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洛杉矶7月12日电（记
者 谭晶晶）继美国总统拜登11日公
布首张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拍
摄的全彩宇宙深空图像后，美国航
天局12日公布了更多韦布空间望远
镜拍摄的全彩宇宙图像及光谱图。

这些图像包括：银河系中的系
外行星“WASP-96b”的光谱图，这
一行星位于距地球约 1150 光年的
南天星座凤凰座，光谱图首次呈现
了该行星有水、雾霾和云等特征；
距地球约 2000 光年的南环星云，
图像展示了这一行星状星云的全

貌；位于飞马座的斯蒂芬五重星
系，图像揭示了该星系的超大质量
黑洞附近气体的速度和成分；船底
座星云，图像呈现了其最早期、快
速形成的阶段。

拜登 11 日公布的图像是韦布
空间望远镜拍摄的“SMACS 0723”
星系团，包含数千个星系，还包含
迄今用红外线观测到的最微弱的
天体。图像覆盖的广袤宇宙中这
片星空的大小，相当于地面上的人
展开手臂后观察上面的一粒沙。

美国航天局在 12 日发布的公

报中说，韦布空间望远镜观测到的
首批图像通过展示 宇宙历史的各
阶段讲述了未知宇宙的故事，既有
系外行星，也有早期宇宙中最遥远
的可观测星系。

公报称，韦布空间望远镜首批
图像和光谱图的发布标志着其科
学任务的开端，世界各地的天文学
家将有机会使用韦布空间望远镜
携带的仪器来观测太阳系中的天
体及早期宇宙中的天体。

韦布空间望远镜由美国航天局
与欧洲航天局、加拿大航天局联合

研究开发，被认为是哈勃空间望远
镜的“继任者”。该望远镜于 2021
年 12月 25日从法属圭亚那库鲁航
天中心发射升空，今年1月 24日顺
利进入围绕日地系统第二拉格朗
日点的运行轨道。

哈勃空间望远镜主要在可见光
和紫外波段观测，而韦布空间望远
镜主要在红外波段观测。韦布空间
望远镜的任务目标包括观测135亿
多年前的宇宙中第一批星系是如何
诞生的，研究星系演化的各阶段，观
察恒星及行星系统的形成等。

美航天局公布韦布空间望远镜更多宇宙图像

这是美国航天局 7 月 12 日公布的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拍摄的宇宙图像。 新华社发（美国航天局供图）

这是 7 月 13 日在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拍摄的旅客。
英国希思罗机场因人手短缺限制客流量，通知航空运营商停止出售夏季余票。

最新限客规定从 12 日开始，将持续至 9 月 11 日。按照希思罗机场说法，这是该机场第
一次被迫大规模、长时间限制客流。 新华社/美联

人手紧缺 英国希思罗机场决定限制客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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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科伦坡 7 月 13 日电
（记者 车宏亮）斯里兰卡议长阿贝
瓦德纳 13日表示，总统戈塔巴雅·
拉贾帕克萨已通知他，鉴于其不在
国内，总理维克拉马辛哈将根据宪
法规定行使总统职权。

根据斯宪法有关条款，若总统

因生病、不在国内或其他原因不能
行使总统权力，总统可以指定总理
行使总统职权。

维克拉马辛哈 13 日宣布在全
国实施紧急状态，并在首都科伦坡
所在的西部省实施宵禁。

斯总理办公室 13 日早些时候

证实，总统拉贾帕克萨已经离境。
斯空军 13日也发表声明说，总统、
第一夫人和两名安全人员当天已
乘空军飞机飞往马尔代夫。

斯首都科伦坡9日爆发抗议活
动。在同日下午举行的紧急政党
会议上，多数政党领导人要求总统

和总理立即辞职，并尽快组建各党
派参与的临时政府。总理维克拉
马辛哈当天表示他将辞职。总统
拉贾帕克萨表示将于13日辞职。

阿贝瓦德纳11日说，斯议会将
于本月20日选举产生新总统，新总
统将负责组建各党派参与的政府。

斯里兰卡总理代行总统职权
全国实施紧急状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2 日发布
最新预测，下调 2022 年美国经济
增长预期至2.3%，认为美国避免经
济衰退越来越具有挑战性。这是
该机构一个月内第二次下调美经
济增长预期，凸显美国经济增长前
景恶化。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在通
胀持续高企、美联储加速加息背景
下，美国经济频亮“黄灯”，衰退只
是早晚问题。

