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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7日，
英国首相卡梅伦在走出利兹市政厅
时，突然遭到一名28岁的男子当街猛
推，安保人员迅速将该男子制服。

英国媒体报道，在这次“重大安
全事故”中，卡梅伦已结束在英格兰
北部利兹市的活动，准备乘专车离
开，一名 28岁男子突破马路对面的

安保线，径直冲上前推搡卡梅伦。安
保人员立即上前阻止，并保护卡梅伦
进入专车。警方以这名男子过于接
近卡梅伦而逮捕他，但认定他“没有
作出威胁举动”，在对他展开背景调
查后予以释放。

负责保卫政府高层官员的伦敦警
察厅已被要求进行内部调查，此次事

件被视为“重大安全漏洞”。
一周前，卡梅伦在下议院回答议

员问题时，一名抗议者突然将一个装
有石块的袋子扔向卡梅伦，砸坏一块
保护屏，随即被警方逮捕。这一事件
是英国下议院10年来发生的最严重安
全事故。

徐超（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首相卡梅伦
当街遭袭

伦敦警察厅被要求进行内部调查

撤离阿富汗后仍留下“尾巴”

英美在阿影响依旧
英国的撤军模式和美国的撤军模式

相似，但美军驻留阿富汗的程度更高。
根据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计划，2014年后
美国将在阿富汗留下约9800名士兵；据
阿美草签的《双边安全协议》，美国驻留
军队将拥有阿全境九处基地的使用权，
驻留美军人员还将拥有刑事豁免权以及
必要时的入室搜查权。

英美以上述模式“撤军”，北约其他
一些国家如德国等也加以仿效，试图与

阿单独签订未来的相关协议。可以说，
2014年虽是北约在阿联合驻军的结束
年，也会成为北约主要国家分头摸索在
阿留存模式的开始年。

观察人士认为，美英等国之所以要
在某种程度上保留在阿富汗的军事存
在，主要是考虑到阿富汗的地缘政治地
位，这些国家不想失去在这里的战略影
响力。

当然，阿富汗依然脆弱的安全形势

也是美英等国撤军时考虑因素之一。北
约国家军队在阿富汗驻扎了这么多年，
但塔利班等反政府武装的活动依然猖
獗，它们对西方构成的潜在威胁并没有
被清除。

目前，阿富汗南部战事依旧，塔利班
武装公然与阿富汗政府军对峙，并试图
夺取一些地区的控制权。首都喀布尔和
原本平静的东北部地区也不断发生袭击
事件。阿富汗安全部队所面临的严峻挑

战和其应对能力引人担忧。
在英国正式宣告结束战斗行动的当

日，阿富汗赫尔曼德省警长表示，外国军
队的撤离会给塔利班留下空间，而当地
警察并未完全做好接手准备，“肯定会有
一段特别艰难的日子”。阿富汗总统加
尼27日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阿富汗
军队有信心承担防务，但仍需要装备和
训练。

观察家们认为，其实，在什么时候以

及用何种方式从阿富汗撤军，美英等国的
选择依据都是自身利益的需要。当初，它
们决定在2014年底前撤军，就是想尽早
摆脱阿富汗战争的泥潭。根据美国有关
机构的测算，阿富汗战争的总耗资以万亿
美元计。面对阿富汗战争这个巨大的黑
洞，奥巴马就曾表示：“这不是一个完美的
国家，美国也没义务使其完美”。

记者 陈杉 陈汉琪
（新华社喀布尔10月27日电）

英国驻阿富汗部队26日向阿富汗军队移交了
最后一处军事基地。自此，英军在阿长达13年的
军事行动宣告结束。

根据联合国授权，北约主导的驻阿富汗国际稳
定部队任期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但时至今日，像澳
大利亚、新西兰等彻底从阿富汗撤出全部军事人员
的国家其实不多。此次，英国虽然宣告结束在阿的
军事行动，但仍留下了数百名军事人员用以“训练和
指导”阿富汗士兵，留守的英国特种部队甚至仍可以
在必要时出动。

英国一项研究报告预测，中国
对英国基础设施投资到 2025 年将
达 1050 亿 英 镑（约 合 1690 亿 美
元）。

这一报告出自经济与商业研究中
心和品诚梅森律师事务所。报告写
道，2005年至2013年，中国对英国基
础设施投资已达117亿英镑（188亿
美元），包括泰晤士水务公司的10％
股份。

报告发现，今年上半年，中国对英
投资增长迅速，对包括地产在内的基础
设施投资总额20亿英镑（32亿美元）。

报告认为，鉴于中国需要寻找安
全的海外投资，中国对英投资将迅速
增长。品诚梅森合伙人理查德·劳迪
说，更多中国对英投资将在英国成为

“局面改变者”，“随着今后10年中国

投资滴水成河，我们预期这将成为一
个主要趋势的开端”。

报告预计，在中国所有100多个
海外投资目的国中，英国将仅次于美
国和日本位列第三。

报告说，中国对英投资的最大障
碍是，英国政府金融危机期间冻结或
削减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致使准备充
分的项目数量不足。

