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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8日证实，朝鲜已释放所
扣押的最后两名美国人——裴俊浩和
马修·米勒。媒体披露，这两名美国人
顺利获释要归功于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詹姆斯·克拉珀亲赴朝鲜斡旋。

带奥巴马信件赴朝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珍·普萨基说，
克拉珀代表美国政府与朝方讨论了释
放两名美国人的问题。她对朝方的举
动表示欢迎，同时重申国务院“强烈建
议”美国公民不要前往朝鲜。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透露，克拉
珀随身携带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一封简
短信件，这意味着他是作为奥巴马的私
人代表赴朝捞人的。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
心高级研究员维克托·车说，克拉珀是
10多年来访问朝鲜的美国最高级别官
员，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于2000年
访问朝鲜。车认为，克拉珀赴朝满足了
朝方希望美国派高官斡旋的要求。

一些媒体认为，美国此次派克拉珀
赴朝斡旋“令人惊讶”。美国国家情报总
监设立于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
主要负责监管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他15
家情报机构。美国官员说，这是国家情
报总监首次参与类似高调的外交事务。

与奥巴马亚洲之行无关

目前，美国官员没有就两名美国人获
释提供更多细节，比如克拉珀是否与朝鲜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或其他官员举行会
谈。但他们表示，两名美国人获释的时机
与奥巴马即将开始的亚洲之行没有关系。

裴俊浩和米勒已分别遭朝鲜扣押
两年和7个月。朝鲜最高法院以“从事
反朝敌对活动”和“间谍罪”罪名分别判
处他们15年和6年劳动教养。

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日晚9时，裴
俊浩和米勒搭乘一架波音C－40运输机
抵达美国华盛顿州塔科马附近的刘易
斯－麦科德联合基地。在停机坪上，他
们与赶来等候的家人团聚，拥抱在一起。

美对朝政策未变

美国总统奥巴马8日发表声明，欢
迎两名美国人质获释，并赞扬克拉珀在
其中发挥的作用。他说：“对于他们和
他们的家人来说，这是美好的一天。显
然，我们对于他们平安归来感到高兴
……我感谢总监（克拉珀）出色地完成
了这项充满挑战的任务。”

但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对媒体说，
两名美国人获释并不代表着美国对朝

鲜政策发生转变。
这名官员表示，朝鲜必须兑现在朝

核问题上的承诺，并采取措施改善人
权，才能改善与国际社会的关系，结束
孤立状态。

金正恩下达释放令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
朝鲜政府就释放这两名美国人发表一
份声明，称朝方收到了奥巴马的“真诚
道歉”，这两名美国人也“对他们的罪行

真心悔过，并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
声明说，朝鲜国防委员会第一委员长、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下达了释放命令。
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苏密·特里认

为，朝鲜此次释放最后两名美国人可能
意在缓解本国在人权问题上面临的压
力。这一观点也得到美国传统基金会
研究员布鲁斯·克林纳的认同。

本月4日，朝鲜外务省发言人表示，
鉴于美国以“人权问题”刁难朝鲜，朝鲜
不会与美国举行人权对话和有关核问
题的对话。 张伟（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美国家情报总监首次出马“捞人”

朝鲜释放最后两名美国人

据新华社联合国11月8日电（记
者倪红梅 顾震球）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8日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欢迎朝鲜当
天释放其扣押的两名美国人，希望这一
促进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的积极势头能
够持续下去。

声明说，潘基文赞赏朝鲜继上月释
放美国人杰弗里·福尔后，当天又释放了
另两名美国人裴俊浩和马修·米勒。潘
基文对这两人正在安全返回家中感到欣
慰，并赞赏国际伙伴对帮助确保他们安
全获释所作的工作。

潘基文表示，希望这一为促进朝鲜
半岛和平与安全而改善有关方面关系的
积极势头能够持续下去。

潘基文
发声明欢迎

马修·米勒坐在平壤朝鲜最高法院的法庭证人席上。 新华社/路透

当前，全球目光正聚焦西非国家埃
博拉疫情，但世界卫生组织近日警告
说，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地区需要防范
登革热疫情。

