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彗彗星星没没抓抓牢牢，，取取样样有有点点悬悬
欧洲航天局证实“菲莱”着陆不稳

越南40人

因反华骚乱获刑

本报讯 11月12日，越南中部
的河静省人民法院就发生在今年5

月中旬的反华骚乱，对14人以“扰
乱公共秩序罪”做出了判决。

据报道，在上述被捕的14人
中，11人被判有期徒刑，刑期由15

个月至39个月不等。3人获判缓刑
监禁15至18个月。

起诉书称，上述被告在2014

年 5月 1 4日的反华骚乱中，制作
横幅、标语，并使用扬声器，煽动
人群到河静省的台塑钢厂参加
非法抗议，造成公共秩序混乱和
交通阻塞，部分人更殴打保安及
中国员工。

在河静省法院宣判的同日，
南部的同奈省边和市的法院就
当地5月14日发生的另一起反华
骚乱判定 2 6人犯下干扰公共秩
序、损坏和偷窃边和工业园财物
的罪行。这26人分别被法院判处
6至30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今年 5月，中国在南海海域
钻井勘探石油，引发越南公众抗
议。抗议发展成骚乱，包括纵火、
破坏和抢劫中国在越南的工厂和
企业，以及那些被误认为是中国大
陆的、实际上是中国香港、中国台
湾、新加坡和韩国的企业。蔓延到越
南大片地区的骚乱导致至少4人死
亡，100多人受伤，约4000名中国人
撤离越南。 （宗禾）

巴黎：

针对中国游客
抢劫案数量减少

据新华社巴黎１１月１２日专电
根据巴黎警方１２日发布的统计

数据，今年前九个月，发生在巴黎
以中国游客为目标的暴力抢劫案
件数量明显减少。

巴黎警察局公布的统计数
据显示，２０１４年１月至９月，在巴
黎发生的针对外国游客的暴力
抢劫案件数量同比下降８％，而
针对中国游客的暴力抢劫案件
数 量 同 比 下 降 幅 度 更 是 达 到
２５％。巴黎警察局相关负责人指
出，“这些好结果”应该归功于巴
黎警方从２０１３年春季开始在巴
黎实施的一系列强化安全措施。

从２０１３年春天开始，一些游
荡在巴黎的不法之徒将习惯携
带大量现金的中国游客当做目
标，针对中国游客的暴力抢劫
案 件 时 有 发 生 。巴 黎警方随后
采取了一系列强化安全措施，意
在尽可能保护来自世界各地游
客的权益。

“登陆了两次”

“追星使者”“罗塞塔”２００４
年发射，耗资约１０亿美元。一些
媒体把“罗塞塔”的探测任务形
容为“一场赌博”，耗资不少、旅
程坎坷。

今年８月６日，它终于抵达
了目标彗星“６７Ｐ/丘留莫夫－
格拉西缅科”（以下简称６７Ｐ）。
本月１２日，“罗塞塔”向６７Ｐ的
彗核发射“菲莱”则标志着探索
逐步深入。

“菲莱”没有推进器，离开
“母体”“罗塞塔”后以每小时３.５
公里的速度做自由落体运动，耗
时７个小时才抵达了彗核。由于
从地面控制中心发送的指令至
少需要２８分钟才能抵达“罗塞
塔”，“菲莱”登陆彗核的过程完
全按照事先设定的程序完成。

欧航局分管“菲莱”登陆任
务的负责人斯特凡·乌拉梅茨
在登陆完成几小时后告诉媒体
记者：“或许今天我们不止登陆
了一次，而是两次。”

欧航局说明，按计划，“菲
莱”着陆后，两个类似鱼叉的触

手应该牢牢抓住彗核冰面，从
而固定自身。但这一过程没有
如期完成，“菲莱”可能着陆在
一处较软的表面或者轻轻弹起
又落了下来。

乌拉梅茨说：“但愿‘菲莱’
能留在（彗核）表面，让我们能
继续科学探索。”

前途还未卜

“菲莱”重１００公斤，大小如
同一台电冰箱，携带了１０个科
学仪器。它的预定任务之一是
钻入彗核表面，取样研究彗核
中的同位素和复杂碳分子。

现阶段，“菲莱”已经传回
了“大量数据”。但由于它的“鱼
叉”没有抓住彗核表面，现在欧
航局的专家正在努力想办法，
确保它不会再次飘回太空。乌
拉梅茨说，“菲莱”的命运现在
还不明朗。

参与“罗塞塔”项目的法国
天体物理学家菲利普·戈东担
心，如果“菲莱”没有固定自身，
就难以展开钻孔取样。“不过，

‘菲莱’好像翻了过来，状态看
似稳定。”

“菲莱”项目主管保罗·费里
说，“菲莱”自带的电池只够它运
转６４小时。此后，它不得不依靠
太阳能充电，每天工作１小时。

仍然挺兴奋

尽管前途未卜，但“菲莱”
成功着陆至彗核表面并传回数
据尚属人类首次。

欧航局局长让－雅克·多
尔丹说：“对人类文明而言，这
是一大步。我们率先完成这项
任务，这将名留青史。”

