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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新外交大臣：会说日语的“中国女婿” 国际视窗

执掌英国卫生部近6年的杰

里米�亨特7月9日被英国首相特
雷莎�梅任命为新的外交大臣，接
替当天因“脱欧”立场分歧辞职的

鲍里斯�约翰逊。
亨特上任后在社交媒体推特

上呼吁：“是时候支持我们的首相

达成‘脱欧’协议了——时不再来

……”

首相支持者

因与首相“脱欧”立场不同，

英国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戴维斯8
日辞职。接替戴维斯的多米尼

克�拉布为坚定“脱欧派”，而新上
任的亨特则是特雷莎�梅的亲密
盟友。按美联社的说法，亨特支

持妥协版的“软脱欧”。

对于“脱欧”，亨特的立场历

经从支持“留欧”到支持“脱欧”的

转变。2016年英国举行“脱欧”公

投前，亨特是“留欧”阵营一员；但

他2017年10月告诉伦敦广播公

司电台，在“脱欧”问题上他已转

变观念，部分原因是欧盟在谈判

中显现的“傲慢”让人失望。

路透社报道，亨特上个月公

开指出，空中客车等大企业要因

“脱欧”转移就业岗位不合适；相

反，这些企业理应站到特雷莎�梅
身后，支持她为离开欧盟做成一

笔好买卖。

亨特9日在推特上写道，在英

国“历史的关键时刻”获任外交大

臣是“巨大荣誉”。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亨特在

上任后首份声明中说，支持首相

基于6日政府内阁就设立“英国－

欧盟货物自由贸易区”等达成的

共识与欧盟谈判“脱欧”协议。

“现在整个世界正关注我国，

好奇我们在‘脱欧’后会成为何种

国家，”亨特说，“我想告诉他们，

英国将成为可靠盟友，拥护我国

民众认为重要的价值观，向世界

发出自信的强大声音。”

英国和欧盟希望于10月达成

“脱欧”协议，以便留出足够时间，

让欧盟其他27个成员国议会在明

年3月29日英国正式“脱欧”前完

成对协议的表决。

“伟大幸存者”

路透社评述，亨特是英国国

民保健制度（NHS）确立以来任期

最长的一位卫生大臣，经受住了

医生罢工、公众抱怨等诸多挑

战。法新社也说，主管“因难管理

而声名狼藉”的国民保健制度近6

年，亨特为自己赢得声誉。

亨特2010年至2012年曾任

英国文化、奥林匹克、媒体与体育

大臣。其间他因与传媒大亨鲁珀

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走得太
近”而被戏称为“默多克大臣”，一

度面临辞职压力，但2012年9月

内阁改组时他却意外被“提拔”为

卫生大臣。

今年早些时候，亨特在英国

政府预算普遍削减的背景下为国

民保健制度争得200亿英镑（约合

1748亿元人民币）的额外资金，被

《卫报》赞为“伟大幸存者”，甚至

称他有意成为首相。

路透社认为，此次亨特在两

名内阁重臣接连辞职之际临危受

命，可能改变特雷莎�梅内阁官员
“脱欧”立场的平衡。

至于媒体一度质疑的特雷

莎�梅能否安然度过危机，英国广
播公司政治事务编辑劳拉�库恩
斯伯格分析，如今大多数内阁高

官都是曾经的“留欧派”，特雷莎�
梅的未来取决于欧盟对英国“脱

欧”方案的反应，以及请辞的戴维

斯和约翰逊的下一步举措。

会说日语的“中国女婿”

亨特现年51岁，家中长子，在

伦敦西南城镇戈德尔明长大，父

亲尼古拉斯�亨特是海军上将。
亨特毕业于牛津大学，与前首相

戴维�卡梅伦和他的前任约翰逊
是同时期校友。

2005年进入议会前，亨特从

事过管理顾问工作，并在日本当

过一段时间的英语老师，因此能

说流利日语。他进入政坛前的从

商经历很成功，曾创办公共关系

机构和教育出版社，并依靠出售

企业股份成为百万富翁。

亨特的妻子来自中国，两人

2009年7月结婚，现育有一子两

女。

（新华）

据新华社平壤7月11日电 正在朝鲜访问的

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马克�洛科
克11日在平壤表示，朝鲜在人道主义领域取得许

