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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罗斯方面要求“大幅裁
减”美驻俄外交人员后，两国紧张
关系再度升温。显然，普京此举
是对美国会近来强推制裁案的回
应。舆论普遍认为，俄美对抗近
期难以缓和，但也不会出现高强
度的冲突。

新闻事实
俄总统普京 30 日接受俄罗

斯电视台专访时说，美驻俄外交
机构工作人员应裁减 755 人，从
而使俄、美在对方国家的外交机
构人数对等。

目前俄罗斯驻美外交机构人
员数量为 455 人。普京的要求，

意味着美国要撤回多达755名在
俄外交人员。此前，俄方还宣布
了限制美国外交机构使用俄罗斯
物业的措施。

普京说，俄罗斯对美国能采
取的反制措施很多。但他认为，
目前不应追加对美国的其他限制
措施。

深度分析
分析人士认为，普京虽未直

接使用“驱逐”一词，但其实际效
果相当于对美国外交官实施“准
驱逐”，这表达了俄罗斯对当前俄
美关系的失望与愤怒。

中国社科院俄欧亚所俄罗斯

外交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李勇慧
认为，裁减“超员”的美国外交人员，
从外交对等原则上看没有问题，但
俄方选择这时候动作，明显是在表
达对美国新制裁的愤怒，是一次反
击。

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
究所军事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巴秋克
认为，俄此前对特朗普上台后俄美
关系正常化一直抱有一线希望。但
美国的新制裁法案事实上排除了这
种可能性。

第一评论
即使普京一向以强硬示人，但

在俄美关系的处理上，他还是充分

展示了其理性和隐忍的一面。
美国自去年年底开始，便以俄

罗斯干涉美国总统选举为由，推出
了相关制裁措施，俄罗斯一直表现
出理性和忍耐，但面对美国追加新
制裁的步步紧逼，无论是从国内政
治的角度，还是考虑到俄罗斯的国
际形象，普京对于美国追加新制裁
不可能无动于衷。

但普京仍然留有余地。他在
接受专访时明确表示，暂无打算对
美方的消极做法进行“强烈回应”，
并强调俄美两国在重大国际事务
和解决地区问题等方面仍有合作
空间。普京很清楚：一方面，特朗
普对俄政策的决定权有限；另一方
面，对于商人出身的特朗普，需要

给出适当的谈判筹码以换取谈判
契机。

【相关链接】

去年 12 月，时任美国总统奥巴
马以俄涉嫌干预美总统选举为由，
下令驱逐 35 名俄驻美外交人员，并
限制俄外交机构使用美国物业。

今年 6 月，美国参议院批准对
俄单边强化制裁。

7 月 27 日，美国参议院又通过
议案，追加对俄相关个人和实体的
经济制裁。

7 月 28 日，俄外交部要求美方
裁减驻俄外交人员数量，禁止美使
馆使用其位于莫斯科的多处房产。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两国对抗再升温

普京要求美驻俄使团“裁员”755人

7 月 31 日，在日本东京街头，一
条来自冲绳地区的隆头鱼与其他热
带鱼在一个巨大的水缸里，吸引市民
拍照。

该活动是 2017 水族展的一部分，
今年的水族展主题就是介绍日本冲绳
海域的海洋生物。

新华社／法新

据新华社微特稿 印度洋季风带来的强降雨在印度西
部引发严重水灾。印度官员说，截至 7 月 30 日，死亡人数
已升至213人。

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老家古吉拉特邦，截至
26 日官方通报的遇难人数为 127 人。但随着洪水逐渐退
去，救援人员发现了更多尸体，死亡人数急剧攀升。

截至 30 日，救援人员已从低洼地区转移了将近 13 万
受灾民众。莫迪 25 日到古吉拉特邦视察灾情，宣布拨款
50亿卢比（约合5.2亿元人民币）用于赈灾。

拉贾斯坦邦以及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奥里萨邦和西孟
加拉邦也遭受严重水灾。

在阿萨姆邦，洪水迄今造成至少 77 人死亡，数万亩农
田绝收。

印度每年 6 月至 9 月是季风雨季，雷电暴雨天气频发，
洪水及泥石流等灾害经常发生。

印度西部洪灾重
死亡人数超两百

7月31日，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名警察在爆炸现场
警戒。阿富汗首都喀布尔31日发生爆炸和枪战，人员伤亡
情况不明。 新华社发

