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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热点热点

内部矛盾重重 峰会蒙上阴影

北约为“70年之痒”烦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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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三水区宏威运输公司遗失粤EU2281重型货

车道路运输许可证（IC卡），编号：440600236662，声明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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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街边巷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遗失发票专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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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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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平面图》4-1修，图号建施Z-01，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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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人 证 件 遗 失 声 明

权威发布
收费标准：标题100元，内容6元/字；个人证件：100元/证
（50字内）。 咨询热线：0756-2611111

遗 失 声 明

“脑死亡”言论凸显矛盾

按照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的说法，伦敦峰会上北约成员国领
导人将就如何让北约更适应世界新
形势等问题做出决定，认可太空为
新的作战领域，更新北约的反恐计
划，并讨论俄罗斯、军备控制等相关
议题。此间舆论预计，峰会还将围
绕网络安全、叙利亚问题等热点议
题展开讨论。

然而法国总统马克龙不久前的
一番言论却给峰会泼了一盆冷水。
他在11月初接受英国媒体专访时
称，北约内部缺乏战略协调，正在经

历“脑死亡”。这番言论直指美国和土
耳其。

北约成立70年来，美国一直在其
集体防御机制中充当“领头羊”。但美
国总统特朗普就任后发表“北约过时”
论，并反复敦促北约其他成员国增加
军费，在伊朗核协议、《中导条约》等问
题上也与欧洲盟友产生分歧。马克龙
指责特朗普是“第一个”与欧洲盟友

“想法格格不入”的美国总统。
土耳其今年10月在叙利亚北部

地区展开地面军事行动，打击库尔德
武装，遭到法国等一些北约成员国反
对。马克龙批评土耳其“在对我们利
益攸关的地区未经协调发动进攻”。

马克龙上述言论不仅遭到土耳其
“回怼”，众多北约成员国和欧盟官员
也发声为北约站台。德国总理默克尔
说，由于“欧洲光靠自己无法自卫”，所
以维护好北约非常关键；虽然土耳其
在北约内有点“另类”，但从地缘政治
角度看，土耳其对北约意义重大，应该
留在北约。

不过马克龙11月28日在巴黎会
见斯托尔滕贝格后对媒体表示他拒绝
为“脑死亡”言论道歉，并称北约需要

“警钟”而他很高兴“警钟”已经敲响。
分析人士认为，马克龙以“脑死

亡”这一刺激性词语形容北约，不论是
否得到其他成员国认同，都凸显了当

前北约内部矛盾重重的现状。

分歧多多弥合不易

在马克龙提到的与美国有关的
问题中，军费支出是近年来威胁北
约团结的一个主要问题。北约成员
国2014年同意，10年内将各自防
务支出增加到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
2%的水平，但德法等不少国家在这
一问题上进展缓慢，引发特朗普不
满。特朗普不断敲打这些国家，要
求削减美国在北约的军费开支，降
低美国承担北约直接预算的比例。

11月中旬，默克尔终于承诺，
德国将在本世纪30年代初把国防
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
2018年的1.4%逐步提升至2%，履
行北约成员国的承诺。不过这一表
态能否使特朗普满意还不得而知。

在此前有关北约军费分摊机制
的谈判中，法国认定自身所做贡献
已超出其在北约应承担的份额，一
直不同意承担更多。

有媒体以熟悉北约运行情况的
外交官为消息源报道，除美国以外
的北约成员国同意分摊更多该组织
运行成本，各方期望在伦敦峰会前
达成一致。不过直到目前尚无各方
已达成一致的确切消息。

关于土耳其问题，有媒体上周

援引来自北约高层人士的消息称，
土耳其拒绝支持北约旨在强化波罗
的海三国以及波兰防御能力的计
划，并试图借机与北约“做交易”，以
换取北约在打击叙北部库尔德武装
问题上的更多支持。

同时，土耳其购买俄罗斯S-
400防空导弹系统也令美国和北约
其他成员国大为不满。它们认为该
系统无法与北约武器系统兼容，并且
可能帮助俄方定位和追踪美国与盟
国的战机，要求土耳其放弃购买。但
土耳其认定其他国家无权干涉此事，
坚持购买S-400，最近还出动F-16
等军机对S-400进行了测试。

此外，如何处理北约与俄罗斯
关系在北约内部也存在较大分歧。
马克龙此前呼吁改善对俄关系，在
伦敦峰会前又强调俄是欧洲国家，
要思考与俄罗斯的对话是否会让欧
洲更加和平。然而舆论认为，北约
目前尚无法与俄就乌克兰问题达成
共识，双方在裁军和军控等问题上
也存在较大分歧。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国际局势
发生深刻变化，北约成员国的利益
差异也逐渐显现，矛盾日益突出，使
这一诞生于冷战时期的军事政治集
团的未来发展充满不确定性。

