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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美国国总总统统走走上上古古巴巴街街头头
奥巴马抵达哈瓦那，对古巴展开访问

这这对对情情侣侣颜颜值值高高
全球“最帅医生”和2015年环球小姐冠军好上了

本报讯 据外媒报道，被
誉为“全球最帅”的美国纽约医
生迈克·瓦尔沙夫斯基近日宣
布自己“名草有主”，瓦尔沙夫
斯基的约会对象也是颜值颇
高，她正是2015年环球小姐冠
军、菲律宾小姐武茨巴赫。

据报道，瓦尔沙夫斯基证
实，他刚开始与菲律宾小姐武
茨巴赫约会，并坦言自己十分
兴奋。瓦尔沙夫斯基今年26岁，
6岁时跟着家人从俄罗斯移民
到美国，目前在新泽西州工作，
处于住院医师的第二年。除了
颜值高、身材好，瓦尔沙夫斯基
喜爱户外运动，还养了一只惹
人爱的哈士奇，他在社交网站
Instagram上展示日常生活的
照片，成为不少女士心目中的

“男神”。2015年底，他被美国
《人物》杂志誉为“全球最性感
医生”。

他的女朋友武茨巴赫现年
27岁 ,职业是演员和模特。她
出生在德国斯图加特市,在菲
律宾长大。武茨巴赫最令人印
象深刻的，就是去年环球小姐
选美决赛颁错后冠事件。当时
主持人在宣布结果时，竟误将
亚军当成冠军，将后冠颁给了

来自哥伦比亚的古铁雷斯。可
是，古铁雷斯头上的后冠仅仅
戴了几分钟，主持人便尴尬地
宣布，自己搞错了。古铁雷斯
头上的后冠就在全球逾千万
电视观众的面前被取下，改为
戴在真正的冠军武茨巴赫头
上。虽然之后主持人在推特上
发文道歉，但此事还是惹怒了
哥伦比亚民众，很多哥伦比亚
人认为这是“欺骗”，一些人用

“他们拿走了她的王冠”“史上
最短时间女王”等言论表达自
己的不满之情。

上个月，瓦尔沙夫斯基在
社交网站Instagram上贴出与
武茨巴赫的合照，一时间两人
交往的传言甚嚣尘上。一个星
期前，武茨巴赫在社交网站直
播聊天中仍对自己的恋情只字
未提，仅表示履行环球小姐职
责是她的第一要务。不过，她之
后公开了与瓦尔沙夫斯基结伴
看拳击赛的合照。

虽然瓦尔沙夫斯基说他们
的恋情刚刚开始，希望能有好
的发展，但不少网友已经开始
猜测，这对高颜值的情侣将来
的孩子究竟会长成什么样子。

（宗禾）

疑似马航３７０残片

运抵澳洲鉴定

澳推出全球首款

送外卖机器人

据新华社悉尼３月２１日电
世界知名比萨连锁公司达美乐
澳大利亚公司日前宣布，该公司
已经研制出全球首款送外卖的
机器人。

这款机器人由达美乐和悉
尼一家科技公司“马拉松机器
人”合作研发，实质上是用来送
餐的四轮迷你无人驾驶汽车。它
时速最高可达２０公里，配备全球
定位导航系统，能计算出最佳路
径；内置激光传感系统，可避开
障碍物。车上有可以保温的食品
箱，一次最多可放１０张比萨。机
器人抵达目的地后，顾客需输入
验证码方能取餐。

达美乐澳大利亚公司首席
执行官唐·梅伊表示，外卖员送
餐效率不高，这款机器人很高
效，能够降低劳动力成本。而且
机器人安装了摄像头，可将沿途
图像实时上传云端，防止有人破
坏机器人。

这款机器人从２０１５年开始研
发，虽然已具备上路能力，不过仍
需澳大利亚联邦和各州相关部门
测试后才能获准正式启用。

据新华社堪培拉３月２１日电
澳大利亚基础设施和交通部长

达伦·切斯特２１日发表声明说，在
东部非洲国家莫桑比克发现的两
块飞机残片当天已运抵澳大利亚，
澳方将对残片进行鉴定，以确定它
们是否属于马航３７０航班客机。

切斯特在声明中指出，澳大
利亚运输安全局实验室将对这两
块残片进行正式调查，来自澳大
利亚、马来西亚和制造商波音公
司的专家将参与此次鉴定工作。
三方专家将仔细分析这两块残
片，但目前尚无法确定何时能得
出结论。

２０１５年年底，一名南非少年
在莫桑比克度假时发现一块飞机
残片。今年２月底，一名美国游客
在莫桑比克海岸发现了另一块残
片。两块残片的发现者都怀疑残
片属于马航３７０航班。

２０１４年３月８日，从马来西亚
吉隆坡飞往中国北京的马航３７０
航班客机失踪，机上载有２３９人。
２０１５年１月２９日，马来西亚民航局
宣布该航班客机失事，并推定机
上所有人员遇难。

英“网络社交一代”

真实社交能力堪忧

据新华社3月21日电 英国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一项调查
结果显示，在社交网络伴随下成
长的年轻一代虽不乏网络社交
达人，但他们中不少人在现实生
活中感到孤独，不爱出家门，缺
乏社交能力，有的甚至“不敢接
电话或应门”。