韩国检方 7 月 31 日宣布，
经过对“总统文在寅之子遭诬
陷案”为期一个月的调查，检方
认定在野党国民之党两名前高
官牵涉其中，涉嫌违反选举法，
将对两人提起诉讼。

本届韩国总统竞选宣传期
间，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文在
寅与国民之党候选人安哲秀一
度上演“两强对决”。距离投票
日还有4天之际，国民之党突然

曝出有关文在寅之子文俊勇的
“猛料”，称文俊勇2006年找工
作时得到了身为高官的父亲帮
助，并公布一段录音作为“证据”。

录音中，一个据称是文俊
勇同学的人说道：“我听到文俊
勇说，‘爸爸说怎么办就怎么
办’。”

检方调查发现，这段录音
系伪造，制作者是国民之党成
员李由美（音译）。据李由美

供认，录音中自称是“文俊勇同
学”的人其实是自己的弟弟。李
由美已于上月被捕，被控违反选
举法。同时，国民之党前高层人
员李俊绪（音译）被指未核验录
音的真实性就予以公开，也遭到
指控。

而在 7 月 31 日的指控中，检
方还认定国民之党另外两名前高
层、竞选委员会成员金成浩（音
译）和金印源（音译）在总统竞选

期间发布不实消息，违反了选举
法相关规定。

根据检方调查，包括国民之
党联合创始人安哲秀在内的党内
高层并未参与此事，也没有授意
炮制录音。

韩国《东亚日报》评论，国民
之党此前就曾曝出“回扣门”事
件，而今再出丑闻，前景恐怕不
妙。如果该党不经历“刮骨疗伤”
式的反省以及近乎“解体”的脱胎
换骨，恐怕难以生存。

面对国民之党的困境，安哲
秀 7 月 13 日打破沉默，首次就此
事公开表态。他表示自己愿承担
相应责任，进行反省和自律。不
过，他没有表示将退出政坛。

新华社专特稿

“幕后黑手”被起诉

文在寅之子遭诬陷

新华社北京7月31日电 天文学家通过一项模拟研究
发现，像银河系这种规模的星系，大约有一半的物质来自邻
近的其他星系。

据英国《新科学家》杂志报道，这项新研究显示，星系
向宇宙空间喷发的带电粒子流——星系风，比人们原先
认为的要强劲得多，能使星系间实现大规模的物质交
换。这一新发现意味着星系风对较大星系的演化有着重
大影响。

星系风来源于恒星死亡时的超新星爆发，或者大质
量恒星发出的粒子流。科学界此前认为，星系风的强度
不足以跨越星系之间的距离。美国西北大学等机构的天
文学家利用星系演化的三维模型，模拟了自宇宙大爆炸
以来星系物质的流动路径，发现星系风速度比原先认为
的要快。

模拟显示，包含 1000 亿颗或更多恒星的星系中，当前
约有一半物质是星系风带来的，最远可能来自 100 万光年
以外；较小星系的外来物质较少。银河系的外来物质可能
来自大麦哲伦星云和小麦哲伦星云，它们与银河系的距离
分别约为16万光年和20万光年。

