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比利时布鲁日5月12
日电 第18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

中文比赛比利时赛区决赛12日在比

利时著名的文化名城布鲁日举行，

来自鲁汶大学的莫伊拉�德�格雷夫
摘得赛区桂冠，取得了代表比利时

赴中国参加全球总决赛的资格。

当天的比赛共分为主题演讲、才

艺展示和知识回答三个环节，主题演

讲环节，来自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参

赛选手奥利维耶�阿比圭尔用“独行
快，众行远”这句谚语完美地诠释了

“天下一家”这一比赛主题。近年来，

比利时中文教学蓬勃发展。现在，除

了在几所大学设有汉学系、汉语翻译

专业外，全比还有6所孔子学院，近

50所中小学、40余所成人教育中心

也开设了相关课程。

比利时举办2019年
大学生“汉语桥”比赛

选手在比赛中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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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科威特城5月12日
电 联合国支助荷台达协议特派团

12日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相关工作

组监督了也门胡塞武装从荷台达

等三个主要港口撤军，并将于14

日对其撤出情况进行正式确认。

声明说，从11日开始，胡塞武

装按计划在荷台达、塞利夫和埃萨

三个港口进行了重新部署，联合国

工作组在三地监督了胡塞武装撤

军以及将安保权交给当地海岸护

卫队。接下来几天，胡塞武装还将

进行清除军事设施、排雷等行动。

声明说，联合国将在14日对

胡塞武装从三个港口撤出情况进

行正式确认。胡塞武装的撤军行

动将被视为落实其与也门政府之

间有关荷台达第一阶段撤军协议

的第一步。也门政府也已表示，在

联合国提出要求时，会落实政府方

面对第一阶段撤军计划的承诺。

胡塞武装11日宣布，将于11

日至14日期间在荷台达、塞利夫

和埃萨三个港口“进行单方面重新

部署”。也门政府同一天表示，胡

塞武装单方面从荷台达等主要港

口撤军的表态具有误导性，也门政

府拒绝接受任何不经过联合监督

和确认而进行的单方面撤军。

2014年9月，也门胡塞武装夺

取首都萨那，后又占领也门南部地

区。2015年3月，沙特阿拉伯等国

针对胡塞武装发起代号为“果断风

暴”的军事行动。2018年12月，在

联合国斡旋下，也门政府和胡塞武

装就荷台达停火、战俘交换等重要

议题达成一致，但不久后双方就互

相指责对方破坏停火协议。

今年2月17日，在联合国领导

的重新部署协调委员会框架内，也

门政府和胡塞武装就荷台达第一

阶段撤军计划达成协议，并原则上

同意第二阶段撤军计划。但撤军

计划被多次推迟。

环球点击商船遭“蓄意破坏”海湾地区火药味愈浓
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

秘书长扎耶尼5月13日在一份声

明中谴责此前发生在阿联酋领海

水域的商业船只遭“蓄意破坏”事

件。扎耶尼表示，谋划和实施伤

害地区航行安全、威胁平民船员

生命之举，是局势的“危险发展和

升级”。

这一事件无疑凸显海湾局势

的危险性和复杂性。由于美国和

伊朗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各方均

对海湾地区任何事态变化持续密

切关注，这一地区近期火药味越

来越浓。

阿联酋外交部12日在一份声

明中透露，4艘商业船只当天在阿

联酋富查伊拉酋长国以东海域遭

“蓄意破坏”。声明表示，事件中

没有人员伤亡，也没有造成有害

化学物质或燃料泄漏，但没有说

明破坏活动的具体内容和实施

方。随后，沙特阿拉伯能源、工业

和矿产资源部大臣哈立德�法利
赫13日表示，两艘沙特油轮在阿

联酋水域遭“蓄意破坏”，导致船

只“严重损坏”。

法利赫介绍，这一事件发生

在当地时间12日6时（北京时间

12日10时），其中一艘涉事沙特油

轮正准备前往沙特港口装载计划

交付给美国客户的原油。不过，

沙特方面没有透露遭“蓄意破坏”