研究人员调查了１０００名１２至
１７岁的青少年，发现６０％有孤独
感，女生的孤独感更甚于男生。调
查对象中，三分之一感觉自己在
朋友中不受欢迎，５％说从未在放
学后与小伙伴一起玩耍。

负责这项调查的珍妮弗·劳
告诉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记
者，青少年的孤独感是个问题，
可能伴随着焦虑和抑郁，还有碍
社交技能的发展，而社交技能在
日后的工作中非常重要，却难以
教授，因为社交技能应当在青少
年时期自然而然学会。调查委托
方英国国民信托的首席执行官
迈克尔·莱纳斯说，这项调查暴
露出年轻一代的孤独程度和社
交互动的缺乏，这将不利于他们
将来的幸福感和英国经济发展。

行程安排

满满当当

奥巴马乘美国总统专机
“空军一号”于当天下午４时
２５分抵达哈瓦那何塞·马蒂
国际机场。奥巴马的夫人和
两个女儿，以及部分民主党、
共和党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
同机抵达。古巴政府多位高
官候在机场迎接奥巴马及美
方代表团的到来，但最高领
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不在其
中。古巴方面表示，劳尔计划
21日在革命宫殿欢迎奥巴
马。

奥巴马此次访问古巴，
行程安排得满满当当。古巴
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１７日曾
表示，奥巴马访问古巴行程
包括参观哈瓦那老城区、与
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
举行正式会谈、出席两国经
济界人士的会议，以及在哈
瓦那进行演讲等。

行程的重头戏之一是
奥巴马在哈瓦那大剧院面
向古巴人民发表演讲，白宫
形容其“占据很重的分量”。
古巴这一系列安排为奥巴
马提供了充分的平台来谈
合作、聊政策、看市容，作为
冷战时期的对手，相比昔日
对美国的态度，此次古巴发
生了转变。

两国自2014年年底重
启双边关系正常化进程以
来，古巴经济在一年多的时
间里发生了跳跃式的变化。
由于长期受到美国的经济
封锁，古巴的经济虽然相对
稳定，但增幅从未超过3%，
2014年GDP增长率一度缩
小至1 . 3%，但2015年，古巴
GDP增幅达到了4%。

古巴的支柱产业旅游业
获益明显。美古大使馆去年
重新开放，在仅半年的时间
里，获准赴古巴旅行的美国
人数上升了54%。恢复直航
后，每天将有约110架航班往
来于美古之间。

与古巴民众互动

20日下午，奥巴马带着妻
子和两个女儿冒雨徒步参观
哈瓦那老城区。尽管雨下得很
大，数百名当地民众仍然站在
街道两旁等待奥巴马经过。当
奥巴马及其家人出现时，人群
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人们大
声喊出奥巴马的名字。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古
巴民众非常期待奥巴马的到

来。在哈瓦那，工人把老城区
的街道清扫得几乎一尘不染，
还将楼栋建筑粉刷一新，部分
城区甚至还挂起了美国国旗，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许
多古巴人希望奥巴马来访将
为两国进一步开放铺平道路。

“我想我们会发生一些变化，
但过程会很慢。”哈瓦那居民
鲁路·派尼厄拉说。

有分析称，奥巴马希望借
助此次访问向古巴民众介绍美
国的价值观和所谓的民主理
念，同时可以平息美国国内的
质疑声和批评声。不过，古巴政
府对此展示出充分自信，古巴
外交部美国事务副司长古斯塔
沃·马钦表示：“我不认为古巴
人民会被北美文化所迷惑，我
们不害怕同美国建立联系。”

美国酒店进军古巴

20日，美国万豪国际宣布，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
室批准万豪国际酒店集团进入
古巴从事商业活动。万豪国际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尔内·索
伦森说，万豪将携自身品牌进
入古巴市场，同时为古巴人提
供专业的酒店管理培训。

本月初奥巴马政府放宽美
国人赴古巴旅游政策后，美国

旅游业大呼振奋。不过，旅行社
抱怨古巴酒店行业接待能力

“有限”，高端旅游地产匮乏。北
美旅游咨询网站“旅游脉动”认
为，万豪国际进入古巴市场，将
明显增加美国游客在古巴的酒
店入住选择。不过，万豪在古巴
同样面临本国同行的竞争。

美 国 房 屋 分 享 平 台
Airbnb是最早进入古巴市场

的美国知名企业，２０１５年４月
即获准在古巴运营。Airbnb２０
日宣布得到奥巴马政府特别
许可，自今年４月２日起向全世
界游客提供服务。此前一天，
美国喜达屋酒店及度假村国
际集团宣布，自己将成为近６０
年来首个在古巴经营的美国
酒店类企业。
据新华社、中新网、中国日报

美国总统奥巴马当地时间２０日下午抵达哈瓦那对古巴进行访问，
成为１９２８年以来首位访问古巴的美国在任总统。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
格斯前往机场迎接，但古巴最高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并未现身机场。
随后，奥巴马与妻女冒雨参观了哈瓦那老城区。

奥巴马（中）携夫人和两个女儿冒雨参观哈瓦那老城区。

▲瓦尔
沙夫斯基与
武茨巴赫的
合照

去年
的环球小姐
决赛上，古铁
雷斯（左）头
上的后冠被
取下，颁给武
茨巴赫（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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