多进步，但仍面临许多挑战，联合国将加大对朝

鲜人道主义援助。

洛科克当天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平壤办

事处召开记者会时作出上述表态。他说，联合国

目前对朝援助重点包括让会员国捐助一笔1.1亿

美元人道主义资金，以缓解朝鲜儿童营养不良、

缺乏安全饮用水及药品短缺等方面问题。

洛科克9日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为期4

天的访问。此次是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

副秘书长时隔近7年再访朝鲜。2011年10月，时

任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瓦莱丽�
阿莫斯对朝鲜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

联合国高官表示将加大
对朝鲜人道主义援助

新华社泰国普吉7月11日
电 中国驻泰国宋卡总领事馆11

日在其网站发布通告，提醒近期

赴泰国普吉、攀牙、甲米海岛游

的中国公民注意安全。

通告说，7月5日，两艘载有中

国游客船只在泰国普吉岛附近突

遇特大暴风雨发生倾覆事故，迄今

造成40余名中国游客不幸遇难或

失联。目前，泰国普吉、攀牙、甲米

等安达曼海域（即中南半岛西海

岸）进入雨季，天气多变，海风强

劲，海浪汹涌，海况复杂，海难事故

频发，造成重大人身财产损失。

通告说，根据当地气象部门

发布的消息，由于西南季风盛

行，7月10日至15日，安达曼海

和泰国湾海面将有2至4米巨

浪，并可能引发洪灾。目前仍有

大批中国游客赴上述地区乘船

出海或参与浮潜等高危项目。

中国驻宋卡总领馆据此提醒

中国公民务必提高安全意识，事

先了解当地天气海况，近期谨慎

前往普吉、甲米、攀牙等安达曼海

域海岛游，在每年5月至10月初

季风季节，切勿冒险参与下海游

泳浮潜或乘船出海等涉水项目。

据新华社泰国普吉7月11日
电 泰国普吉府府尹诺拉帕11日

下午在游船翻沉事故救援情况

记者会上说，泰中救援力量当天

下午又发现一具遗体，初步判定

为“凤凰”号遇难者。至此，普吉

游船翻沉事故全部47名遇难者

遗体已全部找到。

诺拉帕说，当天下午泰中救

援力量在皮皮岛海域发现一具

男性遗体，并在其身上发现人民

币、晕船药及与“凤凰”号乘客同

款救生衣，初步认定为遇难的中

国乘客。该遗体预计当晚运送

上岸，其身份信息还需进一步核

实。

他说，截至目前，“凤凰”号

上89名游客中，42人获救、47人

死亡，其中43具遗体完成身份认

证，被证实为中国公民。仍有1

人遗体被“凤凰”号船体压在海

底等待打捞。他还证实，普吉府

将向每名遇难者赔付210万泰铢

（约合43万人民币）。

诺拉帕还表示，今后普吉府

将从船只、船长船员、乘客三个

方面加强行船安全，并在码头引

入闭路电视等监控设备和新技

术，加强安全管控。

泰国海军第三舰队副总指

挥乍龙蓬则表示，泰中双方救援

队当天进入“凤凰”号沉没区域

进行下潜作业，但因天气变化影

响潜水作业安全而中止，如明日

天气情况允许，将打捞被“凤凰”

号船体压住的遗体。他透露，这

具遗体为男性。

泰国海事厅第三区海事办公

室主任普利帕表示，因“凤凰”号

船体为本次事故的重要证据，对

“凤凰”号船体的移动将会十分慎

重。目前需首先与船主公司协调

一致，之后方可购入相关设备进

行打捞，预计耗时在25日以上，具

体时间视天气情况决定。

另据普吉府警察局局长提

拉蓬介绍，目前案件仍在调查

中，已逮捕相关责任人，并传唤

船主公司员工等人员进行证据

收集。针对“懒猫”公司员工彭

大迁被逮捕一事，他回应称，彭

大迁在事故发生后救人的行为

值得赞赏，但他作为“艾莎公主”

