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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6月6日电 英国一项研究显示，人分心时可
能短暂出现嗅觉缺失。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和牛津大学研究人员让志愿者在一
间充满咖啡香气的房间里完成一项简单任务或者较难任
务。结果发现，执行较难任务的人忽略咖啡香气的几率比
执行简单任务的人高42.5％。

第二项实验中，志愿者完成任务并在充满咖啡味的房
间待上一段时间后，研究人员问他们是否闻到什么味道，
65％的人自述在执行任务时没有发现咖啡味。

研究人员在由美国《心理学》杂志刊载的论文中说，这
是首次通过实验证实“非注意嗅盲”或“非注意嗅觉缺失”的
存在。它类似非注意盲视，即人在处理一个相对复杂的任
务时，因为注意力转移，没有感知到背景中出现的醒目意外
刺激的现象。

研究牵头人、萨塞克斯大学的索菲·福斯特说，先前研
究显示，就嗅觉而言，存在大约20分钟的窗口期，之后大脑
不再能感知到它，这被称为“嗅觉习惯”。这次研究意味着，
如果在这个窗口期没有闻到气味，就可能“再也闻不到”。

人分心时嗅觉短暂缺失

据新华社 6 月 6 日电 选美赛事“美
国小姐”主办方5日宣布，从今年开始取
消泳装比赛环节，评委们不再依据参赛
选手外貌打分，而更看重她们的成就和
社会影响力。

“我们不再是一项选美赛事。‘美国
小姐’应当代表注重学识、社会影响力、
才华和女性赋权的新一代女性领导形
象，”“美国小姐”董事会主席格雷琴·卡
尔森发表声明说。泳装环节取消后，主
办方将增设参赛选手与评委现场互动环
节，每名参赛选手将有机会突出自己的
成就、抱负和理想。

卡尔森说，“美国小姐”赛事还将改
进晚礼服环节。“当女性穿着自选服装上
场，无论是晚装还是任何她们自己选择
的服装，我们都不会据此进行评判，”她
说，“我们感兴趣的是从她们口中说出来
的话，当她们谈及社会影响力举措时。”

第 一 届“ 美 国 小 姐 ”选 美 大 赛 于
1921年举行，主办方有意让穿着泳装的
年轻姑娘登台参赛为大西洋城海滩做宣
传。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泳装比赛成为
赛事最受关注的部分，这个环节的获胜
者最终往往摘得“美国小姐”桂冠。

随着社会对女性角色认识的改变，
传统选美比赛正在发生变化。“世界小
姐”和“美国小姐”青少年组赛事分别在
2014 年和 2016 年取消泳装比赛环节。

“美国小姐”比赛电视转播收视率相比从
前也大幅下降。美联社援引相关统计数
据报道，1988 年全美有 3310 万名观众
收看“美国小姐”赛事电视转播，而去年
只有540万名观众收看。

“美国小姐”
取消泳装比赛

据新华社 6 月 6 日电 法国开始建造国内第一座专供
阿尔茨海默氏症（早老性痴呆/老年性痴呆）患者居住的村
庄，希望营造一种有别于传统医院的正常环境，为患者提供
更科学有效的看护。

这座村庄位于法国西南小镇达克斯附近，占地面积约
6.9公顷。法国《世界报》引用波尔多医科教学与医疗中心神
经学家和流行病学家让·弗朗索瓦·达尔蒂格的话报道，村庄
各方面的设计都是为了确保“居民们能参与社交生活”。

村庄设计接近传统法式庄园，四周没有栅栏围绕，但有
安全通道，与村庄内社会文化生活场所连接。这座村庄预
计在2019年年底前正式建成开放，计划接待120名阿尔茨
海默氏症患者居住。届时，他们将和研究人员、100多名看
护人员一起住在村子里。为了让村民感觉生活与往常无
异，村里的医护人员将穿便装工作，还有志愿者定期组织文
化活动。

法国开建首个
阿尔茨海默氏症村

美国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 5 日
说，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定于 12 日在新加坡圣淘沙岛
嘉佩乐酒店会晤。

