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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拆除美国马萨诸塞州东北部一所废弃
中学时，建筑工人发现了一个 124 年前留下
的“时间胶囊”。

美联社 10 日报道，建筑工人在关闭多年
的斯旺普斯科特初中大楼门阶下发现这个

“胶囊”。“时间胶囊”埋于 1894 年 4 月 28 日，
正是这所学校启用日期。“胶囊”大小如鞋盒，
内含两份 1894年的报纸、美国南北战争军装
碎片、一枚战争勋章、当地参战者名单等物
件。

斯旺普斯科特镇计划委员会主席安杰
拉·伊波利托说，他们知道“时间胶囊”的存
在，但并不清楚具体位置，这一发现“相当令
人激动”。

“时间胶囊”已经移交给位于马萨诸塞州
东北部安多弗镇的东北文件保存中心，稍后
将接受评估。伊波利托说，希望这些物品能
在斯旺普斯科特镇市政厅展出。

（新华社特稿）

美国一废弃中学
现百年前“时间胶囊”

“罗尔夫”每天步行数百米前往英国沃里
克大学，辗转各个教室“上课”，一些时候会在
课堂上打盹……“罗尔夫”不是大学学生，而
是一只黑色猫咪，爱“上学”的喵星人。

英国《都市报》9 日援引“罗尔夫”主人海
伦的话报道，家人想尽办法，希望把“罗尔夫”
留在家里，但小家伙就是爱上学。

海伦回忆说，“罗尔夫”最初一次消失四
五天，家里人不知道它“是生是死”。它的颈
圈上有名字和联系方式，“我们经常接到沃里
克大学打来的电话，接到过 25个至 30个学院
的电话”。它去过校园内各个地方，教室、学
生宿舍、咖啡馆等，最常去的院系之一是经济
学院，有时趴在教授膝上小憩。“它常去课堂，
有一次闯入一堂讲述莎士比亚戏剧中动物作
用的课，在那里喵喵叫唤。”

海伦说：“它与大学保安人员成了朋友，
总是由他们带它回家。”

海伦说，“罗尔夫”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
方。其他家猫出行范围不超过 200米，“罗尔
夫”最多能走 3000米；在建筑内部善于突破，
懂得如何进入十字旋转门，如何乘坐电梯上
7楼。

“罗尔夫”成了网红，在社交媒体上有不
少粉丝。一些人称它“大学校园猫”，甚至呼
吁校方给它颁发荣誉学位。

（新华社特稿）

爱“上学”的喵星人
你见过吗？

英国大英博物馆定于 10日举行一个非公
开仪式，向伊拉克驻英国大使萨利赫·侯赛
因·阿里交还八件大约 5000年前的物件。

这批文物在 2003 年伊拉克战争中遭劫
掠，辗转来到英国。考古学家不仅鉴定它们
来自伊拉克，还认定它们出自庙宇，相当于侦
破一桩考古学“悬案”。

伦敦警方 2003 年 5 月没收这批文物，因
为一名文物贩子不能提供显示文物出处的合
法文件。警方向大英博物馆托付这批文物，

包括护身符、印章和陶土烧制的锥体等物
件。

来路不明的文物通常难以查明出处。不
过，这批文物中 3 个锥体上刻有两河流域早
期居民苏美尔人使用的楔形文字，给考古学
家以线索。更巧的是，这些椎体与伊拉克南
部古城吉尔苏发现的锥体文物相似，而大英
博物馆与伊拉克考古学家自 2016年以来在当
地一直有合作。

大英博物馆在当地考古小组的负责人塞

巴斯蒂安·雷耶说：“强盗们遗留在劫掠洞口
旁边的破碎物正是与被没收锥体有着一模一
样雕饰的断裂锥体。”同样的锥体出现在当地
埃尼努神庙一堵墙上，因而精确锁定遭劫掠
文物的出处。

“我们或许能推测这些物件大致来自伊
拉克南部，”法新社 9 日援引雷耶的话报道。

“但（将范围）缩小到具体某处遗址甚至某个
洞口，这极其罕见。”