病例50年间增加30倍

法新社9日援引世卫组织东南亚
办公室成员艾哈迈德·贾姆希德·穆
罕默德的话报道，“从疫情暴发数量
和严重程度来看，登革热已经成为全
球现象，感染病例在过去50年间增加
了30倍”。

登革热是一种由蚊子传播的急
性病毒性传染病，其典型症状是发
烧、头痛和关节痛等。登革热分为普
通登革热和出血性登革热，后者死亡
率较高。

登革热尚无疫苗和特效药可治。
贾姆希德·穆罕默德警告：“短期内这种
疾病无法被消灭。”

法新社援引世卫组织的统计数字
报道，今年以来，在西非蔓延的埃博拉
疫情已致使 1.3 万人感染，将近 5000
人死亡；而登革热每年致死大约 2万
人，全球40％的人口生活在登革热易
感地区。

多国现疫情

法新社报道，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
坡，市民如今最熟悉的声音就是无人机
喷洒杀虫剂的声音。这座城市及其周
边地区现在是登革热疫情中心地带，一
些医院人满为患，登革热成为当地首要
公共健康问题。为应对疫情，市民们经
常交流防病“土方”，包括喝蟹汤、椰汁
和木瓜叶汁。

今年前10个月，马来西亚登革热确
诊病例增至8.5万例，是去年同期三倍，
死亡人数也增至大约150人。

8月至9月，日本经历了二战后首
轮登革热疫情，大约160人染病。鉴于
患者之前都曾到过东京代代木公园或
周边地区，这座公园被迫关门两个月，
最近才开放。

巴西卫生部本月4日说，进入夏季
以来，这个拉美国家的登革热疫情发展
堪忧，全国有近120座城市可能会暴发
疫情。1月至10月，全国共发现登革热
病例55.63万例，其中379人死亡。

登革热疫情也引发了中国、印度尼
西亚、印度等国的卫生部门关注。

全球变暖是主因

登革热的主要传播媒介是埃及伊
蚊。

法新社报道，登革热疫情容易发生
在湿热地带，科学家认为，全球气候变
暖是促使最近几年登革热疫情蔓延加
速的主要原因。

贾姆希德·穆罕默德说：“气候变
化还可能影响疫情传播，当温度升高
时，传病的蚊子繁殖得更快且叮人频
率更高。”

杜鹃（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世卫组织发出警告

亚洲和拉美需
防范登革热疫情

英国警方逮捕4名涉恐嫌疑人，他
们据信图谋刺杀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英国王室消息人士称，女王不会改变原
定11日出席“阵亡将士纪念日”活动的

计划。
英国《太阳报》8日援引消息人士

的话说：“不论安全评估结果如何，女王
都不会推卸责任和职责，今年的‘阵亡
将士纪念日’仍将和以往一样。”

每年11月11日为英国“阵亡将士
纪念日”，以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
将士。按惯例，女王会前往白厅纪念
碑，献花致意。首相戴维·卡梅伦、内阁
大臣等政界人士也将出席。

英国警方在加拿大议会枪击事件
后已经提升安保级别。上月22日，一
名枪手在加拿大渥太华国家战争纪念
碑处枪杀一名值勤士兵，随后逃进附近
议会大楼，在与警卫交火中被击毙。

阵亡将士纪念活动在即，英国警方
6日逮捕4名涉恐嫌疑人。有媒体报道
称，他们图谋用刀刺杀伊丽莎白二世。

4名男子年龄在19岁至 27岁之
间，被警方监视多月。英国警方尚未
公开他们袭击的具体目标和作案时
间。一名伦敦警察局发言人说，警方
以嫌疑人涉嫌准备或煽动恐怖袭击为
由羁押4人。

6日逮捕行动由伦敦警察局反恐
部门和军情五处等多部门联合执行。
英国《每日邮报》报道，19岁嫌疑人优
素福·赛义德6日夜在白金汉郡海威科
姆的寓所落网。14分钟后，22岁嫌疑
人在豪恩斯洛的住宅内被捕。随后，

