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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
博尔顿8日与土耳其总统发言人易卜拉
欣·卡林会谈，没有就土耳其不进攻叙利
亚库尔德武装获得土方保证。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
安没有“接见”博尔顿，稍后在议会演讲
中明言土方不可能同意保护美军在叙利
亚的库尔德盟友，土方针对在叙“恐怖组
织”新一轮军事行动的准备“基本”完成。

不见面

博尔顿 8 日没有如美方预期的那样
与埃尔多安会面。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
发言人加勒特·马奎斯说，土方告知美

方，埃尔多安因地方选举和在
议会发表讲话等事务，无法会
晤博尔顿。

博尔顿当天与卡林等土方
高级官员会谈大约两小时，试
图施压土耳其，要求土方不进
攻在叙库尔德武装。美联社报
道，双方就这一议题没有谈拢。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
人马奎斯说，博尔顿与卡林就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以适
当步伐撤离叙利亚东北部的决
定作富有成效的讨论”，同时明
确双方今后的对话议题。

美联社报道，美军参谋长
联席会议主席约瑟夫·邓福德

将继续留在土耳其，与土方军
事官员磋商；美国政府叙利亚
问题特别代表詹姆斯·杰弗里
将从土耳其前往叙利亚，安抚
库尔德盟友。

库尔德武装现在控制超过
四分之一叙利亚国土，包括叙
利亚与土耳其和伊拉克接壤的
北部和东部地区。土耳其把叙
库尔德武装“人民保护部队”视
为土耳其境内库尔德分裂势力
在叙利亚的分支，把它列为“恐
怖组织”；美军则一直经由库尔
德人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与

“人民保护部队”合作，打击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

做准备？

博尔顿与卡林的会谈结束后不
久，埃尔多安在土耳其议会发表演
讲，批评博尔顿有关叙库尔德武装的
言论犯下“严重错误”，让有关美军撤
离叙利亚的讨论进一步复杂化。

埃尔多安明言，土方不可能接受
美方所提从叙利亚撤军的“条件”、即
土耳其必须同意保护美军在叙利亚
的库尔德盟友。“博尔顿犯下一个严
重错误，我们不可能就这一点妥协。”

他说，有关叙库尔德武装“人民
保护部队”打击“伊斯兰国”的说法

是“巨大谎言”。他说，土方针对在
叙“恐怖组织”新一轮军事行动的准
备“基本”完成。

美联社报道，埃尔多安认定美国
政府一些官员正试图阻挠他与特朗
普去年 12 月 14 日通电话时达成的

“清晰约定”。按他的说法，土方在那
次通话中向美方承诺，待美军撤离
后，土方将继续打击“伊斯兰国”。

埃尔多安说，他不久后可能与
特朗普再次通电话。

同一天，叙库尔德武装“人民保
护部队”的政治分支“叙利亚库尔德
民主联盟党”高级官员沙奥斯·哈桑
说，如果土耳其军队进入叙东北部，
他们准备“战斗”。 据新华社电

土美未谈拢叙利亚库尔德武装问题

土耳其酝酿新军事行动

新华社伦敦 1 月 8 日电（记者张
家伟） 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发布的新研
究说，一种特殊材料能通过与伤口周
边组织的互动，激活身体内在修复系
统，从而促进伤口愈合，有望带来更高
效的伤口护理方案。

当前已有不少用于辅助伤口愈合
的医用材料，而科学家希望找到能与身
体周边组织互动的生物材料来加速辅
助多种类型的伤口愈合。帝国理工学
院团队开发了一种名为牵引力激活载
荷（TrAPs）的全新分子，能激活身体的
内在修复系统，促进伤口痊愈。相关成

果已刊登在美国《先进材料》期刊上。
人体受伤后，细胞会像蜘蛛在蛛网

上移动一样“爬过”伤口里的胶原蛋白
“支架”。这种移动会拉动“支架”，“唤
醒”里面隐藏的蛋白质，驱动受伤组织愈
合。研究人员在实验中利用牵引力激活
载荷分子来重现这种自然痊愈方法。

据团队介绍，人体细胞在“爬过”牵
引力激活载荷分子时产生的拉力能使后
者散开，从而更好地与伤口周边相应组
织互动，激活具有愈合功能的蛋白，指挥
痊愈细胞生长并繁殖，最终加速伤口修
复。在实验室测试中，这一新技术展现

了很好的效果。
由于这种载荷分子能与多种伤口周

边组织互动，因此可应用于辅助多种伤
口和受损组织愈合，例如骨折、心脏病造
成的心肌瘢痕和神经损伤等，还有望被
应用于辅助像糖尿病肢端坏疽等当前医
疗干预无法治愈的受损组织愈合。

报告通讯作者、帝国理工学院生物
工程系教授本·阿尔姆奎斯特博士说，从
海洋生物到人类都会利用细胞的活动来
激发伤口愈合的功能，这项新技术正是
模仿这类天然机制，协调伤口中不同种
类的细胞活动来加速组织愈合。

新材料可加速人体伤口愈合

据新华社 1 月 9 日电 英国“脱欧”事务国务大臣马丁·
卡拉南8日说，英国脱离欧洲联盟是一个“不可逆”的进程，
英国将在 3 月 29 日如期“脱欧”。卡拉南同时确认，英国议
会下院下周将投票表决欧盟与英国达成的退出欧盟协议。

“脱欧”协议命运仍存变数，执政党保守党和在野党工
党一些资深议员担忧，一旦协议遭否决，英国3月底可能面
临“无协议脱欧”。路透社 7 日以欧盟人士为来源报道，欧
盟正在考虑如何帮助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赢得议会对“脱
欧”协议的支持。

英高官否认延迟“脱欧”