相关论文发表在新一期英国《皇家天文学会月刊》上。

科普：

银河系约一半物质
来自其他星系

新华社微特稿 过生日时，吹灭生
日蛋糕上的蜡烛似乎是不可少的环节
之一。

可是你知道吗？这么做可能会散
播细菌。美国克莱姆森大学研究人员
通过实验发现，吹生日蛋糕上的蜡烛
会让蛋糕上的细菌增加14倍。

克莱姆森大学的保罗·道森教授
带领一些在校大学生展开一项实验。
他们用圆形泡沫塑料代替真正的生日
蛋糕，在上面铺上一层锡箔纸，然后抹
上糖霜、插上蜡烛。

然后，学生们像寿星一样，鼓起
腮帮子用力吹气，把蜡烛吹熄。为求
真实，道森还让学生们在吹蜡烛前都
吃了比萨饼，以便充分刺激唾液分
泌。

取下锡箔纸上的唾液样本后，研
究人员先用蒸馏水加以稀释，然后放
进培养皿，进行细菌培养。

如果培养出来的细菌数量比原先
锡箔纸上的有明显增加，则表明吹蜡
烛会造成蛋糕表面污染。

结果，尽管不同人吹气造成的“污
染”效果不同，不过平均下来，蛋糕上
的细菌数量在吹过蜡烛后增加了 14
倍。相关报告发表在《食品研究杂志》
上。

不过，道森说，大家不必对此过于
担心。因为“人类口腔中的细菌大多
无害”，即使是因吹蜡烛导致细菌传
播，造成感染的概率也相当低。

美研究发现：

生日吹蜡烛
蛋糕细菌增 14 倍

据新华社悉尼 7 月 31 日电（李倩影）澳大利亚新南威
尔士大学 7 月 31 日发表一份最新研究报告说，澳大利亚
2015 年因吸食冰毒致死的人数较 2009 年增加一倍，其中
近半数死者因吸毒诱发疾病或事故死亡。

新南威尔士大学的澳大利亚药物和酒精研究中心在报
告中说，澳大利亚 2015 年因吸食冰毒死亡的人数为 280
人，是 2009 年的约 2 倍。从 2009 年至 2015 年，全澳与吸
食冰毒相关的死亡人数达1649人，其中78.4％的死者为男
性，43.2％的死者因过量吸食冰毒。其他死亡原因还包括
疾病、自杀和车祸等意外事故，其中因心脏病和自杀而死亡
的人数比例分别为22％和18％。

“必须让公众意识到吸食冰毒与心脏和心血管疾病之
间的联系，否则类似的死亡人数在未来几年可能会显著增
加。”报告作者、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沙恩·达克说。

这一研究报告已刊登在最新一期美国学术期刊《国际
毒瘾杂志》上。

最新研究：

澳因吸食冰毒
死亡人数7年间翻番

据新华社微特稿 加拿大一项新研究显示，即便中风
后短期内没有出现并发症或者中风程度轻也要当心，因为
从长期看仍有相当高再中风和出现并发症风险。

先前不少研究显示，中风后90天内出现并发症的人再度
中风的长期风险高。新研究则发现，这段时间内没有出现并
发症的人或者中风程度较轻的人也需要警惕长期风险。

参与研究的森尼布鲁克健康科学中心神经学专家理查
德·斯沃茨说：“在轻微中风后几年内都需要采取降低风险
策略、提供医疗支持和采取健康生活方式。”

他建议患者在中风后注意控制血压、留意是否有心律
不齐情况、戒烟、适当运动。

斯沃茨建议医生针对中风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
心脏康复计划，对患者的情况追踪保持数年而不只是几个
月。

加拿大一项新研究显示：

中风后“没事”也危险

（上接 A1 版）每天凌晨 4 点，就
要拉着粪车步履匆匆，满满一
车约有 500 公斤，一天起码要
拉七八车。起初几年，曹利平
每天干完活后都会觉得头晕目
眩，有时连饭都吃不下。尤其
到了三伏天，经常熏得眼泪都
流出来。雨天时，因旱厕没有
排水系统，如不及时清理，很容
易外溢。而冬天，遇到下雨下
雪，路滑得根本拉不动车，只能
几个人推着走，等到上桥上坡，
他们只得拿砖头垫着车轱辘一
步一步往上推。“如今工作环境
比原来好了很多，已很知足
了。”他说。

1996 年，凭着吃苦耐劳的
干劲，曹利平从一名临时工转
正成了正式工。就在那年，他
也找到了同为环卫工人的女朋
友，并喜结连理。“她扫马路运
垃圾，同是环卫工，相互间好理
解、好沟通。家庭和和睦睦，觉
得很幸福。”曹利平说。

二
近年来，城市环卫设施有

了较大改善，有条件的旱厕相
继改造成了水冲式厕所，地下
管网齐全的都接入城市污水管

网，而环卫运输设施也由原来
的人力掏粪车改为机械自动吸
粪车，掏粪工下粪坑的几率已
大大减少。

据了解，钟楼区 80 座公厕
中，目前只有 8 座为旱厕，其他
都成了水冲式公厕。“既然干了
这一行，就要把它干好。”曹利
平说，操作吸粪车也是一门技
术活，如何把化粪池里的窖面
清理干净，是有讲究的。遇到
管网堵塞，还要能根据管道走
向，及时判断并进行疏通。