衰退提前来临？

美国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 8
日公布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第二
季 度 美 国 实 际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环 比 按 年 率 计 算 将 萎 缩
1.2%。美国商务部 6 月底发布的
最终修正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
该数据下降 1.6%。如果预测成为
现实，意味着美国经济已陷入技术
性衰退。

方舟投资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
行官凯茜·伍德日前接受美国消费
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她
认为美国经济正处于衰退之中，库
存过高是一大问题，在她几十年投

资生涯中从未见过。
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学家德斯

蒙德·拉赫曼告诉新华社记者，美
国经济衰退将更早到来。二季度
美国经济很可能出现负增长，而连
续两个季度负增长符合经济衰退
的一般定义。

拉赫曼同时表示，作为研判美
国经济衰退状况的权威机构，美国
全国经济研究所通常要经过数月
衡量之后才会给出正式判断，短期
可能不会急于宣布美国经济已陷
入衰退。

经济频亮“黄灯”

美国供应管理学会本月初发布
的数据显示，在供应链瓶颈持续、
通胀高企的背景下，6 月美国制造
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较 5 月下降 3.1
个百分点，显示制造业增速放缓。
一些行业的库存很高，销量正在下
降。

占美国经济总量约七成的个人
消费支出也出现风险信号。美国
商务部数据显示，5 月美国个人消
费支出仅增长0.2%，经通胀调整后

出现下降。
《华尔街日报》报道认为，美国

民众面临几十年来最严重的通胀
局面，而收入却未能跟上物价上涨
步伐，影响了消费支出。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
所一篇分析文章认为，美国 6月就
业市场相对强劲，但劳动参与率有
所下降。劳动力市场之外，其他经
济数据令人担忧，显示经济可能走
向衰退。

担忧普遍升温

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在高通胀
背景下，美联储更激进货币政策将
美国 经济推 入衰退只是时间问
题。美联储主席鲍威尔6月下旬出
席国会听证会时承认，美国经济存
在衰退可能性，实现软着陆将非常
具有挑战性。

自 3 月以来，美联储已三次加
息，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
至1.5%至 1.75%之间。在6月的货
币政策会议上，美联储加息75个基
点，是自 1994 年以来最大幅度的
单次加息，其控制通胀的迫切性可

见一斑。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

当·波森对新华社记者表示，如果

将本轮加息周期结束时的利率水

平从 3%左右上调至 4%以上，可能

带来经济衰退。

德意志银行经济学家日前预

计，美国经济将于 2023 年年中开

始陷入衰退，失业率将在 2023 年

第四季度达到 5.4%的峰值。英国

《金融时报》调查显示，近70%受访

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将于明年

陷入衰退。根据彭博社经济部6月

中旬发布的预测，美国经济到2024

年年初出现衰退的可能性 高达

72%。

拉赫曼告诉记者，在经济放

缓、金融市场陷入困境、美联储政

策立场强硬的情况下，美国经济衰

退概率非常大。两年期和 10 年期

美国国债收益率已再次出现倒挂，

这是经济衰退非常可靠的前瞻性

指标。

（新华社华盛顿7月12日电）

·国际观察·

增长前景持续恶化 美国经济面临衰退风险
新华社记者 熊茂伶

俄罗斯媒体报道，欧洲联盟已同俄方
达成协议，同意不再以违反制裁为由，阻
碍俄方货物经立陶宛运入俄罗斯“飞地”
加里宁格勒州。

俄罗斯《消息报》13 日以俄高官为消
息源报道，欧盟向俄方提供的一份文件说
明，“不可能限制俄罗斯联邦下辖主体之
间货物运输，因此，所有运往（加里宁格
勒）地区的货物均应作为例外移出制裁清
单，包括铁路和公路运输在内”。

按照俄方消息人士说法，欧盟与其成
员国立陶宛已就上述文件最终文本进行
了数周协商。俄方对协议文本“完全满
意”。

加里宁格勒位于波罗的海海滨，与立
陶宛和波兰接壤。

欧盟4月初禁止在俄罗斯境内注册的
货车过境，但放行陆路货物从俄罗斯本土
运往加里宁格勒。6月中旬，立陶宛宣布
禁运令适用于受欧盟制裁的俄罗斯货物
所有运输渠道，不允许前往加里宁格勒的
俄罗斯货运列车入境立陶宛。

俄方指责立陶宛限制令“非法”。俄
罗斯总统府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先
前说，俄方正在考虑采取何种举措回应立
陶宛的“不友好”举动。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加里宁格勒
州长安东·阿里汗诺夫说，至少在 8 月 10
日前，俄罗斯石油产品运往当地不会受立
陶宛限制令影响，州政府会利用货船填补
铁路运力下降出现的空缺。

