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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5 月 30 日发布
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美麻疹病例已经接
近 1000个，达到 27年来最高。

不少卫生专家说，这一轮疫情何时结束
是未知数。美国十几年前宣告“麻疹绝迹”，
疫情如果继续意味着这一传染病卷土重来。

【近千起】
据疾控中心汇总，今年前 5 个月出现 971

个麻疹病例，高于 1994年全年的 963个。
疫情波及 26 个州，纽约市是重灾区。那

里的疫情去年 10 月开始，达到美国地方麻疹
疫情近 30年来最严重程度。一些没有接种疫
苗的儿童前往暴发麻疹疫情的以色列，随后
回到纽约，成为首批麻疹患者。

布鲁克林两个居民区确诊麻疹病例超过
500个，“中招”者多数是正统派犹太教徒社区
没有接种疫苗的儿童。42 人由医院收治，其
中 12人进了重症监护室。

大多数麻疹患者可能出现发热、流涕、咳
嗽和全身皮疹等症状。少数患者会有并发
症，包括肺炎和严重脑肿胀。疾控中心说，一

般情况下，每 1000 名麻疹患儿会有一至两人
死亡。

美国今年麻疹疫情迄今没有出现死亡病
例。

美国 2000 年宣布麻疹绝迹，即全国连续
12个月以上没有出现麻疹病例。多名官员警
告，如果疫情继续，美国恐怕会失去“麻疹绝
迹”状态。

【抓接种】
多名卫生官员说，美国麻疹疫苗整体接

种率高，疫情发生在家长不愿让孩子接种疫
苗的社区。匹兹堡大学公共卫生研究生院卫
生政策和管理主管马克·罗伯茨认为：“没有
（接种）疫苗是疫情暴发的原因。”

疾制中心建议一岁以上人群接种麻疹、
腮腺炎、风疹三联疫苗。童年感染过麻疹的
人具备免疫力，因而无须接种。

纽约市今年 4 月下令布鲁克林 4 个邮政
编码区域的所有儿童和成年居民必须接种麻
疹疫苗，否则面临最高 1000 美元罚款。多名
官员说，123人因拒绝接种而收到传票。

纽约市卫生部门投入 400 人应对疫情，
与社区组织合作，更好地支持疫苗接种。去
年 10月起，市政府向布鲁克林威廉斯堡和伯
罗公园居民区的青少年儿童提供 2.5 万剂疫
苗。

疾控中心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说：
“麻疹可预防，结束疫情的方式是确保所有适
合接种疫苗的儿童和成年人接种疫苗。”

疫苗“安全，不会导致自闭症”，雷德菲尔
德提醒家长，接种疫苗不危险，得麻疹才危
险。

【会更糟】
纽约市 4 月新增麻疹病例 173 个，本月有

所下降，确诊 60 例。市政府卫生专员奥西瑞
斯·巴博特认为，应对麻疹疫情的举措“让我
们处在正确轨道上，疫情很快会结束”。

美国近代最严重的麻疹疫情 1958 年发
生，病例数超过 76.3 万个，552 人死亡。上世
纪 60年代，麻疹病例因疫苗普及而显著减少；
1983年，全年麻疹病例降至 1500个以下。

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麻疹在美国卷土重

来，多数患者是城市贫民区没有接种疫苗的
非洲裔、拉丁美洲裔儿童；1990 年，麻疹病例
超过 2.7 万个，大约 90 人丧命；1993 年，联邦
政府设立项目，为无力付费的家庭接种疫苗，
病例减少。

美国今年是否会重现上世界 90年代的麻
疹疫情？美联社解读，可能不会，原因是如今
整体疫苗接种水平较高；麻疹病例高发期是
春季，现在差不多已经入夏。

只是，不少专家对麻疹的流行现状感到
吃惊，认为一些近况让形势难以预料。比如，
社交媒体掀起反疫苗运动；麻疹病毒从其他
国家进入美国的几率持续增加。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全球去年麻疹
病例 8.25万个，比前一年高三倍多。