27岁嫌疑人驾车在绍索尔街头被持枪
警方截下，第四名嫌疑人在阿克斯布里
奇被擒获。

英国媒体称，4人所涉恐怖活动仅
限英国，不涉及前往叙利亚加入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

随着“伊斯兰国”势力扩张，越来越
多西方人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加入极
端势力，他们返回母国后构成本土威
胁。英国警方高级官员伯纳德·霍根－
豪先前说，每个星期会有大约5名极端
人员离开英国，与“伊斯兰国”武装人员
一道作战。他估计，当前在伊拉克和叙
利亚作战的英籍极端人员在500人左
右。 陈立希（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英国警方挫败恐怖袭击预谋

4男子企图刀刺英女王

美国中央司令部7日晚在伊拉克
北部城市摩苏尔附近实施空袭，击中属
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一列车队。
有阿拉伯媒体报道，“伊斯兰国”领导人

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当时身在车队
中，他被击伤。

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帕特里
克·赖德说，尚不清楚巴格达迪的状况。

巴格达迪被击伤

今年6月，“伊斯兰国”控制了伊拉
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并一直将其作为
一个重要据点。

赖德8日告诉媒体记者，美军7日
晚对摩苏尔附近的一列车队展开空袭，
车队由10辆武装卡车组成。

摩苏尔市内太平间一名工作人员
告诉路透社记者，空袭后大约50具“伊
斯兰国”成员的遗体被送去那里。

阿拉伯卫视台报道，巴格达迪被击
伤；伊拉克一家电视台称，他的一名助
手被击毙。

但赖德说：“我们可以证实的是，联
军战机昨晚实施了一系列空袭，针对一

些聚集在摩苏尔附近的‘伊斯兰国’头
目，但不能肯定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
当时在场。”

他说，这次由美军领导的空袭是
“我们继续向‘伊斯兰国’恐怖网络施
压”的标志，目的是“打压这一组织”，确
保它“活动、通信和指挥的能力愈发受
限”。

巴格达迪生死疑云

伊拉克当局9日就极端武装“伊斯
兰国”领导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被
空袭炸死的消息展开调查。先前有阿
拉伯媒体报道称，巴格达迪身在空袭击
中的车队中。

美国中央司令部8日说，反恐盟军
在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附近实施系
列空袭，目标为多名“伊斯兰国”高层领
导人。一个属于“伊斯兰国”的车队被
击中。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帕特里
克·赖德说，现不能证实巴格达迪是
否在空袭现场。然而，有媒体报道援
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巴格达迪就在
车队中。

对上述说法，一名伊拉克高级情报
官员告诉法新社记者：“到目前为止，尚
未获得任何确切信息。”

“最初信息来自非官方渠道，迄今
未能得到证实，我们正在调查，”这名官
员说。不过，他没有说明所谓的“最初
信息”内容。

英国国防参谋长尼古拉斯·霍顿9
日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也表示：

“我不能确切证实巴格达迪已被击毙。
要证实这一消息，可能需要几天时间。”

美国政府悬赏1000万美元缉拿巴
格达迪。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巴格达迪
的影响力超过了“基地”组织头目艾曼·
扎瓦希里。

杜鹃 陈立希（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美国对IS发动“斩首行动”

“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生死不明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前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
夫8日警告说，当今世界正处在新一轮
冷战的边缘，西方国家应与俄罗斯通过
对话重建信任。

83岁的戈尔巴乔夫当天出席了在
柏林勃兰登堡门举行的柏林墙倒塌25
周年纪念活动。他在讲话中说：“在主
要国家之间对话失败的情况下，欧洲和
中东地区的流血事件引发极大担忧。”

“世界正处在新一轮冷战的边缘。
有人甚至说，它已经开始，”他警告说。

“西方领导人头脑中满是欢欣与胜
利，”他说，“利用俄罗斯衰弱和缺少制
衡力量，他们宣称独自领导和控制世
界，拒绝听取其他人的警告。”

戈尔巴乔夫认为，西方国家犯下一
系列错误，包括扩大北约，在前南斯拉
夫、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展开行动，
以及计划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西方这
些举动让俄罗斯感到不安，造成双方关
系紧张。

