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15日上
午8时30分左右，在首都东京都
文京区东京大学前的人行道上，
前来参加高考的一男一女两名
考生和一名72岁老翁被人用刀
刺伤背部。

老翁是东京居民。他步行
至附近的巡警岗亭报案，送医后
确认伤势危重。两名考生家住
千叶县。两人大约18岁，都无
生命危险。

东京警视厅以杀人未遂嫌
疑，当场逮捕一名 17岁少年。
少年家住名古屋市，在私立中学

读高二。他承认用刀刺伤3人，
并表示与他们并不相识，“因为
我学习不顺利，所以想犯一桩案
子，然后求死”。

警方在现场找到一把沾有
血迹的刀。少年说，这把刀是他

“从家中带来的”。
少年声称，他伤人前“在东

京大学附近的地铁站纵火”。东
京消防厅说，上午8时30分左右
接到报告称地铁南北线东大前
站有火灾，大约1小时后把火扑
灭。警方着手调查火灾与持刀
伤人事件是否确有关联。

为期两天
的日本高考15
日进入第一天，
东京大学考场
当天发生持刀
伤人事件，两名
考生和一名老
翁受伤。作案
嫌疑人是一名
高二学生，被捕
后供称因成绩
不好，想“先犯
案后自杀”。

三场安全对话无突破

美欧对俄罗斯再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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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紧生产口罩

1月14日，工人在美国新泽西州帕特森的N95口罩生产车间工作。
近期，随着奥密克戎毒株在全美加速传播，美国疫情严重反弹，多项疫情指

标屡创新高。美疾控中心网站13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美12日报告新增新冠
确诊病例超过85万例，死亡病例逾2000例。 新华社/路透

法国核安全监管机构辐射防护与
核安全研究所13日说，已在不止一座
核电站发现反应堆管道焊接处附近有
裂缝，因此决定关闭相关核电站。

据法新社13日报道，法国电力公
司去年12月在法国中部希沃核电站开
展例行安全检查，发现两座反应堆紧
急堆芯冷却系统管道的焊接处附近有
多个裂缝，因此决定关闭相关核电
站。另外，鉴于阿登省绍兹核电站有

两座反应堆采用相同设计，为安全起
见，法国电力公司也决定予以关闭。

辐射防护与核安全研究所网站
介绍，希沃核电站出现问题的紧急堆
芯冷却系统用于冷却反应堆堆芯，在
主冷却剂管道出现故障时启用。

按照法新社说法，法国共有56座
核反应堆，其中10座目前因不同原因
停运，约占该国核电产能的20%。

王鑫方（新华社微特稿）

管道焊接处附近现裂缝

法国关闭多座存安全隐患核电站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官员13日说，
欠发达国家和地区2021年12月拒绝
接收逾1亿剂捐赠的新冠疫苗，主要
原因是这些疫苗剩余保质期太短。

儿基会供应部门负责人埃特莱
娃·卡迪利告诉欧洲议会议员，疫苗
剩余保质期短确实成为欠发达国家
和地区规划疫苗接种的“主要瓶颈”。

去年10月至11月，欠发达国家

和地区拒收了欧洲联盟捐赠的1500
万剂疫苗，其中75%是阿斯利康新冠
疫苗，且运抵相关国家和地区时有效
期不足10周。

去年12月22日，尼日利亚销毁
逾106万剂已过期的阿斯利康疫苗。
这些疫苗由欧洲国家捐赠，运抵尼日
利亚时已临近过期。

王鑫方（新华社微特稿）

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上月拒收逾1亿剂新冠疫苗
主要原因是这些疫苗剩余保质期太短

朝鲜成功试射两枚铁路机动战术导弹
新华社平壤1月15日电（记者

江亚平）据朝中社15日报道，位于平
安北道的朝鲜人民军铁路机动导弹
团于14日上午发射了两枚铁路机动
战术导弹，精确打击了设在朝鲜东海
（即日本海）上的目标。

报道说，这次发射的目的是检验
铁路机动导弹团战斗员的备战状态，
提高导弹发射执行能力。

报道说，朝鲜人民军指挥员高度

评价铁路机动导弹团在训练中表现
出的快速机动性和高度命中率，并探
讨了进一步完善铁路机动导弹战法
的途径问题。

这是今年以来朝鲜进行的第三
次导弹试射。朝鲜国防科学院分
别于1月5日和11日成功试射一枚
高超音速导弹，朝鲜劳动党总书记
金正恩亲自观看并指导了 11 日的
试射。

日本高考第一天，考场突发持刀伤人事件
作案嫌疑人是一名高二学生，称想“先犯案后自杀”

新华社堪培拉1月15日电（记者岳
东兴 白旭）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本月第二
次撤销焦科维奇的签证后，这位世界网
坛男单“一哥”的律师团队将与澳政府再
次对簿公堂。