美国上一次大规模麻疹疫情 1992 年出
现，有 2200多个病例。疾控中心医生汤姆·克
拉克说，即便纽约市麻疹疫情继续，今年病例
数应该不会超过 1992年。

但克拉克有些不安，因为“后续几个月会
怎么样，我们不知道”。

（新华社特稿）

病例27年最多 麻疹在美卷土重来

美国斯克里普斯全美拼字大赛 5 月 31 日结
束。由于高手较多、难分胜负，主办方决定，让 8
人共享冠军称号。

斯克里普斯全美拼字大赛 1925年开始，每年
一届，由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未成年人参加。出题
人提供某个英文单词的发言和含义，让选手拼
写。

今年的比赛 5 月 28 日拉开帷幕，吸引 562 名
选手，5月 30日开始的决赛竞争激烈，一直延续至
5 月 31 日凌晨。主办方决定，给予所有通过第 20
轮比拼的选手冠军称号。每名选手赢得 5万美元
奖金和奖杯。

主办方说，以往出现多人共享冠军称号的情
况，但 8人称冠是第一次。

主办方代表佩奇·金博尔说，比赛即将结束
时，“我们可以提供的拼写题几乎要用完。他们
当中大多数人为这场比赛准备多年……（在英文
单词拼写领域，）他们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

8 名冠军选手一路过关斩将。 bougainvillea
（三角梅）、aiguillette（金属饰带）、pendeloque（梨形
宝石）等生僻单词难不倒他们。

这次比赛有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选
手参加，但赢得冠军的 8 人都是美国人，6 男 2 女
中最年幼者 12岁，最年长的 14岁。

（新华社微特稿）

美拼写大赛
8人共享冠军称号

新华社洛杉矶电 美国航天局“好
奇”号火星车日前在火星上发现了大量黏
土矿，这是其自 2012年 8月登陆火星以来
找到的最大存量黏土矿。这一发现有助
于研究火星历史上是否有水乃至生命存
在。

美国航天局 5月 29日表示，“好奇”号
在名为“阿伯莱迪”和“基尔马里”的两处
基岩钻探所获取的两个样本中发现了这
些黏土矿。“好奇”号 5 月 12 日的最新“自
拍照”中，记录了这一新发现的位置。

据介绍，这一区域位于火星夏普山较
低海拔处。“好奇”号搭载的矿物学仪器分
析了这些岩石样本。除了大量黏土矿，仪
器还发现少量赤铁矿，这种氧化铁矿物质
在“薇拉·鲁宾”山脊北侧较为丰富。

美国航天局表示，黏土矿的形成一般
需要有水的参与，这一发现意味着火星过
去可能存在水。据推测，这一区域的岩石
可能曾经是古代湖泊中的泥层。随着时
间推移，水与沉积物相互作用，在岩石中
留下大量黏土。

除了钻探和分析样本，“好奇”号搭载
的导航相机还两次抓拍距离火星表面约
31 公里高度的云层。“好奇”号与距其约

600公里的“洞察”号探测器同时观测火星
云层，不同位置的观测可以帮助科学家更
准确地测算云层高度。

“好奇”号的主要任务是弄清火星历
史环境是否曾适合生命存在。2014 年 9
月，“好奇”号抵达夏普山，这是它在这颗
红色星球上的主要任务地点。夏普山是
被侵蚀的沉积物多层堆积形成的巨大土
堆，高约 5000米。

“好奇”号的原定任务期为两年，后经
多次延长，现仍在火星执行探索任务。

美火星车发现大量黏土矿
“维基揭秘”网站创始人朱利安·

阿桑奇原定 5月 30日经由视频连线出席
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举行的引渡
听证，但因健康原因未能“现身”。

