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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德国东部德雷布考的卡

泽尔!一名年轻的索布青年被鲜花包裹"

在这个名为#约翰的马背骑行$传统

活动上! 索布族少女挑选一名索布族年

轻小伙子! 并将采集的新鲜矢车菊和水

百合装饰在他身上% 被鲜花簇拥的小伙

子骑上快马来到一片开阔空地!在这里!

大家争抢他身上象征幸运的鲜花" 卡泽

尔是德国东部唯一一个仍保留此传统活

动的索布人聚居地" 新华社/法新

马背上的鲜花少年

美国渐兴“数码排毒”
接地气露营让“网虫”暂脱离网络，每人收费570美元

据新华社6月23日电 刷
刷微信，刷刷微博，刷刷淘宝，周
末似乎就过去了，感觉很混沌。
是不是想过几天不插电的生
活？美国旧金山郊外有一个“数
码排毒”夏令营，营员入营的第
一件事就是上交电子设备。

夏令营名叫“接地气露
营”，今年已是第二个年头。营
地的宗旨是让“脸谱”、推特等
社交网站的“骨灰粉”短暂脱离
网络，进行“数码排毒”。

夏令营规定不准谈工作、
不准饮酒、不准说出姓氏和年
龄，最重要的是，不准使用手
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或智
能手表。

营地准备了篝火晚会、音
乐会、游戏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还提供“数码排毒”小贴士：如
果想拍照或分享图片，请画下
来；如果想发微博分享心得，不
妨跟身边的人聊聊；如果想发
短信，换成小纸条吧……

“接地气露营”创办者之一利
维·费利克斯告诉路透社记者，报名
参加的营员年龄跨度很大，从刚毕
业的大学生一直到退休人群都有，
还有不少“脸谱”、谷歌和微软公司
的员工来体验不一样的生活。

去年，“接地气露营”仅开办
了一期，也就是一个周末。鉴于市
场反响良好，今年将举办三期，每
期招收数百名营员。但为期4天
的数码排毒费用可不便宜，食宿
加上活动，每人570美元。

“脸谱”设计师康妮·扬刚参
加了一期“接地气露营”。她说，
“我不记得什么时候能整整4天
不查看消息”，这样的体验“非常
有效”，如今她刷手机没那么频繁
了。她还想把这次的感受融入“脸
谱”的产品设计中，帮助人们减少
上社交网站的时间。

数码潮流政策分析师布赖
恩·索利斯说，像“接地气露营”这
类提供“数码排毒”体验的场所将
变得更为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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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紧急援助13.3吨物资
塞尔维亚遭严重洪涝灾害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 应塞尔维亚国防部请求，中
国国防部日前决定向塞提供后勤通用物资、防疫和医疗器
材等13.3吨紧急军事物资援助，用于塞军抗洪救灾。解放
军相关部门迅速组织生产调拨，现有关物资已筹措完毕，将
分四批运往塞尔维亚。其中首批物资已启运。

今年5月中旬以来，塞尔维亚遭受严重洪涝灾害，造
成人员伤亡及重大财产损失。此次洪涝灾害的规模百年一
遇，塞军队在参与抗洪抢险和灾后重建中遇到较大困难。

各国应达成七点共识
中国呼吁互联网全球共治：

据新华社伦敦6月23日电 &记者刘石磊' 国际互联
网名称和编号分配公司（ICANN）第50次大会23日在伦
敦举行，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在大会开幕
式上发表主旨演讲，呼吁国际网络空间治理形成七点共识，
推动互联网治理迈向全球共治时代。

这是ICANN成立16年来首次邀请非主办国官员在
开幕式上作主旨演讲，也是中国部长级官员首次在全球互
联网治理核心机构大会上发表主旨演讲。

鲁炜在演讲中指出，基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网络”这
样的共同愿望，各国应求同存异、增进理解，达成以下七点
共识：一是互联网应该造福全人类，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
而不是危害；二是互联网应该给各国带来和平与安全，而不
能成为一个国家攻击他国的“利器”；三是互联网应该更多
服务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为他们更需要互联网带来的
机遇；四是互联网应该注重保护公民合法权益，而不能成为
违法犯罪活动的温床，更不能成为实施恐怖主义活动的工
具；五是互联网应该文明诚信，而不能充斥谣言和欺诈；六
是互联网应该传递正能量，继承和弘扬人类优秀文化；七是
互联网应该有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因为这关系到人类
的未来。