新华社伦敦12月2日电

北约将于 12月 3日至 4
日在伦敦举行峰会。今年是该
组织成立70周年，根据峰会安
排，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将回顾
该组织成立70年来取得的成
绩，商讨北约如何应对新挑战，
并确定未来发展方向。然而峰
会前夕北约内部多重矛盾凸
显，给此次峰会蒙上阴影。

希腊总理基里亚科斯·米佐塔
基斯12月1日说，就土耳其与利比
亚民族团结政府所签订谅解备忘录
引发争议一事，希腊将寻求北大西
洋公约组织支持该国立场。

米佐塔基斯说，希腊将在即将
举行的北约伦敦峰会期间寻求北约
支持，“一个联盟不能对其中一个成
员国公然违反国际法并意图（伤害）
另一成员国的行为坐视不管”。

希腊和土耳其都是北约成员。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利比亚民

族团结政府总理萨拉杰11月27日签
订一份关于安全和军事合作的谅解备
忘录，就两国在地中海“海事管辖权”
达成一致。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吕
特·恰武什奥卢说，土方寻求“依据国
际法保障我们在地中海东部的权利，
确保对那里的资源拥有公平份额”。

同属地中海国家的希腊、塞浦路

斯和埃及反对土耳其与利比亚达成
的海事协议。希腊上周召见土耳其
和利比亚驻希腊大使，询问协议具
体内容；希腊外长尼科斯·登迪亚斯
说，任何这类协议“无视一件十分明
显的事”，即希腊的克里特岛处于土
耳其与利比亚之间。

登迪亚斯12月1日在埃及首
都开罗与埃及外长萨迈赫·舒凯里
会面，讨论这一议题。

穆阿迈尔·卡扎菲政权2011年
倒台后，利比亚陷入动荡，形成东西
割据局面。哈利法·哈夫塔尔领导
的“国民军”主要控制东部，受到沙
特阿拉伯、埃及和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支持。民族团结政府以及支持它
的武装力量控制首都的黎波里等西
部部分地区。民族团结政府获得国
际社会承认，土耳其和卡塔尔予以
公开支持。 （新华社微特稿)

谴责土耳其利比亚协议 希腊寻求北约支持

新华社德黑兰12月1日电 伊
朗议会议长阿里·拉里贾尼1日在
首都德黑兰表示，伊朗一贯坚持与
美国共同解决美方对伊制裁相关问
题的“政治意愿”。

拉里贾尼当天在德黑兰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说，美伊共同解决相

关问题的大门没有关闭。他敦促美
国放弃对伊朗采取全面制裁的极限
施压政策。“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
方法。”

2018年5月，美国宣布单方面
退出2015年签署的伊朗核问题全
面协议，随后重启并新增了一系列

对伊制裁措施。制裁给伊朗经济造
成了明显的负面影响。作为回应，
伊朗今年5月以来已采取多项措施
中止履行伊核协议部分条款。

上图：12月1日，伊朗议会议长
阿里·拉里贾尼在首都德黑兰出席
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美联

德黑兰发出了意味深长的信号
伊朗议长表示美国应与伊朗共同解决制裁相关问题新华社洛美12月1日电 瓦加

杜古消息：布基纳法索安全部门人
士12月1日晚说，该国东部科蒙加
里省一座基督教堂当天发生袭击事
件，至少10人死亡。

不愿透露姓名的布安全部门人
士说，一伙不明身份的武装分子当
天闯入教堂，对正在参加弥撒的人
群开枪，打死至少10人，其中包括
儿童。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
制造了这起袭击事件。

布基纳法索教堂遭袭
至少10人死亡

喀麦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12
月1日在降落时遭反政府武装火力
击中，所幸没有发生空难。

这架客机从喀麦隆杜阿拉市飞
往巴门达市，着陆期间遭射击。

喀麦隆航空公司在声明中说：
“尽管机身受损，机长凭借他的胆
识，操纵飞机平稳降落。”

没有乘客和机组人员在这次事
件中伤亡。喀麦隆通讯社报道，一
枚子弹击穿客机左侧机翼，继而射
入机舱。

不清楚这架客机的型号以及机
组人员和乘客人数。根据喀麦隆航
空公司网站的信息，这家空运商有
波音767、波音737型喷气式客机
和较小的螺旋桨式客机。

反政府武装一名高层人员向路
透社记者证实射击客机事件，称政府
方面用民航客机运送士兵和武器。
按照他的说法，他曾警告喀麦隆航空
公司，如果不事先通报航班飞行计
划，反政府武装将向客机开火。“如果
我们不能确认（飞机性质），将把全部
飞来的飞机视为安全威胁。”