这使得两天后就开赛的澳网公开赛
焦点不只是比赛本身，还包括已被列为
头号种子的塞尔维亚球星能否如期参赛
的热议话题。

目前，这一风波最新进展是，澳法院
将在澳网开赛前一天的16日，审理焦科
维奇对澳政府二度撤销其签证的上诉。
此外，澳广播公司称，焦科维奇在首次打
官司获胜、在墨尔本备战澳网几天后，15
日又回到澳相关部门指定酒店，再次接受

“移民拘留”。
14日晚，澳移民事务部长霍克宣布，

他“以健康和良好秩序为由”，撤销了这
位澳网“九冠王”的签证。此前，澳法院
10日曾做出裁决，推翻澳政府相关部门
此前撤销焦科维奇澳签证的决定。

此事造成风波的一个原因是，焦科
维奇以2021年12月16日新冠检测结果
呈阳性且已康复为由，申请了医疗豁免，
以允许他在不接种新冠疫苗情况下在澳
入境。对此，澳网球协会医疗官员批准
了他的豁免，他也被澳旅行申报网站提

示可以在墨尔本入境。但是，当他1月5
日抵达墨尔本后，被澳边防部门阻拦入
境，签证被撤销，同时澳政府态度明确，
认为其不符合澳入境要求。

围绕“签证风波”，澳近期出现不同
声音。其中一方面是不赞同焦科维奇的
做法。澳媒称，霍克撤销其签证的理由

是，焦科维奇不接种疫苗在澳出现，可能
导致该国一些社区反疫苗情绪的增加，
从而带来不利于应对疫情的负面后果。
但焦科维奇律师团队回应称，这位移民
事务部长并没有考虑到，焦科维奇面临
的拘留和被迫离境，也可能助长该情绪，
且部长没有证据证明他的结论。

还有一些分析人士、球员和澳媒表
示，在绝大多数澳网球员都能遵守接种
疫苗的入境要求下，焦科维奇本来可以
避免这个风波出现。澳媒统计，自2020
年澳疫情暴发至2021年10月，澳网举
办地墨尔本累计“封城”超过260天，为
全球最长。面对为抗疫付出极大努力的
澳民众，焦科维奇作为公众人物，不应有

“搞特殊”的嫌疑，不然会引发民众不满。

另一种声音是认为澳政府做法有其
他用意。澳前总理陆克文14日晚在社
交媒体上说，澳政府一开始给焦科维奇
发签证的做法，就值得商榷，而现在与他
的“斗争”，成功将澳媒各大平台的头版
新闻，从此前的快速抗原检测试剂盒短
缺、疫苗加强针储备不足、空货架等，转
变为焦科维奇的签证问题。

澳资深体育记者特蕾西·霍尔姆斯
则在一篇专栏中表示，风波导致岌岌可
危的，不仅是焦科维奇的签证，还有澳大
利亚体育在世界上的位置。“运动员们无
法再毫无疑问地相信，澳大利亚是一个
友好、安全的目的地。未来澳申办重大
体育赛事，将不得不进行激烈辩论，以说
服相关机构。”她写道。

世界网坛男单“一哥”签证风波仍无定论

焦科维奇再次接受“移民拘留”

与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代表在欧洲三地会谈几
乎同步的是，欧盟确认延长对俄罗斯现行制裁6
个月至今年7月31日。相关制裁措施多次延长。

欧洲理事会13日在一份文件中说，去年12
月16日，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
席峰会时作出上述决定，理由是俄罗斯未能充分
执行推动乌克兰东部实现停火的明斯克协议。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斯科夫13
日谴责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向国会提交的制
裁俄罗斯议案。

路透社援引议案内容报道，一旦乌克兰遭俄罗
斯袭击，包括普京在内的俄罗斯政军官员将受制裁。

佩斯科夫告诉媒体记者，把国家元首列为制
裁对象，相当于倡议断绝关系。

杜鹃（新华社专特稿）

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扩、乌克兰局势等安全议题，俄罗斯本月先后与美国、北约对话，并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欧安组织）框架下与西方进行第三轮对话，但都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欧洲联盟方面13日证实，延长现有对俄制裁。俄方同一天批评由美国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提交、针对俄罗斯政府
和军队官员的制裁议案。

欧安组织常设理事会13日在奥地利首都维
也纳举行会议，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因乌克兰局势
引发的外交危机未能在会议上得到缓解。

欧安组织前身是1975年成立的欧洲安全与合
作会议，57个成员国中包括欧洲、亚洲和北美国家，
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都是其成员国。欧安组织的
决定对成员国只具有政治效力而没有法律约束力。

俄罗斯常驻欧安组织代表亚历山大·卢卡舍
维奇对谈判进展表达不满：“现阶段着实令人失
望。”他警告一旦双方无法就俄罗斯所提安全“红
线”达成一致，将可能出现“毁灭性后果”。俄方没
有放弃、正在“加速”外交努力。

近期，美国和乌克兰不断渲染俄罗斯“入侵”
乌克兰威胁，俄方则强调局势持续恶化是因北约
不断挤压俄罗斯安全空间。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亚布科夫在接
受RTVI电视台采访时说，会谈证明现有解决办法