卜晓明（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英国一项研究报告预测称

中国对英投资将达千亿英镑

最新调查结果显示，美国民
众对于信用卡和手机信息失窃的
忧虑远高于恐怖袭击和谋杀。知
名调查机构盖洛普公司27日说，
担心信用卡和电脑、智能手机信
息失窃的受访者比例分别为69％
和62％，而担心恐怖袭击和谋杀
犯罪的人仅占 28％和 18％。
27％的受访者自身或一名家庭成
员去年有信用卡信息遭黑客盗窃
遭遇，受害者比例在9种犯罪中
最高；11％的人遭遇过电脑或智
能手机信息失窃。盖洛普公司
说，大型商家客户信用卡信息失
窃案件正损害消费者使用信用卡
的意愿。惠晓霜（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人最怕
哪种犯罪

加拿大多伦多27日选举市长，温
和保守派候选人约翰·托里以相对多
数当选，代替“问题市长”罗布·福特
（见左图）参选的哥哥道格·福特落败。
美联社戏称，以吸毒、醉酒等丑闻扬名
全球的“罗布·福特时代”就此落幕。计
票结果显示，托里获得大约40％的选
票；道格名列第二，得票率为34％。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托里能够获
胜，得益于选民中弥漫“选任何人都
行，除了福特”这种情绪。这名保守党
人获得多伦多所有报纸的公开支持。

道格·福特在败选演讲中向托里
表示祝贺。他稍后承认，弟弟的丑闻
是失利原因之一。

罗布·福特现年45岁，2010年当
选多伦多市长，自去年5月以来因吸毒
等丑闻缠身，成为全球知名的“问题市
长”。

媒体先后曝光他吸食可卡因和
醉酒丑态的视频片段，引来大量“围
观”。他先是否认，后多次为不当言
行公开道歉，但拒不辞职。市议会去
年 11月通过两项史无前例的动议，
剥夺这名市长的一项重要任免权以
及紧急状态处置权。他今年早些时
候宣布寻求连任，却在 5 月请了长
假，前往美国芝加哥接受两个月戒毒
和戒酒治疗。

美联社报道，就在福特赴美治疗

前，媒体曝出罗布·福特连续三个晚上
喝得酩酊大醉，一则视频显示他再次
使用烟管吸毒。9月中旬，他因腹部剧
痛入院检查，宣布放弃竞选连任。几
天后，医生宣布他患上恶性脂肪肉瘤，
道格代替他参选。

尽管不再担任市长，罗布·福特暂
时不会从多伦多政治舞台。罹患癌症
后，他改为参选市议会议员，竞争道
格·福特所留下代表多伦多西部埃托
比科克区的席位。凭借获称“福特国”
的基本盘支持，他在同于27日举行的
选举中以压倒性优势获胜，强烈暗示4
年后会卷土重来，再次竞选市长。

胡若愚（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多伦多送走“问题市长”

非洲开发银行27日发布的研究报
告显示，由于经济增长迅速，超过三分
之一非洲人过去十年步入“中产阶层”。

这家银行把日均购买力在2.2美
元至20美元的人群归为中产阶层。是
否拥有电视机、汽车和冰箱、住房是否
通电、饮用水来源和厕所类型也是衡量
非洲中产阶层的指标。

这一研究项目名为“非洲新兴中产
阶层”，大约20年前在南非约翰内斯堡
启动。这家总部位于突尼斯的银行调
查了37个国家的近80万户家庭，发现
大部分国家过去十年中产阶层的规模
都在扩大。报告显示，至少3.7亿非洲
人属于中产阶层，占非洲大陆11亿人

口的大约34％。
报告说，得益于经济强劲增长，不少

民众脱贫，中产阶层规模扩大、购买力提
升。另一方面，新兴中产阶层也将助推
经济进一步增长。由于黑人获得更多权
利，这一阶层中的黑人数量已经超过白
人。即使在一些最贫穷国家中，中产阶
层人口虽然比例不大，但呈上升趋势。

按区域划分，北非国家至少77％人
口属中产阶层；非洲中部和南部国家分别
有36％和34％的人口属中产阶层；比例
最低的为非洲东部国家，大约是25％。

报告预计，2060年前，非洲中产阶
层比例将上升至42％。

安晓萌（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非洲非洲““中产阶层中产阶层””超三成超三成

美国消费者团体专业杂志
《消费者报道》月刊27日公布美
国市场新车质量调查年度报告，
日本丰田汽车名列榜首，同一公
司旗下的豪华车品牌凌志居第二
位，马自达第三，其后分别是本
田、奥迪、别克、斯巴鲁、赛恩、保
时捷和起亚。菲亚特获评最差品
牌，旗下的“菲亚特500L”是调查
对象心目中的“最不靠谱车型”。
今年的报告根据110万名消费者
的反馈意见，评估了28个品牌的
265款车型。报告已经成为美国
消费者购买汽车时的重要参考之
一。 黄敏（新华社微特稿）

汽车买啥牌
看看这报告

阿里巴巴集团执行董事长马云27日说，有意
在金融支付领域与美国苹果公司合作。

马云当天在美国《华尔街日报》主办的WS-
JD Live全球技术大会发表上述言论。他说，

“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做些事情”，但提醒双方的合
作应是你情我愿的“婚姻”。