特朗普同一天告诉媒体记者，会晤
筹备“进展非常好”。

场所“私密”

桑德斯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公布
美朝领导人会晤地点，感谢新方热情款
待。她前一天说，特朗普与金正恩的“首
场会晤”暂时定新加坡时间 12 日上午 9
时开始。

嘉佩乐酒店是美方先遣人员为会晤
做后勤准备而下榻的酒店。美联社报
道，白宫工作组上周在这家酒店与朝方
官员会面。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介绍，嘉佩乐
酒店由昔日军队营房修复改建而成，有
112间客房。

酒店部分建筑在 19 世纪 80 年代建
成，至今有 100 多年历史，阳台餐区、木
门、窗户、走廊等都保有浓郁怀旧风格。
由于旧时营房所处地点地势较高，人们在
酒店入口处只能看到大片绿荫，看不到营
房后方增建的酒店客房，私密性较好。

便于安保

了解会晤安排的消息人士
告诉法新社，嘉佩乐酒店距人

口密集区较远，安保布防相对
容易。另外，圣淘沙岛与陆地
仅有一条堤道相连，中断交通
可有效阻止外部人员接近，是
会晤的理想场所。

圣淘沙在马来语中有“和平与
宁静”之意。

新加坡政府 4 日公告，圣淘沙
岛全境、岛屿与陆地相连的桥梁及
周边地区、香格里拉酒店及周边地

区 10 日 至 14 日 划 为“ 特 别 活 动
区”，禁止武器、无人驾驶飞机、扬声
器、横幅等进入这一区域，人员进入
须接受警方搜身。

试探诚意

特朗普 5 日告诉媒体记者，新
加坡会晤筹备进展顺利，“建立起不
少关系、做了不少磋商。我们看看
会发生什么”。

特朗普先前有意调降会晤预期，
回避双方取得“突破”的可能性。他1
日在白宫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
会副委员长金英哲，随后多次提及

“过程”一词，认定一次会晤无法化解
美朝分歧，可能需要“两次或三次”会
晤。在特朗普看来，新加坡会晤将是
一次“试着了解对方”的会晤。

原美国对朝政策特别代表尹汝
尚（约瑟夫·尹）5 日在一场国会听
证上认同这一看法，认定这将是一
场“试探诚意”的会晤。

美方要求朝方先“完全、可验
证、不可逆”地弃核，再解除制裁；朝
方主张半岛以“阶段性、同步”方式
实现无核化。 新华社电

白宫公布新加坡会晤酒店

据新华社 6 月 6 日电 以色列“我遗
传”公司 4 日声明，超过 9200 万用户的
电子邮件地址和密码遭窃取，暂时没有
证据显示这些信息遭人利用。

“我遗传”当天在一份声明中说，一
名研究人员4日告知企业信息安全主管
奥马尔·多伊奇，发现一台私人服务器存
有 9228 万名用户的电子邮件地址和散
列密码。“我遗传”安保人员分析服务器
数据后认定，那些用户信息确实源于这
家企业。

按照企业的说法，包括基因数据和
家谱树状图在内，用户敏感信息储存在
其他系统，与储存电子邮件信息的系统

“相互分离”，“我们没理由认定那些系统
的安全面临危险”。

“我遗传”公司 2003 年在以色列创
建，帮助用户免费绘制家谱。这家企业
近年推出收费基因检测：只需用户的唾
液样本或脸颊拭子，就可以推测他们祖
先的外貌、身高和家族迁徙历史等信息。

近年来，类似的基因检测商业服务
兴起，如何保障用户隐私却没有“定论”，
构成用户敏感信息遭滥用的隐患。

美国《华盛顿邮报》5 日在报道中提
及“金州杀手”落网原因，担心包括基因
数据在内的敏感信息或许会在“主人”不
知情的情况下被他人利用。

借助一家免费在线基因检测网站，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警方 4 月逮捕一名
72 岁退休警员，后者涉嫌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在有“金州”之称的加利福尼亚州犯
下一系列强奸和谋杀罪行。尽管嫌疑人
从来没有向网站上传 DNA 样本，但他
一名亲戚上传样本，且与警方掌握的“金
州杀手”DNA 样本部分匹配，几十年前
的悬案随即告破。

