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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朝鲜鲜，，学学学学人人家家伊伊朗朗
美副国务卿劝朝鲜严肃对待无核化

德里三成居民

肺部不健康

据新华社1月17日电 印度德里
政府发布的报告显示，德里将近35%

的居民经测定无法正常呼吸。《印度
斯坦时报》16日报道，德里政府过去15

天在全市范围内对居民进行肺活量
测定，市民可自愿参与。测定中，得分
90%为理想状态，80%被视作正常，如
果低于70%则意味着这个人的肺功能
受损、需前往医院问诊。报道说，初步
报告显示，接受测定的3019人中，1037

人、即相当于34 . 3%的人肺功能受损。
世界卫生组织在去年5月的一份报告
中把德里列为全球空气污染最严重
的城市，当地PM2 .5年均值高达153微
克/立方米。

叙难民买彩票

中奖76万欧元

据新华社1月17日电 一名来自
叙利亚的男子在法国买彩票中奖，获
得76万欧元奖金。这名男子30多岁，
2011年为躲避战乱从叙利亚逃到法国
巴黎定居，以干体力活为生。去年6

月，他购买了一张“百万欧元”彩票刮
刮卡，后来成为215名中奖者中的一
员。不过，这件事直到今年1月15日才
由法国彩票管理部门披露出来。这个
没有公开姓名的幸运儿对法国《巴黎
人》日报说，他已经买了一套公寓，还
打算开一家餐馆，再把留在叙利亚的
家人接到法国来。

活到131岁

比中15亿还难30倍

据新华社圣保罗１月１６日电 英
国广播公司巴西频道１６日报道，巴西
阿克里州近日发现的１３１岁人瑞并未
被吉尼斯世界纪录承认，长寿老人调
查组负责人称活到１３１岁比中１５亿美
元的强力球彩票还要难３０倍。

此前，阿克里州社保部门、巴西
主流报纸与电视台证实，这位叫德索
萨的老人有政府开具的工作证、身份
证和出生证明等证据，上面均显示老
人的出生日期为１８８４年３月１０日，但
吉尼斯方面尚未认可这些证据。他们
指定专门的“老年医学研究组织”来
负责“世界上最长寿纪录”的审核工
作，该组织长寿老人方面的负责人罗
伯特·扬说，德索萨提供的证件和自
己讲述的经历中存在疑点。比如，德
索萨声称１８８４年生于塞阿拉州，但出
生证明却是１９７４年在阿克里州开具
的，补办的手续无法证明他真实的出
生日期。另外，世界上已核实的最老
生子纪录为９２岁，而德索萨３０岁的女
儿出生时，他已经１０１岁了，这让老年
医学专家感到不可思议。

据新华社1月17日电 对
于朝鲜提议美国停止军演等
换取朝方中止核试验，美国官
员16日作出回应，重申美方的
朝鲜“先去核，再对话”立场，
并劝朝鲜向伊朗学习。

朝鲜劳动党机关报《劳动
新闻》16日报道，朝鲜外务省
发言人日前表示，朝鲜提出的
以美国停止美韩联合军演换
朝鲜停止核试验、朝美缔结和
平协议等一切建议依然有效。

发言人说，正如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在新年致辞中所言，
今年朝鲜的首要任务是发展
经济和改善民生，因此朝鲜比
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稳定的
局势与和平的环境。发言人指
出，美国在韩国部署战略核打
击手段，同时还在联合国推动
以阻碍朝鲜和平经济建设和
改善民生为目的的“制裁决
议”。此举必将点燃战争导火
索，美方要为此承担责任。

对于朝方表态，美国副国
务卿布林肯16日说，在开始任
何对话前，朝鲜需用行动证明
其严肃对待“无核化”。“不幸
的是，十年来朝鲜完全违背了
其对国际社会的承诺，”他说，

“因此，我们很难非常认真地
对待他们的任何提议，尤其是
在他们进行第四次核试验之
后。”布林肯还呼吁朝鲜以伊
朗为榜样，“伊朗决定冻结，甚
至在某些方面是压低了其核

计划水平，以便允许有时间和
空间来看看我们是否能就一
项全面协议展开谈判。这就是
让（我们与伊朗达成）那份协
议的可能。”

问及美国是否会考虑停
止美韩联合演习，美国国务院
发言人柯比则说，美国对韩国
有同盟承诺，“我们将继续确
保这一同盟在各方面做好准
备，以保卫韩国民众和（朝鲜）
半岛安全。”

美国得克萨斯理工学院研究报告：

想想当当美美国国总总统统，，高高个个儿儿更更有有可可能能
据新华社1月17日电 美

国得克萨斯理工学院的一项研
究显示，似乎身高越高的候选
人，越有机会最终当选美国总
统。

美国金融新闻网站市场观
察网15日报道，研究人员分析
1789年至2008年的美国总统选
举发现，“高人一等”的候选人
当选几率接近60%。同时，迄今
为止，仅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国
总统达不到男性平均身高标
准，这一标准如今为大约175
厘米。多数总统身高至少大约
180厘米。

这项研究的共同作者施米
茨说：“我们发现在不同文化
中，偏爱较高的领导人几乎是
全球性特色。”那么，参与2016
年美国总统角逐的人选情况如
何？报道说，坦白地讲，多数身
高不高。