新西兰峡湾龙虾有限公司北岛负责人艾伦·科斯格罗
夫在奥克兰出口工厂展示一只野生岩龙虾。

新西兰最大龙虾出口商——峡湾龙虾有限公司集团总
经理安德鲁·哈维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2019年
公司将积极开拓中国线上渠道，更直接地面对中国消费者。
龙虾出口是新西兰的支柱产业之一，中国是新西兰最大的龙
虾出口市场。统计数据显示，新西兰对中国的海鲜出口每年
达5亿新西兰元（约合23亿元人民币），其中约3亿新西兰元

（约合13.9亿元人民币）来自龙虾产业。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悉尼 1 月 9 日电（记者陈宇） 澳大利亚联邦
警察局 9 日发布新闻公告确认，日前多国驻澳使领馆收到
可疑包裹，警方正在就此展开调查。

另据澳大利亚媒体 9 日报道，多国驻澳大利亚使领馆
收到可疑包裹，涉及国家包括美国、法国、希腊、巴基斯坦、
意大利、印度、韩国、新西兰和瑞士。

报道说，9 日早晨，巴基斯坦驻墨尔本领馆一位工作人
员打开可疑包裹时发现里面装有石棉，墨尔本城市消防部
门正在协助警察处理此事。此外，阿根廷驻悉尼领馆日前
也收到了3个含石棉和玻璃纤维的可疑包裹。

多国驻澳使领馆
收 到 可 疑 包 裹

据新华社 1 月 9 日电 日本《日经亚
洲评论》杂志9日报道，美国苹果公司智
能手机 iPhone 几个新款机型今年第一
季度产量将减少10％。

《日经亚洲评论》报道，苹果公司去
年 12 月告诉供应商，2019 年第一季度
新款iPhone产量将低于原计划。

报道说，这是苹果两个月内第二次
下调 iPhone 产量目标。产量调整涉及
的机型包括XS Max、XS和XR。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根据修
订后的产量计划，一季度新旧款 iPhone
的整体产量将减少至大约 4000 万部至
4300万部。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 2 日在致
股东的信件中下调2019年第一季度业绩
预期。苹果股票价格次日大幅下跌，致使
美国著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旗下伯克希
尔—哈撒韦公司损失将近40亿美元。

国际数据公司数据显示，2018年第
三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减少
6％，连续四个季度同比下滑。

两个月内第二次下
调新款iPhone产量

苹果一季度
将减产10％

据新华社1月9日电 美国一项最
新研究显示，与母亲用乳房哺乳相比，
用奶瓶喂养的孩子更容易出现左撇子。

华盛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人
员 分 析 了 来 自 5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62129 对母亲和宝宝的调查数据，了
解孩子的喂养方式以及他们的优势
手。研究人员发现，喂养方式是孩子

形成优势手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英国《偏侧性：

身体、大脑和认知的不对称性》杂志上发
表报告说，研究显示，母亲用乳房哺乳持
续6个月以上可将孩子成为左撇子的几
率减少10％至13％。这意味着，对大约
22％的左撇子而言，如果接受乳房哺乳
6 个月以上而不是奶瓶喂养，则会成为

“右撇子”。研究人员认为，大脑左右半
球的分工在孩子9个月大前形成。

英国《每日邮报》8 日援引研究牵头
人菲利普·赫乔尔的话报道：“我们认为，
母亲用乳房哺乳最大化了大脑决定优势
手的过程。”其他可能对形成优势手产生
影响的因素包括母乳的营养成分或宝宝
因接触母亲乳房产生的激素。

奶瓶喂养孩子或更易出左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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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8日，LG公司的巨型曲面屏亮相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
2019年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CES）8日正式开幕，全球各大显示屏生产商携主打产品亮相，给观众带来全新视觉体验。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 1 月 9 日电 韩国大邱
地方法院浦项分支机构 8 日宣判，同
意日本殖民时期遭强征劳工案原告申
请，扣押被告、日本新日铁住金公司在
韩国部分资产。

4 名韩国人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强征他们做苦力的日本新日铁住
金公司索赔，后者一直没有支付赔
偿。韩国大法院、即最高法院2018年
10 月 30 日裁定，维持首尔高等法院
2013 年 7 月所作判决，即认定新日铁
住金曾把上述4名韩国人强掳至日本
做苦力，应当向他们每人赔偿 1 亿韩
元（约合61万元人民币）。

原告律师团去年底向大邱地方法院
提出申请，要求扣押新日铁住金公司与
韩国浦项制铁公司合资企业中前者所占
的部分股份。

新日铁住金公司持有这家合资企业
大约 234 万股股票，市值大约为 110 亿
韩元（6703 万元人民币），律师团要求扣
押其中大约8.1万股股票。

大邱地方法院浦项分支机构一名官
员说，法院正在把相关文件交给这家合
资企业。一旦判决生效，新日铁住金公
司将失去这部分股份的处置权。

另据新华社东京 1 月 9 日电（记者
王可佳 姜俏梅） 日本二战时期强征韩

国劳工案的韩方原告已向韩国法院申请
扣押日方被告企业部分在韩资产，并于
日前获认可。对此，日本政府 9 日要求
韩方与其就《日韩请求权协定》展开对话
磋商。

日本外务省发表声明，称韩国最高
法院针对日本企业的有关判决违反《日
韩请求权协定》相关内容。

日本二战时期强征韩国劳工索赔权
一直是韩日关系中悬而未决的历史问题
之一。日方坚称，通过日韩两国1965年
恢复邦交时签署的《日韩请求权协定》，
韩国劳工的请求权问题已经解决，韩国
民众不能再向日方索赔。

就新日铁住金公司强征韩国劳工一案

韩法院批准扣押日企资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