巴门达位于喀麦隆西部英语
区。喀麦隆曾是德国殖民地，第一
次世界大战后遭到英国和法国瓜
分，上世纪60年代独立后，英法统
治区分别演变为英语区和法语区。

（新华社微特稿）

喀麦隆一客机遭
反政府武装射击

马耳他一名记者遇害案持续发
酵，总理约瑟夫·穆斯卡特12月1
日宣布，“出于形势需要”，明年1月
辞职。

穆斯卡特说，他打算1月12日
辞任执政党工党主席、数天后辞任
总理；工党将选出新领导人出任总
理。他否认与知名女记者达夫妮·
卡鲁阿纳·加利齐亚两年前遭汽车
炸弹袭击案有牵连，称辞职只是“形

势需要”。
穆斯卡特现年45岁，2013年

出任总理，2017年连任。包括加利
齐亚家人在内的数以千计示威者近
期不断施压，要求穆斯卡特下台，指
认他包庇袭击事件相关人员。

法新社报道，加利齐亚从事反
腐败报道，指认总理办公室主任基
斯·斯肯布里、旅游部长康拉德·米
齐和经济部长克里斯蒂安·卡尔多

纳腐败。斯肯布里和米齐11月26
日辞职。斯肯布里同一天遭逮捕，
28日获释，触发他获得包庇的质
疑。警方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遭
指控参与谋杀的马耳他大亨约尔
根·费内克指认斯肯布里是“真正主
谋”。

另外，这一案件的主调查人基
思·阿诺德遭指认与穆斯卡特和斯
肯布里关系密切。（新华社微特稿）

两年前记者遇害案发酵 牵涉政府高官

示威者不断施压 马耳他总理将辞职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 日专电
英国“对话”网站11月26日刊登作
者曼彻斯特大学射电天文学专业
博士生劳拉·妮科尔·德里森的文
章，题为《新一类恒星系统？神秘
无线电信号令天文学家困惑》。文
章称，在利用南非卡罗沙漠中的
MeerKAT射电望远镜观测南天星
座天坛座附近的一块区域约两个
月后，本组科学家团队发现了某种
异常现象。一个观测对象的射电
亮度在大约三周时间里增强了两
倍。文章摘编如下：

在好奇心驱使下，我们继续观
测这个对象，后续还通过其他望远
镜对它进行观测。我们发现，这一
不寻常的闪光来自我们银河系中的
一个双星系统。然而，发表在《皇家
天文学会月刊》上的这一发现很难
解释。

为了理清缘由，我们首先把发
现的光源与一颗恒星的位置匹配起
来，这颗恒星名为“TYC 8332-
2529-1”，距离地球约1800光年。

它是一个庞然大物——质量大
约是太阳的2.5倍。它的亮度以21
天为周期发生变化。

光谱显示，该恒星有一个磁场，
它每隔21天就绕一颗伴星旋转一
圈。但是我们还发现，那颗伴星的
质量可能至少相当于太阳的1.5倍。

已知的含有一颗巨星和一颗类
似太阳的恒星系统可以解释这一发
现：巨星的磁场活动会导致闪光。
然而，我们所观测的恒星系统与此
不相符，因为光谱中没有任何迹象
表明那颗伴星实际上是一颗类似太
阳的恒星。

参与该项目的团队之一——
MeerTRAP 团队的负责人本·斯
塔珀斯说，由于该系统的特性并不
显而易见地与我们目前对双星或
闪光恒星的认知相符，它“可能代
表着一种全新的天体系统”。我们
怀疑，这可能是某种我们从未见过
的奇异系统，其中含有一颗围绕一
颗中子星或一个黑洞旋转的射电
巨星。

英国天文学家发现新恒星系统
神秘无线电信号令人困惑

新华社北京 12月 2日电 人
类免疫系统一直在进化，这能帮
我们更好地抵御某些疾病，但同
时也有一些“副作用”。一项新研
究说，与免疫系统进化相关的一
些脱氧核糖核酸（DNA）片段的变
化，可能会让人更易患某些自身
炎症性疾病。

荷兰奈梅亨大学研究人员在
新一期《免疫学趋势》杂志上发表
论文说，他们调查了遗传学、免疫
学、微生物学和病毒学领域相关数
据，分析了非洲和欧亚地区一些人
群基因组中与感染病原体相关的
DNA在进化过程中如何改变。虽
然这些变化使人不易被某些病原
体感染，但它们可能与克罗恩病、
红斑狼疮等自身炎症性疾病相
关。自身炎症性疾病是由固有免
疫系统缺陷或失调导致的复发性
或持续性炎症疾病。