（新华社特稿）

大英博物馆归还八件伊拉克文物

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 9日在国防部发表
演讲时宣布，创建美国第六军种“太空军”的
时刻“已经到来”。美国国防部将在 2020年前、
即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建成“太空
军”。然而，美国政府内部对此存在质疑声音，
有军事专家认为美军成立“太空军”的时机尚
不成熟。

成立新军
彭斯当天在五角大楼演讲时说，“美军不

仅应存在于太空，更应控制太空”，称美国将
争取在 2020 年成立“太空军”。美国国防部同
日发布一份 15 页的报告，介绍了关于“太空
军”的简要构想，表示将在近期开始准备，明
年寻求国会批准正式建军。

实际上，这份报告早在 7月底就遭美国媒
体曝光，美国防部由此决定推迟报告发布时
间，但内容上并未进行显著调整。

根据这份报告，美国防部将于近期设立
太空司令部、太空作战部队、太空开发局三个
机构。此前美国空军有一个太空司令部，新太
空司令部的任务是加强并升级太空作战能
力，主官将是四星上将，拟暂由美国空军太空
司令部司令兼任，并将从欧洲战区开始，相继
在各战区司令部部署联络员。

太空作战部队将整合美军各军种有关太
空作战的专业人员，计划在短时间内完成整
合，并在明年夏天前分别向欧洲战区和印太
战区派遣“太空专家队”。

太空开发局的任务是开发并测试下一代
太空作战技术。国防部拟通过设立太空开发
局统筹军用卫星的开发和采购。太空开发局
将注重提高相关科技的开发速度，并吸收更
多商业资本进入太空科技开发领域。

此外，国防部还将设立一名专职助理部
长，负责统筹设立“太空军”事宜。

彭斯说，国防部明年申请国防预算时，将
纳入设立“太空军”所需经费。同时彭斯呼吁
国会拨款 80亿美元提升美军太空安全系统。

遭受质疑
美国太空作战部队目前归属空军太空司

令部指挥。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 6月突然表示，
他要求军方尽快研究将太空作战力量独立成
军的可行性。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在发布
这一消息前并未同军方和国会取得广泛共识，
因此这一建议在军内和议员中引发不小争议。

美国军方和国会对于加强美军在太空领
域的投入存在共识，但对于是否应成立负责
太空战争的独立军种存在不同意见。一些人

认为，可将目前隶属于空军的太空司令部提
升为更高一级的联合作战司令部，既提升太
空作战指挥级别，又不需投入过多人力物力
进行架构建设。

美国前空军部长德博拉·詹姆斯就持这
一观点。她近期在华盛顿一个研讨会上表示：

“美军高层没有一个人支持成立‘太空军’，但
由于总统的指令，现在进退两难。”

她说，如果将空军的太空司令部提升成联
合作战司令部，可以更有效指挥太空作战。“一
个新军种可以用来培训、组织和配装，但不能
指挥战斗。联合作战司令部才能指挥作战。”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议员英霍
夫也于日前表示，理解特朗普的“情感”，但认
为可以不成立新军种就达成加强太空作战能
力的目标。

由于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因病
休养，英霍夫在该委员会有很大话语权。新出
炉的“太空军”计划如想获得国会批准，仍有
许多工作要做。

战略不明
按照美国国防部的报告，“太空军”的战

略目标包括两点：保护美国在太空中的核心
利益，如保证美国可以不受干扰地进入太空

并在太空中自由航行；部署新一代武器以支
援战斗部队。

然而，有军事专家认为，这样过于简略的
战略目标不能为创立“太空军”提供足够依
据，美军目前也没有足够依据表明创立“太空
军”的必要性。

美国外交政策研究机构太平洋论坛研究
员、防务专家斯特凡·索桑托日前撰文指出，由
于人类历史上从未在太空发生冲突，围绕太空
领域的战争尚有法理和战略问题需要考量。

索桑托说，美国需要解答两个问题，即针
对美国在太空部署装置的打击是否等同于针
对美国本土的打击？在太空战争中应如何对
待属于私人、外国或国际组织的太空资产？美
国乃至国际社会需要在此类问题上达成共
识，才能避免误判。