美国航空航天局行星科学
部门主管吉姆·格林表示祝贺：

“敢于在彗星上着陆是多么无
畏、令人兴奋且难以置信的事
啊，从科学角度来讲，这是我们
都想做的事。”

欧航局高级科学顾问马
克·迈克考格林认为，仔细研究
６７Ｐ将收获丰硕成果。

法新社报道，接下来“菲
莱”与“罗塞塔”将“联动”运作，
探索目标彗星的化学成分、带
电性能，甚至用低频无线电探
究其内部组成。

据新华社

“土豪金”普京手机

开售一天即叫停

据新华社莫斯科１１月１２日专
电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意大利奢
侈品牌Ｃａｖｉａｒ在俄罗斯推
出的黄金版普京手机，在发售次日
即因普京本人反对而被紧急叫停
生产。

这 部 黄 金 版 普 京 手 机
Ｃａｖｉａｒ Ｓｕｐｒｅｍｏ
Ｐｕｔｉｎ ＩＩ于１１月１０日在俄
罗斯首发。发行公司表示，此款手
机是为了纪念俄总统普京第二次
被《福布斯》杂志评为世界最具影
响力人物。

这款手机带有黄金外壳，后背
板上刻有普京的浅浮雕头像、俄罗
斯国徽及俄罗斯国歌前两句，售价
为１６．９万卢布（约合２．２万元人民
币）。与这款手机同步推出的还有
一款带有普京头像的钛金属外壳
手机，售价为１３．７万卢布（约合１．８
万元人民币）。

手机发售当天，俄总统新闻秘
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反对
将其名字及形象用作商业目的。
Ｃａｒｖｉａｒ公司于次日决定暂
停生产带有普京头像的手机，并表
示由于克里姆林宫的态度，决定暂
停生产，何时恢复需视情况而定。

G20峰会明天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举行

和和北北京京一一样样，，当当地地人人也也放放假假

凭空多了一天假

为确保峰会的安全，昆士
兰州政府将11月14日定为公
共带薪假日，由于当天正好是
周五，加上周六周日，当地市
民凭空多出了个长周末。另
外，因为当地人大多住在市
郊，当天很多公共交通工具也
将暂停提供去市区的服务。

此前，昆州人总是抱怨在

圣诞大假来临之前，下半年节
日太少。现在多出了G20这个
公共假期，而且是长周末，大
批市民乐得跑到海边去嗨一
把。为此，黄金海岸和滑沙岛
等地的酒店纷纷推出打折价，
并打出广告，“布里斯班关了，
我们开着”。

本届G2 0峰会，布里斯
班首创了G2 0文化艺术节，
据悉这在峰会历史上还是第
一次。G2 0峰会各国领导还
未到来，G2 0文化节就已经
开始一周了。文化节有大量
免费社区活动，包括音乐、芭
蕾、杂技、烧烤派对等。文化
节期间，布里斯班市中心3 2
栋标志建筑被彩灯或激光投
影覆盖，整个城市笼罩在五
彩缤纷的灯光中。

酒吧老板拒见奥巴马

峰会期间，美国总统奥巴
马将在昆士兰大学做演讲，并
力邀布里斯班各界名流参加。
但布里斯班一家酒吧的老板
菲尔先生却拒绝了奥巴马的
邀请，因为他认为奥巴马很没

有礼貌，邀请了他，却没有邀
请他的妻子。菲尔先生说：“周
末是家人共处的时间，没有我
的妻子陪同，我哪里也不去。
我已经给白宫写信了，我老婆
又不是恐怖分子，最好再多发
一个邀请。”菲尔和他的妻子
因此成为布里斯班各大媒体
的红人。

冰冻鸡蛋成“危险品”

澳大利亚政府预计将投
入６０００名警力和１９００名士兵
参与安保，并出动无人机和炸
弹探测机器人等“高精尖”设
备为峰会保驾护航。

另外，为防止被用作武
器，当地还特别出台法规，禁
止在布里斯班一些指定地点
携带５０多种普通物品，包括冲
浪板、冰冻的鸡蛋、爬行动物
和玩具汽车。

过去几周，澳大利亚突
击队员出动“黑鹰”直升机、
装甲车，配备夜视仪的步枪
等武器装备展开反恐演练，
严防峰会期间可能出现的突
发情况。

二十国集团（Ｇ２０）
峰会将于１５日至１６日在
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布里
斯班市举行。作为峰会举
办国，澳大利亚的军警正
严阵以待，确保峰会安保
万无一失。

经过１０年“追逐”，
欧洲航天局的彗星探
测器“罗塞塔”１２日向
目标彗星的彗核发射
着陆器“菲莱”，以便更
直接地探索彗星。不
过，经欧航局证实，着
陆后的“菲莱”并未按
计划牢牢固定在彗核
表面，为日后取样工作
设置了不少障碍。尽管

“菲莱”前途未卜，欧航
局还是为之振奋，因为
它是人类首个成功着
陆彗核表面并传回数
据的探测器。

本报特约记者 武悦
发自澳大利亚布里斯班

这张11月13日发布的由多张照片合成的影像显示，彗星着陆器“菲莱”成功登陆彗星“67P/丘留莫夫-格拉西缅科”。 新华/美联

G20文化艺术节的表演者。 武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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