当天晚些时候，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同
样在这场大会上说，他本周将于马云会面，讨论合
作的可能性。他说，阿里巴巴集中了苹果想要合
作企业的所有特点。不过，他并未具体说明，苹果
是否要在支付领域与阿里巴巴合作。

阿里巴巴自身已是支付巨头。马云在会上
说，阿里巴巴旗下支付宝有3亿活跃用户。苹果
本月启动移动支付功能Apple Pay，帮助新款苹
果手机用户在商店或使用移动应用完成支付。

与此同时，马云说，在加利福尼亚州逗留期
间，将在电影行业寻求合作，“中国将成为世界最
大电影市场”。 卜晓明（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马云希望与苹果
“你情我愿”

美国一项研究表明，可可中富含的黄烷醇可
助老年人恢复因年纪增长而变差的记忆力。哥伦
比亚大学教授斯科特·A·斯莫尔开展的这项研究
让37名50至69岁的人每天喝特制可可饮料，连
续喝3个月。他们中一部分喝的是黄烷醇含量高
的可可饮料，另一部分喝的是基本去除了这一成
分的可可饮料。3个月后的认知测试表明，前一
组老人记忆力改善，后一组没有明显变化。对他
们的脑部扫描显示，前一组老人大脑中名为齿状
回的部位血流状态有所改善。研究人员认为，正
是因为黄烷醇能改善齿状回的血流状态才有助于
提升老年人的记忆。那按照这项研究，老人们今
后多吃巧克力记性就能变好？没那么简单。原因
是大部分制造巧克力的方法都会导致黄烷醇严重
流失。研究所用特制可可饮料每杯含900毫克黄
烷醇，而一块巧克力通常只含40毫克黄烷醇。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可可成分
改善老年人记忆

所谓“风水轮流转”。在巴黎、米兰、伦敦、纽
约等地的新款鞋发布会上，模特们穿着融入各种
时尚元素的女式厚底鞋，即松糕鞋走在伸展台
上。美国“鞋类”网站说，可以预见，曾经风靡一时
的厚底鞋将成为2015年春季大热单品。不过，想
挑战厚底鞋的姑娘们一定要注意，穿这种鞋容易
摔跤，足底易疲劳，长时间穿着脚骨易变形。另
外，开车时请不要穿厚底鞋。

乔颖（新华社微特稿）

厚底鞋明春卷土重来

让墙像皮肤一样“呼吸散热”？别以为这是天
方夜谭。西班牙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高级建筑
学院”的建筑师团队设计出一种“出汗墙”，建材陶
瓷层中所含的水凝胶颗粒能在周围空气升温时吸
收水分，然后“出汗”。水分蒸发就会降低建筑物
内部的温度，最高可降温5－6摄氏度，从而起到
空调的作用。之所以选择水凝胶颗粒，是因为它
吸水后体积能膨胀为原来的500倍。依照设计师
们的说法，这属于“嵌入式智能”，能让建筑物的能
源消耗减少28％。不过，为让建筑物内的温度让
人体感觉舒适，最佳方案恐怕还是“出汗墙”加空
调。 乔颖（新华社微特稿）

“出汗墙”能降温

新华社华盛顿10月28日电（记者林小春）
美国埃默里大学医院28日说，美国本土感染埃
博拉的第二名护士安伯·文森，在该医院治疗两
周后当天将出院。至此，除一名利比里亚来美
探亲的患者死亡和上周新确诊的一名患者，在
美国医院接受治疗的7名埃博拉患者已全部康
复出院。

埃默里大学医院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很高兴
地宣布，于10月15日抵达埃默里大学医院的安伯·文
森，将于今日出院。她体内已经没有埃博拉病毒。”

文森是美国得克萨斯长老会医院的护士，与
同事尼娜·范护理来自利比里亚的邓肯的过程中
一起感染了埃博拉病毒，尼娜已于上周治愈出院。

感染埃博拉

美第2名护士治愈出院

新华社里约热内卢 10月 28日电（记者赵
焱）据巴西《圣保罗报》网站28日报道，一辆满载
学生的大客车当地时间27日深夜在圣保罗州公
路上发生事故，目前已有11人遇难，另有24人
受伤。

事故发生地附近的博尔博雷马市政府当天确
认，遭遇事故的是该市一所公立学校的师生，遇难
者中包括3名教师、1名校方领导和7名14岁至
16岁的学生。

当地消防部门说，事故发生时，该校师生正乘
坐3辆大客车从圣保罗市郊游后返回。27日夜
23时30分左右，对面车道一辆小货车突然失去
控制，冲向车队，与行驶在最后的一辆客车发生碰
撞。客车油箱遭撞击，随即引发大火。

目前伤者已被分别送往附近的医院，其中3
人伤势严重。事故发生路段在28日上午依然被
封锁，何时能够恢复交通尚不清楚。

巴西发生重大车祸
11名师生遇难 24人受伤

安保人员迅速将袭击男子制服。

非洲中产阶级家庭。

图为英美驻军撤离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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