以色列基因检测企业——

9200万
用户信息失窃

新华社东京 6 月 6 日电 随着日本老龄化加剧和农业
人口减少，日本农机企业积极研发和推出可自动驾驶的无
人农机，日本政府有关机构也积极推广无人农机。

据日本媒体6日报道，2017年5月，久保田公司在日本
率先推出了售价约100万日元（约合5.85万元人民币）的无
人驾驶耕作农机“SL60A”，它带有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久
保田公司自己研发的自动操作系统，以及传感器、相机等多
种装置，以保证自动操作时的安全。

2018 年，更多日本农机企业纷纷推出无人驾驶农机。
如洋马农机公司计划于今年秋季推出一款无人拖拉机，只
要预先在操作平台上输入农场相关信息和行进路线等，无
人拖拉机就可以利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自动行驶和耕作。

井关农机公司也计划于今年发售一款无人驾驶农机，
它对1公顷农田的耕作效率能达到普通农机的1.5倍以上。

日本政府非常重视无人驾驶农机在农业中的作用，积
极制定相关政策加以推广普及，以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维
持和提高农业耕作效率。日本农林水产省还制定了有关无
人驾驶农机的安全性指导方针。

日企推出无人农机
应对农业人口老龄化

据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5 日电（记者周舟） 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研究人员日前开发出一种利用无线电波为人体内植
入装置充电的新技术，有望应用于体内给药、监测身体状况
等领域。

麻省理工学院日前发表新闻公报说，研究人员在动物
实验中使用可安全穿透机体组织的无线电波，在 1 米距离
外给埋在猪皮下 10 厘米的装置充电。如果装置在体表浅
层，最远可在 38 米外无线充电。研究人员说，实验中使用
的原型装置只有米粒大小，甚至还能做得更小，可吞咽或植
入到体内。

麻省理工学院助理教授法德勒·阿迪卜说，植入装置不
用传统电池，有助于开发全新的医疗用途。今年8月，他将
在美国电子计算机协会数据通信专业特别小组会议上报告
这一新技术。

研究人员说，充电时，由于无线电波覆盖区域较大，因
此无须精准定位体内传感器的位置，这意味着可以同时为
多个设备充电。

此外，体内传感器接收能量的同时，还能接受指令信
号，并将收集的信息传回给天线。因此，这套系统可用于体
内给药、监测身体状况等领域。研究人员说，进一步改善这
套无线充电系统后，它还有望用于更多的需要远距离通信
和跟踪的领域。

美国研究人员开发出新技术：

用无线电波
为体内植入装置充电

新华社华盛顿 6 月 5 日电
（记者高攀） 世界银行 5 日发
布最新一期《全球经济展望》报
告，维持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
长预期不变，但警告贸易保护
主义升级给全球经济带来相当
大的下行风险。

报告预计，今明两年全球
经济分别增长 3.1％和 3％，与
世行今年 1 月份的预测一致。
随着发达经济体央行逐步取消
货币刺激政策，世行预计发达
经济体今明两年经济增速分别
放缓至 2.2％和 2％。鉴于大
宗商品出口国复苏趋向成熟和

大宗商品价格在今年上涨后渐
趋平缓，世行预计新兴市场和
发展中经济体今年经济增长加
快至 4.5％，明年进一步升至
4.7％。

由于中国消费增长强劲等
因素，世行预计今年中国经济
增长 6.5％，比 1 月份的预测值
上调 0.1 个百分点。世行预计
明年中国经济增速为6.3％。

报告认为，全球经济增长
仍面临相当大的下行风险，包
括金融市场无序波动的可能性
增加，部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
经济体面对这种动荡的脆弱性