号经理对事故的发生有一定责

任，因此遭到逮捕。

提拉蓬还说，“凤凰”号打捞

完成后将对船体质量进行检

查。如果确定本次事故为人祸，

无论责任人是政府官员或是旅

游从业者，都将进行追责。

当地时间5日17时45分左

右，“凤凰”号和“艾莎公主”号在

普吉岛附近海域突遇特大暴风

雨，船只发生倾覆并沉没。“艾莎

公主”号载有42人，悉数获救，其

中中国游客35人。“凤凰”号上载

有101人，其中游客89人，87人

为中国籍。

普吉游船翻沉事故最后一名失联乘客遗体找到

中国驻宋卡总领馆提醒

赴泰国普吉、攀牙、甲米海岛游注意安全

7月11日，在日本广岛吴市天应町地区，道

路被泥石流淹没。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11日在东京记者会上

公布，截至目前，日本西部暴雨灾害已经造成176

人死亡。

11日，部分灾区仍有雷雨天气。此次受灾最

为严重的广岛县内数个水塘因流木、沙土堵塞而

有决堤风险，该县福山市和东广岛市当天相继对

危险地区住户发布了避难指示。

据日本媒体11日报道，受此次暴雨影响，日

本15个府县共有7200人到政府指定避难所避

难，24.4万户家庭断水，仅冈山一县就有1.4万栋

房屋浸水。

这是日本近30年来损失最为惨重的暴雨灾

害。日本政府8日成立“非常灾害对策本部”，目

前投入警察和自卫队在内的7.5万人和83架直升

机在灾区进行搜救工作。 （新华）

日本官房长官说
暴雨遇难人数升至176人

7月10日，大批纸制熊猫在加拿大温哥华一

商场内展出。

“纸制大熊猫世界之旅”活动由世界自然基

金会和法国艺术家保罗�格兰金联合发起，以回
收的废纸和鸡蛋壳为材料，设计制作1600只形态

各异、表情丰富的大熊猫，在全球多个城市巡回

展出，旨在呼吁人们保护环境与野生动物。

（新华）

1600只纸制熊猫
亮相温哥华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7月11日电 据巴基斯坦

媒体11日凌晨报道，巴基斯坦人民民族党10日

晚在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举行的
政治集会上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造成包括该党