的油轮名称，也没有指认嫌疑方。

事件发生后不久，美国海运

局发布一条警告，提醒水手在经过

相关地区时保持警惕。此前，美国

海运局曾发布公告称，伊朗及其

“地区代理人”5月初之后对美国

及其盟友在中东所属设施和人员

发起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增加。

据了解，“蓄意破坏”事发地

靠近富查伊拉港口，位于海湾地

区战略要冲霍尔木兹海峡以南

140公里处。

有分析人士认为，商船遭“蓄

意破坏”，再次凸显海湾局势的危

险性和复杂性，进一步升级地区

紧张局势，使得海湾地区火药味

越来越浓。

最近一段时间，美军在中东

动作频频，派“亚伯拉罕�林肯”号

航空母舰打击群和B-52型轰炸

机特遣队前往海湾地区，随后进

一步部署一艘两栖攻击舰和一套

“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作为支

援。

伊朗方面对此反应强烈。多

名伊朗革命卫队高级军官12日表

态，称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

在曾是严重安全威胁，但现已变

成“靶子”。

就目前情况看，美伊都不希

望在近期大打出手。美国没有速

战速决把握，也没有完成发动全

面战争的准备工作，目前的兵力

部署只能达到防御和威慑目的。

伊朗既不愿意同美国直接开战，

也不会心甘情愿对美国低头服

软。

尽管如此，也不能排除双方

之间发生小规模冲突的可能性。

美国已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列

入恐怖组织黑名单，这是美国首

次把一个主权国家的军队列入该

名单。一般来说，列入这个名单

的组织和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美国

军事打击的目标。

伊朗以牙还牙，把美军负责

中东军事行动的中央司令部和驻

中东部队贴上恐怖组织标签，使

得后两者也有可能成为中东一些

武装组织的袭击目标。

可以说，美伊两国目前已经

处于爆发热战的“临界点”上。

（新华）

环球博览

据新华社北京5月13日电 美国亚马逊公司

近日表示，推出一项全新贷款推荐服务，以支持亚

马逊平台上数量庞大的中国卖家。这是亚马逊宣

布将关闭其在中国电子商务业务后的最新举措。

亚马逊在其“卖家论坛”上发布文章说，这项

名为“贷款推荐计划”的服务是亚马逊贷款计划的

一部分。根据这一计划，中国商家可以向当地的

借贷机构申请贷款，以扩大其在亚马逊平台上的

业务。

这项计划并不面向消费者，而是面向中国商

家，目的是增加直接向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亚

马逊客户销售商品的中国卖家数量。

根据这项计划，亚马逊挑选经过预先审定资

格的卖家，并让其与中国当地的一家借贷机构接

洽，以获得短期贷款增加进货及扩展业务。

在另一篇文章中，亚马逊表示，卖家须在亚马

逊上有至少12个月的销售历史，其间，销售额至

少有1万美元。

中国卖家是亚马逊全球市场的重要组成部

分，近年来数量显著增加。电子商务研究和咨询

公司MarketplacePulse13日更新的数据显示，在

亚马逊最畅销商品的卖家中，超过41%来自中国，

大大超过2016年的26%。

亚马逊称推出贷款推荐服务
支持中国卖家

联合国监督也门胡塞武装撤军行动

据新华社华盛顿5月12日电
美国一家初创公司最新开发出一

种机器人，可利用人工智能自动识

别果实成熟度，并能熟练、轻巧地

采摘西红柿。

美国马萨诸塞州这家名为

RootAI的公司首次开发这款应用

于农业领域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Virgo1号。据公司官网介绍，它的

核心特点是应用人工智能软件实

现“实时检测果实成熟度、轻柔触

碰摘取、三维导航智能移动”。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Virgo1

号能识别西红柿的成熟度，确定哪

些果实可以采摘，据称其识别效率

要高于传统的人工识别。采摘过程

中，这款机器人可自动行驶，前端安

装有传感器和照相机充当“眼睛”，

机械臂上两个像钳子一样的“手指”

能用合适的力度采摘西红柿，不会

捏破西红柿，也不会扯断藤蔓。

据介绍，这个关键的采摘“手

指”是用食品安全级别塑料制成

的，其柔韧度与信用卡的材料相

当，也易于清洗。

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乔

希�莱辛对媒体介绍说，采摘“手
指”是否易清洗十分关键，因为这

有助于预防采摘过程中霉菌、病毒

及虫害等的传播。

未来研发人员还可以针对不

同果实的软硬度、形状等特征，开

发新的人工智能软件及配套的传

感器和摘取钳，实现一机多用。这

要比目前市面上已有或研发中的

一些只针对某一种特定作物的采

摘机器智能、灵活得多。

据介绍，Virgo1号的机身上

安装有灯光设备，因此日间和夜间

均可在大面积的温室大棚内采摘

作业。目前这款机器人已在美国

及加拿大的温室进行了商业级别

的采摘试用，预计明年可实现更大

规模的商业应用。

美开发人工智能机器人采摘西红柿

▲埃及开罗歌剧院的木偶演出 5月11

日，木偶戏《盛大的夜晚》在埃及首都开罗的开罗
歌剧院上演。 （新华）

据新华社东京5月13日电 日本内阁府13日

发布新闻公告说，由于3月份景气一致指数下滑，

内阁府对日本经济基本情况的判断从此前的“表

现出向下的迹象”下调至“正在恶化”。这是日本

政府自2013年年初以来首次使用“恶化”来描述

经济状况。

由于海外经济放缓给日本出口带来不利影

响，日本半导体生产设备和汽车生产出现下降，3

月份景气一致指数环比下降0.9，至99.6。在构成

该指数的7项指标中，有5项出现下降，其中投资

商品发货、耐用消费品发货和工矿业生产等指标

下降明显。

分析人士认为，内阁府将对经济基本情况的

判断下调至“正在恶化”，表明日本经济陷入衰退

的可能性在增大。

13日公布的官方数据还显示，3月份景气先

行指数环比下降0.8，至96.3。日本政府将在综合

分析其他经济数据的基础上，在本月下旬发布月度

经济报告。日本的景气动向指数根据工矿业生产

等经济指标综合计算得出。其中，一致指数反映景

气现状，先行指数反映几个月之后的景气动向。

日本将经济基本情况判断
下调至“恶化”