上升；贸易保护主义情绪出现
上升；政策不确定性和地缘政
治风险居高不下。

报告特别强调贸易保护主
义升级的消极影响。报告指
出，一些贸易谈判的结果仍存
在不确定性，同时贸易限制措
施升级的风险已经加剧，美国
宣布的新关税措施已引起主要
贸易伙伴的反制行动。

报告警告，全球关税广泛上
升将会对全球贸易产生重大负
面影响，主要经济体威胁贸易政
策作出重大改变和由此带来的
不确定性，也会给全球金融市场

和投资造成负面影响。其中，美国
政策不确定性对新兴市场和发展
中经济体投资的影响尤为明显，特
别是那些与美国贸易或金融市场
关联度较高的经济体。

报告还说，贸易保护主义上
升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
影响比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更为
严重，其中农业、食品加工等行业
可能最易受到冲击，而非关税壁
垒上升也会导致跨境交易成本上
升。报告强调促进竞争力与保持
贸易开放的重要性，敦促政策制
定者实施有利于提升长期增长前
景的改革。

世行警告：

贸易保护主义升级导致
全球经济下行风险加大

这是6月6日拍摄的新加坡圣淘沙岛。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明斯克 6 月 5 日
电（记者魏忠杰 李佳） 5 日下
午，名为“共同见证：1937 南京
大屠杀”的史实展在白俄罗斯
首都伟大卫国战争历史博物馆
正式开幕，以日记、书信、影像
等形式呈现南京大屠杀这一历
史事实。

展览位于博物馆一层，总
面积约为 150 平方米，分为日

军在南京的暴行、西方媒体早
期报道、人道主义救援、正义审
判维护和平四部分，通过 100
幅历史照片、9 个故事、4 件展
品和 1 部视频资料，用俄英两
种语言讲述南京大屠杀史实。

展览主办方介绍说，本次
展览立足史实，重点通过当年
身处南京的欧美人士的日记、
书信、文件、照片以及影像，原

文呈现第三方档案，展示中外
人士共同见证的南京大屠杀历
史，表达中国人民以史为鉴、维
护和平的心声。

出席开幕式的白俄罗斯前
副总理、前驻华大使托济克表
示，南京大屠杀是二战期间最
可怕的惨案之一，展览有助于
人们了解中国对于二战胜利的
贡献，也将增进两国人民之间

的相互了解。“历史是生活的老
师，人们需要了解历史以创造人
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本次展览由白俄罗斯文化
部、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江苏省
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主办，南京市
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侵华日军南
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白俄
罗斯伟大卫国战争历史博物馆承
办，展览将持续一个月。

南京大屠杀史实展在白俄罗斯开幕

6 月 5 日，在危地马拉埃斯
昆特拉的埃尔罗德奥村，一名
救援人员扛着救援犬去另一处
地点搜救。

危地马拉国家司法鉴定研

究所 5 日说，首都危地马拉城
附近富埃戈火山 3 日喷发导致
的遇难人数已升至 75 人，其中
23 人的身份已经得到确认。
这两个数字比这家机构前一天

发布的统计均增加 6 人。由于
炽热的火山喷发物严重损毁遗
体，许多遇难者的身份需要借
助脱氧核糖核酸（DNA）比对
或其他方式才能确认。

伤员人数接近 50 人，其中大
约半数伤势严重。危地马拉灾害
管理部门主管塞尔西奥·卡瓦尼
亚斯说，192人失踪。

新华社/美联

危地马拉火山喷发 遇难人数升至 75 人

这是6月6日在日本东京拍摄的氢燃料电池小型卡车。
日本丰田公司和 7－11 便利店连锁集团 6 日联合公布

了一项推广新能源技术的合作项目，后者将使用丰田研发
的氢燃料电池小型卡车以及其他一些新能源技术。

据介绍，这款载重3吨的冷藏卡车是丰田专门为7－11
公司研发的，它采用了丰田氢燃料电池汽车“未来”的燃料
电池系统，一次可加氢7千克，续航200千米。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