领导人哈龙�比洛尔在内的13人死亡，另有47人
受伤。

当地警方向媒体表示，为给该党竞选造势，

人民民族党10日晚举行集会。一名自杀式袭击

者在集会上悄悄接近比洛尔并引爆了携带的爆

炸物，爆炸造成比洛尔等多人身亡。警方说，初

步调查显示，袭击者使用了至少8公斤爆炸物。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制造了这起

袭击。

巴基斯坦过渡政府总理穆尔克及各主要政

党领导人均谴责这起袭击事件。巴基斯坦选举

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拉扎汗说，袭击是企图阻
挠自由公平举行大选的“阴谋”。

今年5月，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批准了选举

委员会递交的文件，决定于7月25日举行国民议

会选举，产生巴基斯坦新的执政党或执政联盟，

并在此基础上组建新一届政府。

巴基斯坦一政治集会
遭自杀式爆炸袭击13人死亡

北约峰会定于11日在布鲁塞

尔开幕。会议前夕，日本政府在北

约设立代表处的消息引发关注。

近些年来，日本通过各种方式

主动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分析人

士认为，日本企图利用北约这一军

事组织，加强与美国和欧洲主要国

家的协调与合作，同时夹带私货，

宣介自身政策。

根据北约官方提供的资料，日

本和北约自上世纪90年代起开始

举行高级别会谈。在安倍晋三成

为日本首相后，日本明显加大了与

北约接触的频度，不仅加强了与北

约的高层互访等交往，在朝核问

题、导弹防御、打击海盗等安全议

题上保持沟通，还展开了一些具体

合作，例如日本为北约在阿富汗的

行动提供支持等。

尽管地理位置相距遥远，安倍

政府却如此“积极主动”靠拢北约，

其背后有着自己的利益算计，试图

通过扩大同北约的合作强化其安

全保障，同时借助北约这一军事平

台扩大影响。

北约成员国包括美国和欧洲

主要大国，日本加强与这一军事组

织的合作，可以在一些安全问题上

获得更多情报，多一条与美欧沟通

和协调的渠道，还可以为日本自卫

队寻找更多借口来“出海”。

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还把北

约当成向西方国家宣介自身政策

的重要平台，夹带了不少私货，企

图左右国际舆论。根据媒体报道，

安倍原本计划在北约峰会发表演

讲时提及亚洲地区安全挑战，但因

为国内暴雨灾情被迫取消这一访

问。

从北约来看，出于自身目的，

也不反对与日本发展关系。针对

日本在北约设立代表处，北约秘书

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欢迎，称“显

示了北约与日本牢固的合作关

系”。

北约在冷战之后一直谋求转

型并开始把发展全球伙伴关系作

为一大工作重点。在亚太地区，日

本和澳大利亚、韩国成为北约所谓

的“全球伙伴”，是北约拓展在亚太

地区影响力的支撑。

虽然日本有意拉拢北约并获

得回应，但双方关系深入发展依然

面临障碍。首先，2014年乌克兰

危机之后，北约重新把战略重点放

在欧洲安全上，对于全球扩张和域

外行动的兴趣逐渐减弱。其次，北

约依然由美国主导。分析人士认

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上台以

来，不断批评北约，给这一军事组

织的未来前景罩上阴影，这也让日

本想“抱大树”的愿望不那么容易

实现。

（新华）

北约峰会日本为何“凑热闹”

7月11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
首都莫尔兹比港，当地民众跳起传
统舞蹈，欢迎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医
院船。

当地时间7月11日10时许，执
行“和谐使命－2018”任务的中国
海军和平方舟医院船缓缓驶抵巴
布亚新几内亚首都莫尔兹比港，开
始对巴新进行为期8天的友好访问
并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这是
和平方舟时隔4年再次到访巴新。

和平方舟于6月28日从中国舟
山启航，经过14天连续航行，抵达
此次任务的第一站巴新。和平方舟
曾于2014年到访巴新，深受当地民
众欢迎。得知和平方舟再次来访，
当地民众奔走相告，分享喜悦，掀起
了一股温暖的“中国风”。 （新华）

中国海军
和平方舟医院船
时隔4年再抵巴新

环球点击

美国科研人员日前发表论
文说，他们通过临床研究发现，
口服常见降压药“维拉帕米”或
许可以作为一种安全有效的新
疗法，用于治疗1型糖尿病。不
过这一成果有待更大规模研究
进一步确认。

1型糖尿病是一种自体免疫
性疾病，目前尚无法治愈，患者
终身依赖胰岛素注射。

美国亚拉巴马大学伯明翰
分校研究人员在英国《自然�医
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说，他们招
募确诊1型糖尿病不足3个月的
成年患者开展了一项临床试验，
试验结果表明，“维拉帕米”可安
全有效地改善患者的贝塔细胞
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

不过他们也坦言，本次试验
仅针对患病不足3个月的成年患
者，“维拉帕米”是否对儿童患者
以及患病超过3个月的患者同样
有效，以及能否用于治疗2型糖
尿病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
究。 （新华）

美国斯坦福大学一个研究团
队开发出一种名为“十角形”的新
的人工智能系统，可预测两种药
物联合使用的潜在副作用。这项
研究成果不仅可帮助医生更好地
开出用药处方，也能帮助研究人
员寻找更佳的用药组合。

该研究团队10日在芝加哥
举行的国际计算生物学学会会议
上报告说，目前美国药物市场上
大约有5000种药物，已知副作用
大约1000种。系统研究各种药
物组合使用可能出现的副作用，
工作量巨大，而人工智能技术能
够大大提高这项工作的效率。

实际验证结果显示，该系统
预测的10种联合用药副作用中，
有一半已在医疗系统的记录中
找到实例。目前，“十角形”还只
能预测两种药物组合使用的副
作用，接下来研究团队希望能扩
展预测更多种药物组合的副作
用情况。 （新华）

一种常见降压药
或有助治疗糖尿病

法媒称，星巴克7月9日宣
布2020年前在全球2.8万多家门
店停用塑料吸管，这是其参与全
球抵制一次性塑料制品运动的
最新举措。

据法新社7月9日报道，星
巴克在英国尝试推行该举措数
月后在推特上证实了这一决定。

报道称，吸管将被带吸嘴的
聚丙烯杯盖取代。这种做法实
际上已为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
冷饮商所采用。

报道称，咖啡和冰茶等冷饮
会被建议使用无管、带吸嘴杯盖
进行包装。加冰和加牛奶的混
合型咖啡饮品则会配备纸制或
由淀粉（或“其他可持续性材
料”）制成的可降解吸管。

报道称，一旦不再主动配
备，该企业估计每年能节省10亿
根吸管。 （新华）

人工智能系统可助
预测联合用药副作用

法媒称星巴克
2020年前淘汰塑料吸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