据新华社吉隆坡5月13日电 马来西亚警方

13日逮捕4名涉嫌在马来西亚境内策划实施恐怖

活动的武装分子，查获部分炸弹、枪支等武器弹

药。

据马来西亚警方负责人阿卜杜勒�巴多尔介
绍，4名嫌疑人年龄介于20岁至46岁之间，包括

两名来自缅甸的罗兴亚族人、一名印度尼西亚人

和一名马来西亚人。他们试图策划在穆斯林斋月

的首周于宗教场所和缅甸驻马大使馆实施炸弹袭

击，并策划刺杀马来西亚多名重要人物。

巴多尔说，这一团伙中还有三人在逃，马警方

正在展开搜捕。

自2013年以来，马警方已逮捕数百名恐怖活

动嫌疑人。2016年6月，“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曾

对马来西亚一家酒吧实施袭击，造成8人受伤。

马来西亚警方
逮捕四名恐怖活动嫌疑人

据新华社伊斯坦布尔5月13日电 土耳其海

军13日开始在周边海域举行大规模军演，测试国

产武器系统和装备。

土耳其海军在其官网发布声明说，代号“2019

狼鱼”的演习当天在土西南部穆拉省启动，覆盖土

耳其周边地中海、爱琴海和黑海海域。土耳其海

军共出动131艘军舰、57架战机、33架直升机和

2.59万名军人，演习将持续到本月25日。

声明说，演习将检测海军炮火和护卫舰、潜

艇、武装无人飞行器等装备。参演部队将基于真实

危机、战争环境和自然灾害开展战略和作战演习。

土耳其海军
举行大规模演习

日本欲打造
世界最快高铁

日媒称，日本新型新干线
列车“试跑”，欲打造世界最快
高铁。据报道，在东日本旅客
铁路公司的新干线综合车辆
中心（位于宫城县利府町）公
开的车辆为10辆编组，全长
250米。车体以泛蓝的银白色
为基调，带有绿色线条。被称
为“鼻子”的车头部分长22米，
为史上最长。

自5月10日起，测试车辆
将在东北新干线的仙台站至
新青森站间接受行驶测试，测
试将在夜间进行，每周两次左
右。此次测试将2022年度之
前视为确认能否以每小时360
公里的速度稳定行驶的“第一
阶段”。将2022年度以后视为
进行优化车内服务相关测试
的“第二阶段”。时速360公里
的高铁目前属于世界最快范
畴。如果能以时速360公里行
驶，从东京到札幌仅耗时约4
小时将成为现实。 （新华）

西兰花嫩芽成分或有助
防治精神分裂症

研究人员发现，从西兰花
嫩芽中提取的一种成分有望
用于防治精神分裂症，减少患
者使用传统治疗药物的剂量，
从而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药物
副作用。

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
大学近日发布的新闻公报，一
系列利用动物和人类开展的
新研究证实，精神分裂症患者
脑部出现的某些化学失衡与
一种名为谷氨酸的化学物质
有关，而西兰花嫩芽中富含的
萝卜硫素有助调节这种失
衡。未来，萝卜硫素有可能作
为一种安全补充剂，帮助有患
精神分裂症风险的人预防、延
缓或减缓症状的发生。萝卜
硫素是一种常见抗氧化剂，存
在于西兰花、芥蓝等多种十字
花科蔬菜中，先前有研究显示
这种物质具有治疗糖尿病、癌
症等疾病的潜力。 （新华）

深海鱼类
不是“色盲”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日前
发表论文说，部分深海鱼类
能在阴暗环境中拥有彩色视
觉，让鱼类能感知深海里的
残余光线以及生物体发出的
光。

脊椎动物靠视锥细胞和
视杆细胞产生视觉。视锥细
胞里的多种视椎蛋白在明亮
环境下工作，感知不同波长
的光，产生彩色视觉；视杆细
胞里通常只有一种视杆蛋白
——视紫红质，负责在阴暗
环境下工作，产生单色视觉，
因此多数脊椎动物在夜间是
色盲。

计算机模拟和对视杆蛋
白的功能分析显示，深海鱼类
多个视杆蛋白基因中，每个都
适应特定波长的光，总体上正
好覆盖了海洋生物器官自行
发光的波长范围。研究人员
说，这使深海鱼类能更敏锐
地察觉猎物和捕食者，是一
种进化优势。 （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