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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和德国研究人员复原出古埃及香
水配方，声称这种香水在古埃及社会中的
地位堪比现今经典香水“香奈儿 5号”。

香水配方是美国夏威夷大学马诺分校
考古学家在埃及首都开罗以北一处名为泰
勒提迈的古城遗址发掘 10 年所获。泰勒
提迈建于公元前 4500 年左右，出产在当时
久负盛名的两种香水。研究人员认为这两
种香水是“古代世界最珍贵的香水”。

考古小组 2012年在那处遗址发现一座
公元前 300 年左右香水商人用过的工厂，
发掘出多个小玻璃瓶和罐，内有残留物，但
没有任何气味。研究人员经由残留物分析
得知小瓶内容物部分成分，联系德国两名
古埃及香水专家，依据古希腊文字记载的
方法复原出香水配方，制成香水。

参与考古的夏威夷大学语言学教授罗
伯特·利特曼说：“令人激动的是，人们已经
有 2000 年没有闻过这种香水，克利奥帕特
拉可能用过它。”

克利奥帕特拉公元前 69 年出生，是古
埃及托勒密王朝最后一名女王，有“埃及艳
后”之称。

科学家复原
古埃及香水配方

伊朗和伊拉克外交部长 12日分别反对
海湾地区以外国家向这一地区派兵，前者
警告，海湾正在变成“火药桶”。

伊朗外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告
诉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海湾水域“狭窄”，“外
国军舰增加存在，将使那里变得更不安全”。

扎里夫说：“因为美国及其盟友投入大
量武器装备，这一地区已经变成火药桶，随
时会被引爆。”

扎里夫 11日抵达卡塔尔访问。伊朗官
方媒体报道，扎里夫 12 日与卡塔尔埃米尔
谢赫塔米姆·本·哈马德·阿勒萨尼会晤，表
明上述立场。

美国政府去年 5 月退出伊朗核问题全
面协议，继而恢复和增加对伊朗制裁，同时
向海湾及周边地区增派军事力量。今年早
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阿曼湾水
域，发生多起商船疑似遇袭事件。美方指
认袭击由伊方所为，伊方坚决否认。

美方以保卫“航行自由”为由，正试图
拉拢盟友组建“护航联盟”，在海湾水域投
入行动。

伊朗邻国伊拉克政府外长穆罕默德·
哈基姆 12日同样反对域外军事力量进驻海
湾。他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海湾国家
能够共同确保船只航行安全。伊拉克寻求
以冷静的谈判缓解地区紧张局势……西方
军事力量在这一地区的存在将加剧紧张。”

哈基姆同时说，伊拉克反对以色列军
队在海湾参加“任何形式的巡逻”。

美联社报道，美国的盟友中，迄今仅英
国决定加入“护航联盟”；不清楚美方是否
邀请以方加入。

土耳其国防部 12 日证实，一支由 6 名
美国军官组成的代表团当天抵达土耳其东
南部城市桑利乌尔法，将与土方官员商讨
组建一个联合行动中心，为在叙利亚东北
部设立“安全区”做准备。

土耳其国防部在声明中说，联合行动
中心“几天后”将开始工作。声明没有提及
设立“安全区”的时间表和其他细节。

土美上周就“安全区”达成一致，以缓
和土方与美方所支持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之间紧张关系。库尔德武装要求“安全区”
纵深 5公里，遭土方拒绝。

土耳其国防部长胡卢西·阿卡尔 12 日
重申，“安全区”纵深 32公里，由土方控制。

美方把库尔德武装视为在叙利亚打击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盟友；而土方把它
视为恐怖组织，2016 年 8 月和 2018 年 1 月
先后发起“幼发拉底盾牌”和“橄榄枝”军事
行动，越境进入叙利亚，打击库尔德武装。

