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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世界·综合

日本暴雨遇难人数升至200人
新华社消息

据日本
警察厅7月12日发布的最新
信息，
日本西部地区暴雨灾
害遇难人数已升至200人。
另据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
12日的消息，
目前暂无中国
公民的伤亡报告。

据 日 本 媒 体 报 道 ，截
至12日上午，以冈山、广岛
为 中 心 的 16 个 府 县 已 有
5600人进入政府指定的避
难所避难。日本首相安倍
晋三12日在“非常灾害对
策本部”第四次会议上表

示，将为受灾地区提供7.1
万户临时住宅。
据日本国土交通省统
计，
截至12日上午，
受此次暴
雨影响，日本共有31个道府
县的519处发生沙土灾害，
其
中382处为山体垮塌，
119处

为泥石流，
18处为滑坡。其
中，
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广岛
县发生沙土灾害达70处。
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
已 于 11 日 派 出 首 批 先 遣
组，赴受灾严重的冈山县、
广岛县慰问受灾侨胞和留

学生。先遣组人员到现场
查看了因暴雨损毁的侨胞
房屋，并将救灾物资和祖
国的温暖送到受灾者
手中。受灾侨胞深受感动，
表示这增强了他们战胜灾
难的勇气和信心。目前，中

（籍）

国驻大阪总领事馆应急处
置小组已采取协调救灾物
资、转移重灾区侨胞、开通
领保绿色通道等措施，全
力保障受灾地区中国公民
的人身安全，做好善后工
作。

（姜俏梅 王可佳）

泰国足球少年救援故事被好莱坞看上了
新华社消息

北约峰会
7月11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北约总部，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中左）与美国总统
特朗普（中右）在北约峰会开幕式上握手。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1日在新闻发布会上
说，北约29国领导人在当天的北约峰会上就成员国责任分担、打击恐怖主义以及加强北
约威慑和防御达成一致。
摄影/新华社记者 叶平凡
葡萄牙警方逮捕56名摩托车黑帮成员
新华社消息

葡萄牙
警方7月11日在全国多个
城市展开搜捕行动，共逮
捕了56名摩托车黑帮“地
狱天使”
成员。
葡警方在11日的新闻发
布会上宣布，警方当天对不
同城市的80多处
“地狱天使”

一窝8只
新华社消息

窝点进行了搜查，并逮捕了
56名帮派成员，
其中包括4名
德国人和1名芬兰人。
他们涉
嫌参与谋杀、
盗窃和敲诈等。
据报道，为防“地狱天
使”成员下周在葡南部的
法鲁市集会时发生暴力事
件，约400名警察在首都里

斯本及附近的塞图巴尔、
南部的法鲁以及北部的阿
威罗等市同时展开先发制
人的搜捕行动。
今年3月，
“ 地狱天使”
内部不同派别的成员在里
斯本一家餐馆发生冲突，
造成6人重伤。

（章亚东）

濒危墨西哥狼崽成动物园明星

同一窝
出生的8只濒危物种墨西
哥狼的幼崽近日成为墨西
哥一家动物园的明星。
法新社7月11日报道，
母狼“珍珠”今年4月在墨
首都墨西哥城“土狼”动物
园产下这窝狼崽。一般而
言，墨西哥狼一窝最多只
产4只狼崽。一下子迎来8
只狼崽，让动物保护人士
喜不自胜。
这窝狼崽中6只为雄
性。据10日看到它们的法
新社记者描述，狼崽们“确
实可爱”
，有“不太尖的耳
朵、细长的腿、棕黑相间的
毛皮和淡褐色的眼睛”
。
墨 西 哥 环 境 部 说 ，墨
西哥与美国上世纪80年代

起共同开展保护墨西哥狼
项目，这窝狼崽是在墨西
哥首都地区动物园降生的
数量最多的一群。如今“珍
珠”所在的狼群数量已增
至17只。专家们希望，有朝
一日能把它们放归野外。
两年来一直照看“珍
珠”一家的动物园管理员
费利佩·弗洛雷斯说，
“珍
珠”临产前一周开始待在
动物园林区一处类似洞穴
的兽窝。公狼“约尔迪克”
则带着1年前出生的7只小
狼负责守卫和提供食物。
整个生产过程没有人类干
预，也没有影像记录，以尽
量模拟自然环境。
“当我们看到
‘珍珠’
出
了洞、瘦了些，便知道它们

已出生，
”弗洛雷斯说，
“过
了三周半，全家都出洞了，
最小的几只最引人注目，
因
为它们最爱玩、
胆子最大。
”
墨西哥狼是北美地区
个头最小的狼亚种，
过去数
百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
新
墨西哥州和得克萨斯州以
及美墨边境的马德雷山脉
活动。
墨西哥狼濒危的主要
原因是人们认为它们携带
狂犬病毒、会袭击牲畜，
因
此展开系统性捕杀。
墨西哥首都动物管理
部门工作人员胡安·曼努
埃尔·莱丘加说，目前“全
世界墨西哥狼仅 350 只 ”
。
自1989年以来，墨西哥城
的动物园内共降 生 156 只
墨西哥狼崽。