“这似乎是一种平衡。人类免
疫系统不断进化以抵御疾病，但却
不能阻止疾病的发生。一方面我们
得到了好处，另一方面也对一些新
疾病更为敏感。”论文第一作者、荷
兰奈梅亨大学研究人员豪尔赫·多
明格斯-安德烈斯说。

研究人员举例说，非洲人长期
受疟原虫感染，于是许多人的DNA
在进化后可通过让身体发炎的方式
抵抗疟原虫，但这也导致现代非洲
人晚年更易患动脉粥样硬化等心血
管疾病。再如欧亚地区一些人群携
带来自尼安德特人的DNA，他们抵
抗1型艾滋病病毒和葡萄球菌的能
力更强，但也更容易出现过敏、哮
喘、花粉症等问题。

研究人员表示，下一代基因测
序技术正在蓬勃发展，这将帮助科
学家在更深层次上认识DNA进化
与人体疾病之间的关系。

进化也会带来烦恼：

人类免疫系统进化有“副作用”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 日专电
美媒称，如今人们似乎没有足够
的时间去阅读。有这么多的书籍
和文章，更快阅读的能力可能会
改变生活。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
课程、书籍和应用程序声称它们
能让人读得更快。问题在于，真
正的快速阅读——将阅读速度提
高至少两倍，却不影响理解——
并无科学依据。

“快速阅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据美国趣味科学网站11月30
日报道，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认知
科学家伊丽莎白·肖特说：“快速阅
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她解释说，阅读是一项复杂任
务，需要大脑多个系统之间的协
调。你必须首先看到这个词；检索
其含义和与之相关的任何其他信息
(例如它在句子中的语法作用)；将
这个词与句子的其余部分及其更广
泛的上下文联系起来；然后弄清楚
下一步要看的是什么地方。有时在
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小问题需要你回
去重读。这一切发生得很快：一个
熟练的读者每分钟能阅读大约200
至300个单词。肖特说，在保持准
确性的同时加快这一过程几乎是不
可能的。

肖特说：“科学界始终对快速阅
读持怀疑态度。”她最近就这一主题
写了一篇综述论文。她说：“声称能
帮助人们快速阅读的人通常是为了
赚钱。”

事实上，自伊夫琳·伍德1959
年推出她的“阅读动力学”计划以
来，人们一直在推销阅读课程、书籍
以及现在的应用程序。

伍德的技巧训练人们同时阅读
整个段落，而其他书籍和课程则推
广类似方法，例如按“之”字形浏览
文章。这些方法认为，人们的眼睛
在来回浏览单词时会做无用功；通
过精简人们看的地方，我们就能提
高阅读速度。

调整眼睛运动无助更快阅读

但研究发现，视力灵敏度集中
在视野中相对较小的区域，不可能
同时充分感知和阅读大量文本。识
别单词的能力限制了阅读理解，因
此调整眼睛运动可能无助于人更快
地阅读。人们还需要按顺序读单
词，因此“之”字形可能会削弱而不
是增强阅读。

近年来，许多应用程序都声
称，它们可以让人不用接受任何训
练就能提高阅读速度。这些应用
程序每次只显示一个单词，以特定
速度一个接一个显示。那样的话，
你的眼睛会被迫聚焦在你面前的
单词上。但同样，有时候眼睛必须
返回重读单词，从而充分理解文
章。而且，尽管眼睛只能聚焦于视
野中的一个小区域，但研究发现，
眼睛能提取聚焦单词以外的重要
信息——而如果你每次只能读一
个单词，这就不可能了。

当然，阅读速度相差很大。肖
特说，由于各种因素，有些人恰好阅
读速度更快。他们可能拥有更好的
短期记忆或处理信息更快。但声称
人们可以将阅读速度提高两倍或更
多(例如每分钟阅读1.5万个单词以
上，相当于在不到 6 分钟的时间内
阅读一本大学水平的教科书)的说
法是不可靠的。研究发现，这种快
速阅读者并不能完全掌握内容。肖
特说：“大多数声称快速阅读的人实
际上是在浏览。”

在浏览时，人会搜索特定的单词、
段落和句子。一个好的浏览者能够相
当快地捕捉到文本的主要思想——尤
其是在他们已经熟悉这个主题的情况
下——但他们也会错过细枝末节。

那么，有没有办法成为更快的
阅读者呢？人们或许无法显著提高
速度，但研究指出，只要提高词汇
量、增加阅读量，人们就能读得更
快。好在有很多东西可以读。

研究发现视力灵敏度集中在视野中相对较小的区域

美国科学家称“快速阅读”不靠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