叙利亚政府反对土美设立“安全区”，认
定这是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

土美着手
在叙设安全区

美国联邦政府 12日发布限制合法移民
新规定，提高移民在美长期合法居留经济门
槛。这项规定将于今年10月15日生效。

根据规定，申请移民美国的外国公民如
未达到规定收入标准，或在美国任意三年内
领取公共福利超过一年，将被视为“公共负
担”。凡被发现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的外国
公民或被禁止进入美国或调整移民身份。

根据规定，美国公民和移民服务局决
定是否发放永久居留许可（绿卡）时，将把
申请人是否领取过公共福利作为与其教
育、收入和健康状况等综合考虑的因素。

白宫当天发表声明说，这项规定将有
助于确保移民在经济上实现自给自足，而
不是依赖美国公共福利，从而维护美国公
民利益。

规定发布后引发争议。一些批评人
士认为，新规主要针对低收入移民群体，
施行后不仅可能使美国合法移民人数锐
减，还会使在美低收入移民即便需要也不
敢申请福利，从而增加他们在健康、教育
等方面的风险。

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利福尼亚和纽约
等州政府表示将就这一争议规定状告联邦
政府。移民维权团体“全美移民法律中心”
也表示将提起诉讼，阻止这一带有“种族主
义动机”的规定生效。

美国出台
限制合法移民新规

两伊外长反对
域外国家向海湾派兵

“海燕”被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称作
SSC－X－9型“天坠”巡航导弹。特朗普
在推文中说，俄罗斯“天坠”导弹爆炸让
民众担忧“设施周边空气”等多重问题。

彭博社报道，距离事发地大约 30公
里的港口城市北德文斯克政府网站一
度发布声明，说辐射水平短暂上升，很
快恢复正常，但声明随后撤销，原因不
明。俄联邦原子能中心一名官员说，辐
射水平一度升至正常水平两倍，但持续
不足 1 个小时，没有监测到持续污染。

俄国防部则说辐射水平正常。
为防范辐射泄漏，事发地周边城镇

居民涌向药店，购买碘。
邻近国家挪威事发后加强辐射监

测，但该国核安全与环境保护部门 12日
说，本地和欧洲的监测器没有显示辐射
水平上升。

设在瑞士日内瓦的联合国裁军研
究所高级研究员帕维尔·波德维格说：

“如果事故确实严重，我们本应在距事
发地更远处观测到更多辐射。”

俄罗斯疑似测试
新型导弹失败

不 幸 在 近 日 火 箭
试验事故中遇难的 5 名
俄罗斯核工程师 12 日
在俄核设施中心所在
地萨罗夫市下葬。俄
国家原子能公司称赞 5
人所作贡献。俄总统
弗拉基米尔·普京将追
授他们国家荣誉。

不过，一些媒体根
据俄官方披露的信息
推测，火箭试验事故可
能是俄方测试新型核
动力巡航导弹失败。

美联社报道，数以千计民众出席当
天葬礼，俄首都莫斯科以东大约 370公里
的萨罗夫市为 5名工程师降下半旗。路
透社报道，悼念仪式设鸣枪致哀环节。

俄国家原子能公司公布 5 人姓名：
阿列克谢·维尤申、叶夫根尼·克拉塔耶
夫、维亚切斯拉夫·利普舍夫、谢尔盖·
皮丘金和弗拉迪斯拉夫·亚诺夫斯基。

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列
克谢·利哈乔夫称赞 5 人是“真正的英
雄”、国家和原子能领域的“骄傲”。俄
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利哈乔夫的话报

道，“对他们最好的致敬”就是坚持到
底、继续研发新型核武器。

5人都在国家原子能公司下属俄联
邦原子能中心工作。中心主管瓦连京·
科斯秋科夫称赞他们是“精英”，在最艰
苦的条件下坚持试验，曾试图“奋力控
制局面，但没有能阻止事故发生”。

俄总统办公厅第一副主任谢尔盖·
基里延科先前执掌国家原子能公司，在
葬礼上称赞 5 人明知危险依然奋不顾
身。基里延科宣布，总统普京将向 5 人
追授国家高级荣誉。