张伟（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戈尔巴乔夫出席柏林墙倒塌25周年纪念活动时警告

世界正处新冷战边缘

11月9日，在德国柏林的一处柏林墙遗址，民众参加纪念活动。当日，德国首
都柏林举行各种活动，纪念柏林墙倒塌25周年。 新华社记者 张帆 摄

据新华社华盛顿11月7日电（记者林小春）老
年人往往是癌症的高发人群。美国卡内基研究所
华人科学家郑诣先的研究团队发现，一种叫做B型
核纤层蛋白的蛋白质数量减少可能是“罪魁祸首”。

郑诣先对新华社记者说，在人衰老过程中，免
疫器官会衰老，这个过程被称为免疫衰老。免疫
衰老会诱导全身性炎症反应升高，导致包括癌症
在内的多种疾病。但医学界对导致炎症的机理以
及为何这种炎症会造成老年疾病知之甚少。

郑诣先说，B型核纤层蛋白减少会导致免疫
相关基因难以被抑制，进而导致脂肪体产生大量
炎症因子并分泌到血液中。这些由衰老脂肪体持
续释放的炎症因子会抑制小肠内局部免疫反应，
进而诱导小肠恶性增生。

为何老年人癌症多发

一种蛋白质数量减少
可能是“罪魁祸首”

【新华社微特稿】冥想（沉思）与养生有关系
吗？美国哈佛大学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沉思的确
能帮人“养”脑，有助改善记忆力和学习能力。研
究人员找来16名志愿者，让他们持续练习8周冥
想，比如把注意力集中于呼吸上，练习前后的脑扫
描结果显示，他们大脑中与学习和记忆相关区域
的灰质变得更厚密。研究带头人、神经学家萨拉·
拉扎尔说：“如果你使用大脑中的某个特定区域，
那里就会因为使用而长大。这就是头脑锻炼……

‘用它或失去它’，跟锻炼肌肉类似。” （乔颖）

沉思帮你“养”脑

11月9日，在印度孟买，孟买自行车俱乐部成
员在“平等使用街道”活动中表演车技。

当日，由孟买市政公司、孟买交警部门等机构
发起的“平等使用街道”活动在班德拉连接路一带
正式启动。活动旨在呼吁人与机动车平等使用公
路等公共资源。 新华社发

韩裔美国人裴俊浩在朝鲜平壤关
押期间与部分媒体见面。 新华社/路透

巴格达迪

【新华社微特稿】不少人在家里安装了网络摄
像机，以便远程监控家中情景。殊不知，你可能会
因此成为别人偷窥的对象。最近，一家名为in-
secam的网站就“晒”出了全球7.3万个网络摄像
机拍摄到的实时画面。有些是办公区域，有些是
工厂，有些甚至是卧室。网站说，美国有约1.1万
台网络摄像机的画面可以被随意浏览，韩国有
6000多台，中国有约4700台。网站表示，之所以
晒出这些画面，是为了提醒人们进行安全设置的
重要性。其实，防止网络摄像相机画面被别人偷
窥的步骤很简单，只需要改变摄像机的初始密码
就可以。 （荆晶）

家有网络摄像机？
当心偷窥！

【新华社微特稿】在办公室生了点气？没关系，
你可以边“敲打”键盘边出气。德国柏林“布莱斯”
（Bless）设计工作室推出“健身电脑”，大大小小形
状各异的沙袋代表键盘上的不同按键，通过传感器
与一台电脑相连，只要你用力踢或用力击打沙袋，
就可以完成案头工作。布莱斯的创办人说：“我们
认为，把一天划分为工作时间和娱乐时间已经过时
了，‘健身电脑’找到了生活与工作的平衡点……我
们致力于把打字变成一次全面健身。” （乔颖）

“出气”键盘
工作中健身

11月8日，在荷兰艾恩德霍芬举办的灯光艺
术节上，一座教堂被灯光映射得绚烂多彩。

新华社/法新

绚烂灯光艺术节

印度孟买发起
“平等使用街道”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