“陷入死胡同或有分歧”。他认为，今后几天重新启
动同样的对话没有必要。

他说，俄军事专家正在向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提供选项，从而应对乌克兰局势恶化的情况，但必须
要给外交解决途径以机会。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杰克·沙利文13日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场记者会上说，美国情报界尚
未作出俄罗斯明确决定将对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的
评估，但美国做好“两手准备”。“我们准备在谈判桌
上取得进展……同样准备好采取必要和适当举措保
护盟友、支持伙伴以及一旦发生侵略将坚决回应。”

就后续与俄方会谈，沙利文说：“没有为更多对
话定日期。我们必须先同盟友及伙伴商量。”

乌若遭俄袭击，普京或受制裁短期内恐再无对话俄方对谈判僵局表失望
1 2 3

日本高考通常每年 1月举
行，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全
国统一的“大学入学共通考试”，
第二阶段是各个高校单独举行的
入学考试。今年的大学入学共通
考试15日至16日在600多个考
场举行，考生总人数超过53万。
其中，大约3700名考生15日在
东京大学考试。

尽管突发持刀伤人事件，东
京大学考场考试安排未受影响。
不少考生看到警车和消防车抵
达，知道发生伤人事件，情绪受到
影响。一名女生说，疫情期间她

的心理压力很大，考试当天又发
生这种恶性事件，她更感焦虑。

另一名男考生说，希望不
受此事干扰，在考试中发挥最
佳水平。

一名50多岁的母亲送儿子
到考场，不料遇上伤人案，不免忧
心忡忡。她说，儿子为高考刻苦
学习，“我盼望他能在良好氛围中
参加考试”。

伤人事件发生后，日本大学
入学考试中心敦促全国考场加
强安全措施。

杨舒怡（新华社专特稿）

家长担忧：考生情绪受影响持刀少年：成绩不好“想求死”

澳大利亚移民事务部长14
日宣布，撤销在澳备战澳网的
世界男单“一哥”焦科维奇的签
证。图为焦科维奇在去年举行
的澳网比赛中。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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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首次呈现“黑衣蜘蛛侠”形
象的漫画书单页13日在美国得克萨
斯州达拉斯拍出336万美元高价。

据美联社报道，赫里蒂奇拍卖行
漫画拍卖活动首日，美国漫威漫画公
司1984年出版的刊物《秘密战争》第
8期第25页成为热门拍品，起拍价33
万美元，出价一路飙升，最终以创纪
录的336万美元成交。

这页漫画出自漫画家迈克·泽克

之手，蜘蛛侠在其中首次穿黑色战衣
亮相。以那件“共生体蜘蛛装”为灵
感，漫威后来打造出“毒液”这一角色。

当天在赫里蒂奇拍卖行，记录
“超人”首次亮相的一册《动作漫画》
创刊号以318万美元成交。这是美国
另一家漫画期刊，1938年创刊号现存
册数稀少。去年4月，一本品相较好
的《动作漫画》创刊号拍出325万美元
高价。 陈丹（新华社微特稿）

一张纸卖336万美元！蜘蛛侠漫画单页拍卖创纪录

据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记
者张莹）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
维斯分校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发育
生物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日前在英
国《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说，他们通
过拟南芥实验发现，基因突变并非是
随机的，而是以某种对植物有益的方
式进行。

这一新发现可能会从根本上改
变人们对进化的理解，有望帮助科学
家培育出更具优良性状的作物，甚至
帮助人类开发对抗癌症等疾病的新
疗法。

基因突变是指DNA（脱氧核糖
核酸）发生了无法修复的碱基对组
成或顺序改变。现有理论认为，最
初的基因突变是随机的，自然选择
决定了能够在生物体中观察到哪些
突变。

论文通讯作者、德国马克斯·普
朗克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科学主任德
特勒夫·魏格尔表示：“这种植物（拟
南芥）已进化出一种方法来保护它最
重要的地方不受突变影响，我们可以
利用这些发现来思考如何保护人类
基因免于突变。”

一项新研究挑战基因随机突变理论

塔利班官员：阿富汗公立大学即将复课
日前，阿富汗临时政府高等教育

部代理部长阿卜杜勒·巴奇·哈卡尼
说，阿富汗所有公立大学即将复课，
男女需要分开就座。

哈卡尼说，阿富汗人“今后几天”
将听到公立大学重开校门的消息。
他没有说明具体日期。

据阿富汗黎明新闻网报道，塔利
班去年8月夺取政权后，阿富汗公立
大学一直关闭。

哈卡尼还说，政府打算开办一所

国际化大学，“教授伊斯兰教法、医
学、农学和工程学，并在这四个专业
领域授予学生硕士和博士学位。”另
外，一些周边国家承诺向阿富汗学生
提供奖学金。

塔利班去年8月15日控制喀布
尔，次日宣布阿富汗境内战争结束。8
月30日夜，最后一批驻阿美军撤离，美
国结束在阿富汗长达近20年的战事。
塔利班9月初公布阿富汗临时政府成
员名单。 胡若愚（新华社微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