追授荣誉

俄国防部和国家原子能公司 10 日
公布这起 8日发生的事故。事发地为俄
西北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尼奥诺克萨
村附近海军靶场，工程师测试火箭发动
机“核同位素动力源”时发生爆炸，导致
5人死亡、3人受伤。

企业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在 12 日
的葬礼上说，5人“不幸在测试一种新型
特殊装置时丧生”。

彭博社报道，俄联邦原子能中心分
管科研的维亚切斯拉夫·索洛维约夫曾
告诉当地电视台，5 人工作的部门正利
用“可裂变材料和放射性同位素等放射

性材料”研发军民两用的小规模动力
源。“我们正分析整起事件，以评估事故
规模并查明原因。”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俄国防部和国
际原子能公司没有披露失事火箭的类
型，只说它使用液体推进剂。一些俄罗
斯媒体猜测，火箭实际是总统普京去年
经由国情咨文首次披露的“海燕”核动
力巡航导弹。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12日经由
社交媒体“推特”说，美国从俄罗斯导弹
试验爆炸中吸取教训，美方“掌握类似
但更先进的技术”。

新型核导

辐射正常

人们参加俄火箭发动机试验爆炸事故遇难者葬礼人们参加俄火箭发动机试验爆炸事故遇难者葬礼。。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民众手持玫瑰参加葬礼民众手持玫瑰参加葬礼。。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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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泽西州纽瓦克部分市民 12日开
始领取瓶装饮用水，缘由是当地自来水铅
含量居高不下。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 2018年指控
纽瓦克市政府近年没有能有效监控水质，
自来水铅含量过高，要求市政府挨家挨户
发放过滤器并指导市民如何使用。联邦法
院尚未这一诉讼作出裁决。

市政府先前向家中自来水管是铅制水
管的居民发放过滤器，但美国环境保护局
说，近期测试显示这些地方的自来水铅含
量依然偏高。

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饮用水专家埃里
克·奥尔森 12 日说，不合理安装和使用使
过滤器的效果大打折扣，自来水铅含量持
续偏高。

市政府 12日在市内 4个地点开始提供
瓶装水，对不符合领取瓶装水资格的市民
分发过滤器。

美国环境保护局 9 日致信纽瓦克市长
拉斯·巴拉卡和新泽西环境保护部委员凯
瑟琳·麦凯布，说两个使用过滤器住宅的测
试结果显示，纽瓦克市分发的特定过滤器
可能无法有效降低铅含量。

巴拉卡与新泽西州州长菲尔·墨菲 11
日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纽瓦克市和新泽
西州“需要联邦政府的支持和帮助。”

美一城市
水铅含量居高

从13日开始，法国巴黎市政府在巴黎圣
母院附近区域使用高压喷洒的方式，向周围
土壤中施放能去污的表面活性剂和胶粘剂，
从而深度清理因圣母院大火造成的铅污染。

据当地媒体报道，相关部门将在清理
行动结束时回收这些表面活性剂和胶粘
剂，整个过程至少需要 5天时间。

巴黎警察局 12日封锁了巴黎圣母院周
边一带的交通，以便在 13 日开展清理活
动。交通封锁将持续至 8月 23日，其间，巴
黎圣母院附近的部分地铁站和公交站将关
闭，公交车改道行驶。

法国法兰西大区卫生局 6 日发布的数
据显示，自巴黎圣母院遭遇大火以来，175名
儿童接受血铅检测，其中 2人血液含铅量超
标。该机构呼吁继续开展清洁行动，并加强
对相关人员的血铅检测。

法兰西大区卫生局 6月发布公告证实，
大火是造成巴黎圣母院周边铅污染的起
源。该局建议附近居民用湿布擦拭家中物
品，因为物品表面可能覆盖火灾所产生的
含铅粉尘，并呼吁附近居民，特别是孕妇和
儿童等接受血铅检测。

法国巴黎圣母院
开始清除铅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