记得 2010 年钟楼艾家场
公厕改造，需要彻底清理化粪
池。可化粪池内窖面又厚又
硬，臭气熏天。曹利平毫不犹
豫戴好面具，系好安全带，带头
跳进粪坑，挥锹大干，用两天半
时间，清理了约20立方米的窖
面层，居民见了都佩服说：“真
不容易，一般人哪能做到这
样！”

2013 年 12 月，会馆浜中
转站门前的污水管网堵塞，造
成污水满溢。经查，是柏油沥
青和石子把下水道堵了。队友
说：“我下去铲吧。”曹利平却一
边熟练地套上雨靴，一边说：

“不用，我个子小，好做事。”他

拿上撬棒与铁锹，钻进下水道，一
锹一锹铲起来，足足铲了 300 多
公斤沥青石子，等下水道畅通了，
他才顾得上擦一下满头大汗。

这样的事，在曹利平身上已
数不胜数。

他告诉记者，遇到这种事，一
般都由他来干。“钻入地下管，最
怕的就是沼气。我有经验，能快
速反应。他们应对突发情况经验
不足，万一有什么闪失，后果不堪
设想。”曹利平说。

三
身为清窖队队长，曹利平不

但带头实干，亲力亲为，还发挥着
一名党员的带头模范作用，教育
队员把奉献摆在第一位。

为了坚守岗位，曹利平已有
好多年没回老家看望现已 80 高
龄的老父亲了，只能在电话里问
寒问暖，并汇点钱回去，表达对老
人的关心和孝心。

在钟楼区环卫处清窖队，连
曹利平在内只有 6 个人。目前最
大的问题是人员不够，而且老龄
化严重。“我今年49岁，是队里最
年轻的，其他 5 位师傅都已经五
六十岁了，正面临断档的尴尬局
面。”他说，现在清窖工越来越不

好招，工资待遇低不说，人家一看
这活，嫌臭嫌苦，最短的干了两
天就不干了，长一点的干了两个
月，能留下来的，都是五六十岁
肯吃苦的。“尽管城市发展很快，
但旱厕在近十年内还不会消失，
总得有人来做这份工作。所以，
我要把肯留下来干这活的人留
住，一方面教会他们弄懂地下管
网的走向，另一方面要教他们掌
握机器设备。”空闲时，曹利平积
极开展“传、帮、带”活动，带动队
员提升操作技能水平，满足区环
卫对化粪池清理技能人才的需
要。

为人和善、真诚服务，随叫随
到、踏实肯干，这是大家对曹利平
的评价。把“垃圾清理”“粪便清
挖”这份工作演绎成一份沉甸甸
的责任，曹利平赢得了“钟楼区十
佳岗位明星”“常州市立功者”“常
州市十佳美容师”“常州市五一劳
动奖章”等荣誉称号。

秋冰 徐蘅 孙静 瞿磊/文
张海韵/摄

7月30日，在德国科隆，救援人员救助被困乘客。德国西部城市科隆一条莱茵河上的缆车线路7月30日发生故障，导致百名乘客滞留在
半空，所幸被困不久便全部获救，无人伤亡。 新华社／路透

寻常美好寻常美好
最美城管人最美城管人

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一名80岁男
性 30 日没穿救生衣在海上疑似漂流
了至少9小时后幸运获救。

日本媒体报道，这名老翁 7 月 29
日傍晚在广岛县吴市仓桥岛海边独自
钓鱼。7 月 30 日大约 6 时，来接他的
船发现他失踪，钓鱼地点留着救生衣
等物品。当地海事部门出动人力搜
救，大约 15 时，搜救直升机在距离钓
鱼地点大约 7 公里的海上发现他在水
中挥手求救。获救时，老翁体力衰弱，
仍有意识。

从失踪至获救，这名老者疑似
在海上漂流至少 9 小时，而且没穿救
生 衣 。 海 事 部 门 正 在 调 查 事 件 详
情。

8旬老翁海上
漂流9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