美国寻求引渡阿桑奇，对阿桑奇的
指控追加至 18 项。法新社报道，一旦
18 项指控全部定罪，阿桑奇可能面临
175年监禁处罚。

阿桑奇因违反保释规定由英方法院
判处 50 周监禁，现在伦敦贝尔马什监
狱服刑。他原定 5月 30日在监狱经由视
频连线出席有关引渡美国的简短听证。

阿桑奇的律师加雷思·皮尔斯说：
“事实上，他的状况非常不好。”

“维基揭秘”对阿桑奇的健康状况
表达担忧。这一网站在一份声明中说，
在贝尔马什监狱内，阿桑奇健康状况持
续恶化，体重急剧下降。“监狱方面决
定把他送到医疗病房本身就说明了这一
问题。”

威斯敏斯特地方法院法官埃玛·阿
巴思诺特说，美国寻求引渡阿桑奇的下
一场听证定于 6月 12日举行。这一听证
内容更为实质，鉴于阿桑奇的身体状
况，听证可能改在邻近贝尔马什监狱的
法院举行。

阿桑奇的支持者 5月 30日在法院外
集会，要求“释放阿桑奇”。

阿桑奇现年 47 岁，是澳大利亚人，
2006年创建“维基揭秘”网站。这家网
站 2010年曝光一大批关联阿富汗战争和
伊拉克战争的美国政府机密文件。瑞典
检察院同年以涉嫌强奸和性侵犯为由对
阿桑奇发起刑事调查。阿桑奇当时身处
英国，遭英国警方逮捕后否认罪名，
2012年在保释期间进入厄瓜多尔驻英国
使馆，2017年获得厄公民身份。

厄瓜多尔政府今年 4月 11日撤销对
阿桑奇的庇护，英国警方进入厄瓜多尔
使馆抓捕他。英国一家法院 5 月 1 日以
弃保逃跑罪名判处他监禁。

美国和瑞典分别向英国申请引渡阿
桑奇，他的去向将取决于英国内政部。

按照引渡规则，美国和瑞典可在阿
桑奇被捕 60 天内对他追加罪名指控，
供英国法院裁定引渡事宜时参考。

美方最初指控阿桑奇“与美国陆军
前情报分析员切尔西·曼宁合谋破解国
防部电脑密码”，对应最重刑罚是 5 年
监禁，但美国司法部 23 日追加 17 项刑
事指控。媒体分析，美方追加指控旨在
增加引渡理由，以在引渡之争中胜过瑞
典。

（新华社特稿）

阿桑奇病重
引渡听证未“现身”

新华社北京电 英媒称，研究人员说，每天要
走一万步的想法是荒诞的，每天行走 4400步就足
以降低早亡的风险。

据英国《太阳报》网站 5 月 29 日报道，研究人
员警告说，过高的目标会阻止一些人继续行走，
因为他们会认为这一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李依敏（音）教授研究员说：“我们的研究放大
了一条信息，即‘多走点——即使稍微多走一点都
是有益的’。”

哈佛大学的这个研究小组分析了 16741 名佩
戴跟踪设备的老年妇女历时一周的数据。这些女
性的健康状况被监测的时间为平均 4 年多，其间
有 504人死亡。

在这段时间中，每天只需行走 4400 步，相比
每天仅行走 2700步，死亡风险便会下降 41％。

每天行走 8400步的人在 4年内死亡的风险降
低了 58％。

每天行走的步数越多，死亡率便会越低，直到
每天行走 7500步，死亡率风险曲线开始走平。

李教授还说：“我们希望这些发现能够鼓励那
些觉得每天行走一万步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的人多走路。”

保持健康得日行一万步？

4400步就够了

战火中的“灰暗”童年

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一处毛坯房里，易卜拉欣度过了他 3 岁到 8 岁的童年时
光，陪伴他成长的，是这个国家经年累月的内战。5 月 28 日，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杰
拉马纳区，易卜拉欣（左二）和父亲侯赛因·穆萨在屋内接受记者采访。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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