7万美国人端“中国饭碗”
去年，中国企业对美投资达到140亿美元

威尔科克斯县是美国亚拉巴马
州失业率最高的地方。倒闭的纺织
厂、家具厂扔下的不仅是空荡荡的
厂房，更抛出一大批寻找工作的绝
望失业者。

上月，失业者迎来了来自1.2
万公里以外地区的新老板，他们来
自中国河南省。

河南的金龙精密铜管集团在威
尔科克斯县开了座工厂，生产空调
用铜管，用工300多人。300人虽
然不算多，但对于威尔科克斯县这
个素以“就业机会比湖泊、松林、野
火鸡、野猪还少”的地方而言，已经
是个不错的馅饼了。

“时薪15美元的活儿已经十
分罕见了。”附近一个县的官员多
蒂·加斯东说。

饭碗有多少
端着中国饭碗的美国人到底

有多少？
美国罗迪厄姆咨询集团的数

据显示，去年，中国企业对美投资
达到历史性的140亿美元，合计
雇佣7万美国人。而仅仅在 10
年前，美国本土端中国企业饭碗
的美国人几乎为零。

美联社描述，近些年，大批中
国企业跨越大洋，到美国投资办
厂，于是便出现美国市长和经济
开发官员们列队欢迎中国老板的
场景。尤其是美国南部一些州，以
廉价劳动力和低廉用地费为招

牌，在欢迎中国企业的潮流中显
得格外积极。

以威尔科克斯县的这家工厂
为例，当中国老板下飞机时，美国
市长揣着税收优惠政策、端着当
地的香蕉布丁早已等候在机场。

今年3月，在亚拉巴马州多
森，当地官员举办了一场为期两
天的美中制造业研讨会，吸引了
数十家潜在的中国投资商。会场
人员身穿T恤，上面写着汉语拼
音“你好”，欢迎中国投资人。一些
中国企业的代表在会场闲逛，一
边拍着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跑
车，一边寻找可投资的项目。

甚至在研讨会前，就有一家
企业签订了合作意向，宣布将在
多森搞3D打印。

遍地在开花
美联社23日一篇题为《你

好！美国乡村求爱中国企业》的评
论中说，亚拉巴马州发生的一切，
事实上在全美都在上演。

在俄亥俄州，中国福耀玻璃
工业集团2008年买下通用汽车
无力经营的一家工厂，创造就业
岗位800个。

在南卡罗来纳，中国棉纺企
业科尔集团正在投资 2.18亿美
元建厂，拉动当地就业至少500
个岗位。

在得克萨斯州，天津钢管集
团有限公司投资10亿美元生产

油气输送管道。
美联社说，过去，中国生产，美国消

费，致使美国对华商品贸易赤字去年达
到3180亿美元。在过去30年间，大批
美国企业把工厂搬到中国，去中国生产。
但这一局面正在改变。美国波士顿咨

询公司分析，原因之一是近些年中国劳动
力成本大幅上升，在过去十年上升187%，
而美国劳动力成本同期只上升了27%，两
者之间的成本差距大大缩小。而与此同
时，中国的工业用电成本上升66%，是美
国的两倍多。再加上汇率等因素，致使一
些中国企业决定去美国“节约成本”。

成本还不是唯一考虑因素。随着中
国产品的技术含量不断增加，一些企业
也在密切寻找美国顾客，在美国生产，在
美国销售，寻找新的收益模式。

据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穆沙拉夫出境裁决被否决
新华社伊斯兰堡6月23日电 &记者陈鹏' 巴基斯坦

最高法院23日否决了信德省高等法院此前作出的解除前
总统穆沙拉夫出境限制的裁决。

由于穆沙拉夫受到叛国罪等多项指控，巴基斯坦内政
部此前将他列入“出境限制名单”。穆沙拉夫今年4月21
日向信德省高等法院申请将其移出名单，以便赴国外就医
并看望在阿联酋治病的母亲。信德省高等法院本月12日
决定将穆沙拉夫从“出境限制名单”中移出。

巴基斯坦政府本月14日向巴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反
对信德省高等法院的裁决，并表示穆沙拉夫一旦离境很可
能不会回国受审。巴最高法院23日的判决使穆沙拉夫出
境的希望暂时破灭。