市场观察网提及，共和党
阵营的竞选人中，仅房地产大
亨特朗普和杰布·布什超过180
厘米，两人身高约为189厘米。
民主党阵营方面，呼声最高的
希拉里身高170厘米，比86%的
美国总统都要矮，仅比三位美
国总统高。共和党唯一的女竞
选人菲奥里纳身高为 1 6 7 厘
米，仅比一位美国总统高。当
然，作为女性，希拉里和菲奥里
纳比一般女性要高。因此，性别
在这场选举中可能扮演何种角
色仍有待观察。

市场观察网站认为，当然，
比起身高，有许多更好的方式
以评判一名候选人。不过，大家
无法完全忽视候选人身高对选
民的投票影响，正如得克萨斯
理工学院在研究中所说：“穴居
人的本能在选举政治领袖方面
依然扮演重要角色。”

印印尼尼确确定定四四名名恐恐袭袭嫌嫌犯犯身身份份

据新华社1月17日电 印
尼警方16日公开首都雅加达
袭击事件中7名死者的身份，
其中包括至少4名袭击嫌疑
人，同时宣布已逮捕12名涉恐
嫌疑人。另外，印尼执法部门
还关闭了十多个本土支恐网
站，并要求“脸书”、“推特”等
删除用户激进言论。

印尼国家警察总监海提
说，警方先前认定印尼男子纳
伊姆策划了这次袭击，后者效
忠于“伊斯兰国”，据信现身处
叙利亚。海提进一步说，支恐
资金经由美国西联国际汇款
公司进入印尼，“其中一名落
网嫌疑人先前收到过‘伊斯兰
国’转来的钱款”。印尼国家警
察总局发言人查尔利延说，12

名落网嫌疑人策划在其他城
市发动袭击，包括位于雅加达
东南部约120公里处的万隆。
按警方的说法，7名死者中至
少4人为袭击者，分别是阿菲
夫、阿里、沙龙和库尔尼亚迪；
1人名叫苏吉托，暂时不确定
是袭击者还是平民；2人为平
民，分别是加拿大人塔赫尔和
雅加达居民赫马万。

与警方行动相配合，印尼
信息执法部门密切跟踪袭击
后网络舆情，已关停至少11个
激进网站和多个社交媒体账
号，后者多发表支持恐怖袭击
的言论。同时，印尼政府层面
也向“脸书”、“推特”等社交媒
体发函，要求后者“立即封锁
或删除”相关激进内容。

马马来来西西亚亚挫挫败败恐恐袭袭阴阴谋谋

据新华社1月17日电 马
来西亚警察总监巴卡尔16日
说，警方在首都吉隆坡一处火
车站抓获一名企图制造自杀
式袭击的28岁男子，后者供认
自己接到一名身处叙利亚的

“伊斯兰国”武装人员的指令，
谋划在马来西亚发动自杀式
袭击。按巴卡尔的说法，“这名
嫌疑人还曾在（马来西亚）丁
加奴州、霹雳州、雪兰莪州和
柔佛州的多处地点悬挂‘伊斯
兰国’旗帜，反对马来西亚政
府逮捕这一极端组织成员。”

自印尼雅加达14日发生
多起爆炸事件以来，马来西亚
警方已把安全警戒级别提升
至最高级，并加强了在购物中
心、旅游景点等人员密集场所

的安保措施，严防恐怖袭击。
本月11日，3名试图加入“伊斯
兰国”的马来西亚人在吉隆坡
国际机场被捕。巴卡尔说，这3
人年龄在23岁至28岁之间，其
中两人是夫妻。他们去年11月
16日试图经土耳其前往叙利
亚时被查获，遭遣返回国。

值得一提的是，这３人均
由一个名叫吉迪的“伊斯兰
国”成员招募。这个化名哈姆
扎的马来西亚人通过社交网
站“脸书”等向他们发送消息，
蛊惑3人加入极端组织。过去
两年，马来西亚已逮捕150多
名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嫌
疑人，其中一些人据信曾谋划
在吉隆坡的“战略区域”发动
恐怖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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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岁“超能”女孩

不饿不困无痛感

据新华社1月17日电 英国7岁
女孩法恩斯沃思很少吃、很少睡、没
有痛感，被医生称为“超能”女孩。其
实，这是因为法恩斯沃思患有罕见的
6号染色体缺失。她的母亲特雷帕克
告诉《每日邮报》，最早注意到法恩斯
沃思的异常是在她出生几个月后，她
从来不哭，9个月大时白天就不睡了，
逐渐发展成三天三夜不合眼，如今只
能依靠药物入睡。小姑娘吃东西特别
挑，“没有饥饿感，对食物不感兴趣”，
曾经只喝奶昔，有一年只吃黄油三明
治，如今只吃鸡肉面。

更可怕的是，法恩斯沃思没有痛
感，这意味着她没有“危险意识”。有
一次，小姑娘心情不好咬嘴唇，结果
咬掉一块肉也不吭声，后来不得不做
整形手术矫正。还有一次，法恩斯沃
思被车撞到，被钩着往前拖了十多米
后摔倒在地，旁边的家人惊叫连连，
而小姑娘站起身，若无其事地走向家
人。英国罕见染色体异常现象互助小
组“唯一”的负责人、生物学家贝弗
利·瑟尔说，全球约有100人患有6号染
色体缺失，出现少吃少睡无痛感中的
部分症状，像法恩斯沃思同时出现三
种症状的，他们只听说过这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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