深及
腰。迈阿密市政厅的官方推特
说，由于医院无法出动救护车，
一名临盆的产妇在医生的视频
指导下，自己生下婴儿。母子两
人随后被医疗直升机送到医院。

居住在 35 层高层公寓的德
梅·洛马斯说：“我觉得整栋楼一
刻不停地在晃，就好像是在船上
一样。”从窗外看去，迈阿密的高
层建筑像是海上的岛屿。

整个佛州超过330万户家庭
和商户电力中断。佛州电力和照
明公司说，这些地方全部恢复电
力需要数周时间。

新华社专特稿

超强飓风

“艾尔玛”能刮倒起重机！

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 9 月 11 日电（记者王守宝）在 11
日埃塞俄比亚传统新年来临之际，埃塞政府在全国范围内
大赦囚犯。

埃塞俄比亚总统穆拉图 10 日宣布赦免 697 名囚犯。
穆拉图表示，这批囚犯已经进行了很好的改造，他们将会以
更加和平、积极的方式参与各项活动，重新融入社会。

在此之前，埃塞的南方州已赦免 3099 名囚犯，阿姆哈
拉州赦免了1981名囚犯，提格雷州赦免了957名囚犯。

据报道，埃塞俄比亚通常在传统新年来临之际赦免囚
犯，赦免条件包括非严重情节罪行、在监狱中表现良好，此
外，囚犯的身体状况和家庭情况也是他们能否获得赦免的
重要因素。

埃塞俄比亚沿用古老的儒略历，每年的新年始于 9 月
11日（闰年为12日）。在新年来临之际，除了政府的赦免活
动外，埃塞全国放假，人们庆祝新年开始。

埃塞新年来临之际

政府赦免数千囚犯

9月10日，在墨西哥瓦哈卡州胡奇坦，一处房屋在地震
中被毁。

据墨西哥媒体10日报道，墨西哥地震遇难人数已增至
90 人。南部瓦哈卡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该州因地震死
亡的人数已达到 71 人，有近 80 万人受灾。灾区食品、饮用
水和药品不足。目前，救援仍在进行，死亡人数有可能继续
上升。

新华社／法新

9 月 10 日，美国纽约世贸中心遗
址附近亮起象征纽约世贸中心“双子
塔”大厦的灯柱。

为悼念“9·11”事件遇难者，纽约
世贸中心遗址附近 10 日亮起象征纽
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大厦的灯柱。

新华社／法新

9月10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倒塌的大树阻断街道。 新华社／美联

新华社悉尼 9 月 11 日电（刘世
隆）地处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正值冬季，
流感多发，而今年的流感形势尤其严
重。澳大利亚专家日前警告说，打喷
嚏时用手遮挡飞沫的方式是错误的，
这样会加剧流感病毒的进一步扩散，
正确方式是用纸巾遮挡。

澳大利亚手部卫生组织负责人林
赛·格雷森表示，民众应该摒弃打喷嚏
时用手遮挡飞沫这种错误习惯，因为
打喷嚏或咳嗽时用手遮挡，飞沫会沾
到手上，手在接触其他物体时又会传
播细菌和病毒。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盖伊·埃
斯利克说，人们常认为流感传播的重
要途径是打喷嚏产生的飞沫，因此只
要用手遮挡就没问题了，但这忽视了
另一个因素，那就是遮挡飞沫的手也
会触碰其他地方，比如公交车上的扶
手等，所以最好的办法是用一次性纸
巾遮挡，然后扔掉纸巾。

打喷嚏应用纸巾
而不是手遮挡

据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西米德兰
兹一家咖啡馆近日推出“终极早餐
盒”，由于内容多、分量足，要用比萨盒
装。最关键的是，它含有210克脂肪，
热量高达4275卡，比一名成年女性的
日热量摄入推荐量高出一倍还多。

早餐盒的内容多达 39 样，包括
6 根香肠、6 片培根、6 片厚吐司、4 块
血肠、4 份煎蛋、4 块薯饼、3 片炸面
包以及装在小碗里的 2 份蘑菇、2 份
豆子、2 份番茄丁。英国《每日邮报》
评论说，这可能是英国“最油腻”的
早餐。

一份“终极早餐”售价为 15 英镑
（约合 128.5 元人民币）。自从咖啡馆
把它的照片放到脸书上后，点击量已
经超过 25 万次，还收到超过 1500 条
留言。不过，据店主说，至今还没有人
能独自吃下一份这样的早餐。

英国“最油腻”早餐

没人能吃完

新华社平壤 9 月 11 日电（记者程大雨 吴强）朝鲜外
务省11日发表声明说，若美国在安理会推出新一轮涉朝制
裁决议，朝鲜必将让美国付出相应代价。

朝中社当天发布的外务省声明说，美国企图针对朝鲜
不久前进行的核试验在联合国推出新涉朝制裁决议。若决
议表决通过，“朝鲜将采取的后续措施会使美国陷入史无前
例的窘境”。

声明表示，朝鲜研制核武器是遏制美国对朝敌视政策
与核威胁的手段，是正当的自卫措施。

据报道，美国针对朝鲜本月 3 日进行的核试验已经起
草了一份新的制裁案，将于 11 日在联合国安理会进行表
决。

8 月初，安理会一致通过了涉及朝鲜半岛核问题的第
2371号决议，严厉谴责朝鲜7月4日和28日试射洲际弹道
导弹，要求朝鲜放弃核武器和导弹计划，并决定对朝鲜实施
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

朝鲜警告美国

将为进一步制裁付出代价

新华社华盛顿 9 月 10 日电（记者徐剑梅）美国波士顿
麻省理工学院科技广场10日下午发生枪击案，一名枪手开
枪射伤两人。

当地时间下午近 5 时，麻省理工学院警方在社交媒体
推特上发布枪击事件信息，称警方正在采取行动，呼吁民众
离开这一区域，附近民众进入室内躲避。

十几分钟后，警方再次发布推特，称嫌疑人已落网，现
场缴获一件武器。

警方还说，受伤者下肢受伤，据信无生命危险，嫌疑人
是一名23岁男性，将面临起诉。

枪击案发生时，科技广场上正在举办坎布里奇狂欢节
活动。狂欢节活动随后被取消。目前，当地警方正在调查
这一枪击案。

据狂欢节网站介绍，狂欢节根植于非裔传统，已有 25
年历史，参加者数以千计，人们不仅可以从中欣赏到地方文
化的多元性，还能品尝到各国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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