索桑托说，由于不能确定未来战争会延
伸至太空，因此“太空军”应采取何种作战形
式也不能确定。“太空军应为什么样的战争做
准备？是一场以干扰美国通信系统为目的的
局部冲突，还是同对手在各个领域殊死搏斗
的战场之一？如果是前者，那么美国卫星系统
受到的威胁极其有限，而如果是后者，则美国
所有太空资产或都不能幸免于难。”

（据新华社电）

特朗普“太空军”计划遭各方质疑

韩国统一部 9 日证实，朝韩定于 13 日举
行高级别会谈，回顾《板门店宣言》执行情况、
磋商两国首脑再次会晤筹备事宜。

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
可能借韩朝首脑今秋再会契机斡旋，为加快
落实美朝领导人新加坡会晤成果提供助力。

【承前启后】
统一部 9 日说，朝方当天上午提议 13 日

在板门店朝方一侧统一阁举行高级别会谈，
韩方当天回信同意。韩方代表团将由统一部
长官赵明均率队。

统一部新闻公告说：“通过即将举行的高
级别会谈，双方将深入讨论强化落实板门店
宣言的办法，就成功举办韩朝首脑会晤交换
意见。”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和韩国总统文在
寅 4月 27日在板门店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

会晤，签署《板门店宣言》，达成多项共识，包
括承诺停止敌对行动、建立互信、致力于朝鲜
半岛实现和平，确认实现无核化目标。按韩
联社的说法，双方首脑已经承诺今秋在朝鲜
首都平壤再次会晤。

统一部新闻公告说：“我们将通过对话合
作加紧落实板门店宣言，为可持续发展韩朝
关系和建立半岛持久和平机制竭尽全力。”

韩朝双方今年举办了三场高级别会谈，
分别在 1月初、3月底和 6月初。

韩联社报道，除上述两项议题，第四场高
级别会谈还有望商议由金正恩所提在韩国首
都首尔举办朝韩秋季联合演出和朝韩统一篮
球赛的日程。

【韩方助攻？】
法新社报道，文在寅和金正恩今秋再会

将聚焦正式结束朝鲜战争。

这将是文在寅和金正恩第三次会晤。5月
26日，两人在板门店朝方一侧的统一阁第二次
会晤，就履行《板门店宣言》、实现朝鲜半岛无
核化和地区和平稳定繁荣等议题交换意见。

一些舆论猜测，朝韩领导人可能本月底
再会，届时文在寅将为推动快速落实新加坡
会晤成果而斡旋。

按韩联社的说法，一些人担心，美朝双方
落实美朝领导人新加坡会晤成果慢于预期，
双方近期显现相互“推责”趋势。

韩国朝鲜问题专家邱甲禹（音译）说，文
在寅将再次尝试扮演朝美“调停者”，帮助两
方找到无核化议题的“共同点”。

但韩国国立外交学院教授金铉旭（音译）
提醒，文在寅将在“独立推动韩朝关系发展和
跟随美国对朝显现强硬之间”陷入两难。

新华社特稿

朝韩高级别会谈筹备首脑再会

新华社吉隆坡8月10日电 马来西亚吉隆坡高等法院
10日宣布，前总理纳吉布被控贪污、背信和洗钱案将于明年
2月 12日至 28日、3月 4日至 29日进行审理。

纳吉布面临贪污、3 项背信罪和 3 项洗钱罪指控。这 7
项指控全部与国家投资公司“一马公司”前子公司 SRC国际
有关。纳吉布被控在担任总理、财政部长期间非法获得
4200万林吉特（1林吉特约合 0.24美元）利益。

办案法官表示，此案原本可望在今年 10月或 11月开庭
审理，但是鉴于纳吉布律师主张“尚未来得及查阅文件”，加
之此前一些拥有较高关注度的案件开庭较晚，所以法院最
终同意延后审理此案。

“一马公司”是纳吉布于 2009年担任总理后设立的国家
投资基金，SRC国际是该公司旗下企业。

法院对纳吉布被控贪污、背信和洗钱案的审判将决定
纳吉布会否成为马来西亚首位入狱的前总理。按照马来
西亚法律，贪污和背信罪最高可被判处 20 年监禁，洗钱罪
最高可被判处 15 年监禁和高额罚款。

马来西亚前总理面临七项指控

88月月88日日，，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中中））走出吉隆坡一处法庭走出吉隆坡一处法庭。。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