（海 洋）

两家好
莱坞电影制作公司计划把
泰国足球少年获救的故事
搬上荧幕。
路透社7月11日援引总
部位于洛杉矶的艾文霍影
业公司总裁约翰·佩诺蒂的
声明说，
泰国海军和政府选
择艾文霍影业把这次救援
行动改编成电影，由影片
《特种部队2：全面反击》华
裔导演朱浩伟执导。
朱浩伟12日在社交媒
体推特上说，这是“关于一
群人解救另一群人的美丽
故事”，他“拒绝好莱坞粉
饰”救援过程。
另一家影视制作公司
“纯弗利克斯娱乐”创建人
之一迈克尔·斯科特11日
告诉美联社记者，公司已
派多名制片人赴现场采访
救援人员，准备在荧幕上

重现这次救援。
斯科特说，他对这次
救援有特殊的感情。
他的妻
子是泰国人，
与在救援行动
中溺水身亡的泰国海军特
种部队“海豹突击队”前成
员从小一起长大。
他今年夏
天就住在泰国首都曼谷，
近
日还和制片人亚当·史密斯
去了清莱洞穴周边。
“纯弗利克斯娱乐”先
前制作多部关于宗教和家
庭的电影。
路透社认为，将这次
救援行动拍成电影面临诸
多挑战。首先，制片公司需
要获得获救人员及其家属
以及相关救援人员的允
许。其次，这个救援行动难
度相当大，复制这一过程
意味着制作成本高昂，水
下拍摄得砸不少钱。另外，
电影制作时间长，出品时

公众对救援的关注度或已
减退。
相比之下，电视的反
应速度更快。美国广播公
司王牌栏目《20/20》已播放
一期特别节目，聚焦这次
救援。美国探索频道则定
于13日播放关于这次救援
的一小时纪录片。
12名11岁至16岁泰国
少年足球队员和1名教练6
月23日进入清莱一处洞穴
后与外界失去联系。来自
多国的1000多名救援人员
经10天搜寻，于7月2日晚
在距洞口约4公里处发现
被困人员。球员和教练受
困洞穴18天后于本月10日
全部获救。参与救援的中
国洞潜专家说，这次救援
行动是世界上难度最大、
风险最高的营救行动之
一。

（王鑫方）

英一闭锁综合征男孩用眼神写作
新华社消息

英国男
孩乔纳森·布赖恩只有12
岁，还是闭锁综合征患者，
难以与外界交流。他在母
亲的帮助下，用眼神写作，
不仅出版了自传，现在还
写起了小说。
乔纳森与家人住在威
尔特郡奇彭纳姆。母亲钱
特 尔 怀 孕 36 周 时 遭 遇 车
祸，导致胎盘早剥。这让乔
纳森出生时就有肾衰竭和
严重脑损伤，
患上闭锁综合
征。
这种病系脑桥基底部受
损所致，患者虽意识清醒，
但不能讲话，
双侧面瘫，
舌、
咽及构音、
吞咽运动均有障

碍，身体也不能动。乔纳森
因此被认定有
“深度多种学
习障碍”
。
到了学龄后，家人
把他送到一所特殊学校就
读，
但那里的老师也没法教
他读书、写字。母亲钱特尔
没有放弃努力，乔纳森7岁
时，她开始在家教他认字。
她制作了三块对话板，
上面
分别带有英文字母、
数字和
标点符号，
教会乔纳森用眼
神指向一个个目标，
用眨眼
代表对错，
从而拼出想说的
词汇和句子。
去年6月参加完小学
毕业考试标准成绩考试
(SATS) 后 ，乔 纳 森 开 始 写

自传。他通过对话板敲定
内容，再由旁人记录在电
脑上。谈及这本书的创作
过程，乔纳森告诉英国《每
日邮报》：
“ 我写得很慢，先
构思，再写下来。我不喜欢
重复用同样的词……大部
分时间我在写作，但不包
括周日和假日。
”
不久前，192页的自传
《眼睛能写作：一个男孩沉
默灵魂展露的回忆》 正式
出版。乔纳森对此感到高
兴，家人和朋友也为他感
到自豪。眼下，乔纳森又开
始了新的创作，这次是小
说。

（乔 颖）

皮肤问题反反复复问题出在哪里？
皮肤问题因七毒入侵的程度不同，形成的原因也各不相同，有的在血液里，有的在经
络里，有的在幼皮层，有的在真皮层，有的在表皮层，还有虫邪生成了真菌，并且发于外表
部位，形态更是有所差别，所以一种药解决多种病是不科学的，七毒入侵须分型分方，对
证施调，
才能从根源断绝病源。
仲景张正堂取法于1700年的古方，
实行分型分调理，
在完整
继承了祖先的秘方和制作工艺的同时，运用了现代技术将有效成分进一步提高升华，上
市以来引起皮肤病患者的高度关注，很多人在疑虑中前去免费体验几次后，好评如潮，在
老百姓中口碑相传。免费体验地址是内蒙古展览馆西150米路南仲景张正堂皮肤调理中
心，
该机构电话是：
0471-25396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