巴基斯坦审理穆沙拉夫一案的特别法庭指控其涉嫌叛
国。如果罪名成立，他可能面临死刑或无期徒刑。

暴露淡化侵略罪行企图
日方调查“河野谈话”

新华社北京6月23日电&记者梁淋淋 王慧慧' 外交
部发言人华春莹23日表示，日方对“河野谈话”进行所谓
调查，进一步暴露其不愿正视历史、企图淡化侵略罪行的真
实意图。

当天例行记者会上，有人问，据报道，日前日本政府公
布“河野谈话”调查报告，调查小组负责人称，当年听取“慰
安妇”证词是为表达同情心，不是为核实史实，日韩曾就“谈
话”措辞进行协调。韩国批评日方调查结果掩盖事实，严重
损害“河野谈话”精神。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
对亚洲等受害国人民犯下的严重反人道罪行，铁证如山。日
方所谓调查进一步暴露其不愿正视历史、企图淡化侵略罪
行的真实意图。
“我们敦促日方切实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负责

任态度信守‘河野谈话’等对国际社会作出的表态和承诺，
以实际行动妥善处理包括‘慰安妇’问题在内的有关历史遗
留问题。”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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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西班牙布尔戈斯附近的一个村庄!一名男子装扮成魔鬼的样子跨过躺在垫子上的婴儿%

一年一度的#跨婴儿节$是西班牙传统节日!起源可追溯到
#!"$

年%成年男子装扮成魔鬼的样子!在

新生婴儿父母的同意下!从新生婴儿身上跳过去!目的是扫除婴儿的噩运% 新华社/法新

位于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的友谊港是仅次于坦

赞铁路的中国援建非洲的第二大项目! 目前正在进行
%

(

&

泊位扩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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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位于毛西部广阔的沙漠地

带!仅隔一条狭窄的沿海沙丘与大西洋相望!来自撒哈拉沙

漠的热风与大西洋的海风在此交汇! 使这座四季干旱的城

市在不同的城区#冷热不均$%热风沙暴与凉爽海风交替!呈

现#半城水!半城沙$的城市风貌%自
#'&(

年被定为首都后!

努瓦克肖特从仅
"$$

人的渔村发展为容纳全国四分之一人

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基础设施建设日益完善!目前正

在进行的港口和高速公路扩建使其逐渐成长为西北非地区

重要交通枢纽% 新华社发

毛里塔尼亚友谊港
中国援非第二大项目：

西班牙
跨婴儿节

钻取100万年
历史冰芯

日拟在南极新建科考基地

新华社东京 6月 23日电 日本正
计划在南极内陆新建一个科考基地，其
主要目的是钻取约有 100万年历史的
冰芯，用于研究地球气候历史。

据日本《每日新闻》网站23日报道，
约有100万年历史的冰芯被认为存在于
南极冰盖下约3000米深处，接近南极大
陆岩石。目前日本在南极运营的科考基地
有“昭和”基地和“富士圆顶”基地。日本研
究人员认为，“富士圆顶”基地以南数十公
里处是适合钻取冰芯的新基地候选地。

按计划，新基地将于2025年前建
成，届时将有10人常驻，主要进行冰芯
钻取作业。

迄今人类钻取的最古老冰芯约有
80万年历史。日本曾于2006年在位于
南极内陆的“富士圆顶”基地钻取到约有
72万年历史的冰芯。

南极冰盖被极地学家称为“地球环
境的时间胶囊”，在漫长的岁月中，有大
量气泡和杂质被封冻在南极冰层中。通
过钻取南极冰芯加以分析研究，科学家
能够获取几十万年来气候变化的相关信
息。这对了解地球历史、预测全球气候及
环境演变具有重要作用。

津大象“努祖”
自认为是野牛
据新华社6月23日电 西方有句谚

语说，大象永远不会忘记。可是津巴布韦
的一头母象似乎忘了自己的大象身份，
以为自己是野牛，与野牛结伴闲逛游戏，
并保护它们免受欺负。

这头大象名叫“努祖”，现年46岁。
自上个世纪 70年代它的父母遭猎杀
后，“努祖”就入住津巴布韦“伊米尔黑犀
牛和野生动物保护区”。当时，保护区内
体型较大的动物只有一群野牛，保护区
创建者诺曼·特拉弗斯就让“努祖”和一
头公象与牛群共同生活。

当公象去世时，“努祖”已经习惯于
混迹在野牛群中。即便后来保护区内有
了象群，它也不愿意归队，宁愿担当牛群
统领，担负起保护者的角色。有一次，一
头小公牛遇袭受伤，“努祖”亦步亦趋，护
着小牛进入安全地带，免受再次袭击。

英国《每日邮报》22日援引保护区所
有者朱迪·特拉弗斯的话报道：“‘努祖’是
整个保护区的‘女王’，但它喜欢和野牛们
一起消磨时光。我们曾经多次尝试让它融
入保护区内的象群，但它很满足于现状。”
“努祖”和野牛群建立起一套沟通方

式，相互之间默契十足，但它从不回应保
护区内的象群，也许已经听不懂“象语”。

布朗力劝苏格兰拒绝独立
戈登·布朗，一度名列英国

半个世纪以来最不受欢迎的首
相，但这名苏格兰人在家乡的
影响力鲜有匹敌者。

如今，距离苏格兰独立公
投不足百日，通常在镜头前木
讷、笨拙的布朗马不停蹄、费尽
唇舌，要把苏格兰留在英国，尽
管不受英格兰人欢迎，但也要
为“在一起”拼一次。

苏格兰定于9月18日举
行公投，决定是否结束与英格
兰长达300年的联合、独立出
英国。布朗等越来越多的英国
政客担心，英国保不齐会梦游
般走向分裂。

“在一起更好”
尽管民调显示，现在投票，

苏格兰还不大可能独立，但可
以看出，促统派的领先优势正
在缩小。促统的“在一起更好”

运动领袖、前财政大臣阿利斯
泰尔·达林曾预测，最终投票结
果将非常接近。

留在英国，苏格兰能够共
享英国作为八国集团成员之
一、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
事国之一的权势。
“在一起更好”运动得到英

国3大政党保守党、工党、自由
民主党支持，其宣传最近从警告
分裂风险转为煽情呼吁团结。

但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
承认，他的英格兰人背景和中
右政策很难说服苏格兰人。

因此，促统重担主要落在
工党肩上，布朗是工党前领袖，
也是苏格兰人。尽管他 2010
年在议会选举中领导工党遭遇
惨败，但工党拿下英国议会中
苏格兰人议席的最多数，成为
抗衡主张脱离英国的苏格兰民
族党的唯一政党。

工党战略师说，苏格兰尚
未决定倾向的选民中，多数为

工党支持者。

我的苏格兰
布朗在他的《我的苏格兰，我

们的英国：值得分享的未来》论述
中说：“作为一名爱国的苏格兰
人，当我们被要求做出一个将影
响后代无法撤销的决定，我无法
选择逃避辩论和抉择，因为这个
抉择将影响我所爱的孩子、尊敬
并代表的人们以及所有人。”

布朗出身牧师家庭，16岁时
因一场橄榄球赛意外而丧失左眼
视力，同年进入苏格兰爱丁堡大
学学习历史，他的经济学博士学
位也在这所大学取得，论文题目
为《工党在驱动苏格兰政治变革
中的作用》。

自1983年起，布朗作为一
名苏格兰选区代表，当选英国议
会下院议员。当时，他与另一名工
党议员共用一间办公室，即后来

成为英国首相的托尼·布莱尔。
从这间办公室走出的两名议

员，成为主导英国政治的重要搭
档，布莱尔先当首相，布朗在其麾
下当了10年财政大臣，最终如
愿从布莱尔手中接过首相职位。

但布朗任职期间，英国遭遇
金融危机，工党也在选举中葬送
10多年的执政党地位。

卸任之后，布朗一度沉寂，但在
独立公投临近，他却打破沉默，启动
卸任后最为活跃的政治突击———竭
力劝说苏格兰保留在英国。

布朗最近在宣传中强调拒绝
独立是为社会公正，而独立无益
社会公正。对此，苏格兰民族党副
领袖尼古拉·斯特金则批驳说，布
朗为何没在任财相和首相时贯彻
他的理念。

“人们在问英国是什么和英
国为了什么。”布朗说。对这个问
题，他准备在公决前的一个星期
向公众作出诠释。

据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