(新华社微特稿)

欧盟同意不再阻碍俄货物
经立陶宛运入加里宁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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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东京一家法院13日裁定，东京电
力公司4名前高级管理人员没能阻止福岛
第一核电站辐射泄漏事故，须向东电合计
赔偿约13万亿日元（950 亿美元）。

东京地方法院在裁决中说，东电当年
应对海啸的措施“从根本上缺乏安全意识
和责任感”。5名被告中，东电前会长胜俣
恒久等 4名前高管须承担赔偿责任，东电
前常务董事小森明生无须赔偿。

据共同社报道，这是法院首次裁定东
电前高管对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负有赔
偿责任。东电发言人拒绝就这一裁决置
评。

2011年 3月 11日，日本福岛县附近海
域发生 9.0 级地震，引发的巨大海啸袭击
了东电运营的福岛第一核电站，触发严重
放射性物质泄漏。

东电 48 名股东 2012 年提起诉讼，要

求 5 名前高管合计向公司赔偿 22 万亿日
元（1600 亿美元）。原告律师说，这是日本
索赔规模最大的一起民事诉讼。

法院审理聚焦于东电管理层能否预测
巨大海啸将引发核电站泄漏事故及其应
对决策是否恰当。基于政府对地震灾害
的长期评估，东电一个工作组于2008年预
估，核电站可能会受到浪高达 15.7 米的海
啸侵袭。

原告股东说，政府已经作出“最优科
学评估”，而东电管理层延迟采取修建防
波堤等预防性措施。被告律师则辩称，政
府评估缺乏可信度，而且事故发生时，东
电管理层正准备委托一个土木工程协会
研究是否依据这项评估制定应对举措。

法院则认定，政府评估有足够可信
度，东电有责任采取预防措施。

（新华社微特稿）

法院判东电4名前高管
就福岛事故赔公司近千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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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纽约大学兰贡医疗中心一
个研究团队12日宣布，他们将两头
基因改造猪的心脏分别移植给两
名脑死亡患者，短期内未出现排异
反应。移植手术为异种器官移植
研究进一步积累经验。

无排异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
研究团队 6 月为 72 岁的脑死亡患
者劳伦斯·凯利移植猪心。凯利因
一场车祸脑死亡。7 月上旬，研究
团队为64岁的脑死亡患者阿尔娃·
卡普阿诺施以同样手术。

两例手术所用猪心均来自基因
改造猪，涉及 10项基因改造，旨在
令猪心移植后发挥正常功能并防
止人体产生排异反应。

研究人员靠呼吸机等设备维持
两名患者身体存活，在移植手术后
监测他们的身体状况各 3天，发现
两人身体均未产生排异反应。

兰贡医疗中心说，移植后猪心功
能正常。患者用药为器官移植后的
常用药物，没有用到额外的医疗设备。

有局限

研究人员说，此次研究存在两

方面局限性。一是监测时间仅 3
天；二是接受移植者是脑死亡患
者，而不是真正活着的人。

实施移植手术的兰贡医疗中心
专家纳迪尔·穆阿扎米说，术后监
测仅72小时，原因之一是为了尽早
把患者遗体归还家人。

穆阿扎米说，就短期研究而
言，监测72小时所获信息与监测更
长时间（如 5 天、7 天）区别不大，但

与监测1个月存在差别。

美国男子戴维·贝内特是世界

上第一个接受基因改造猪心脏移

植手术的患者。今年 1 月 7 日，57

岁的贝内特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医

学中心接受猪心移植手术，两个月
后去世。

研究人员在猪心内发现猪巨细
胞病毒的脱氧核糖核酸，怀疑这种
病毒与贝内特之死有关联。最近
两例猪心移植手术前，手术用猪均
接受过病毒检测，未发现携带猪巨
细胞病毒。

研究人员说，异种器官移植从研
究到临床应用仍有漫长距离。异种

器官移植对儿童患者格外有意义，因

为儿童器官来源更少。异种器官移

植还可发挥“桥梁”作用，待患者获

得匹配的人体器官时取出。

（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两名脑死亡患者接受猪心移植

英国《镜报》12日发布的一篇调查报告
说，自 1989 年以来，由于地方政府和警方
不作为，英格兰地区什罗普郡特尔福德镇
超过1000名儿童遭到性剥削。

猖獗

根据这篇调查报告，一些男子在街头
搭讪未成年女性，或凭借出租车司机、外卖
食品配送员等身份，说服那些女孩当“女朋
友”。他们让女孩搭便车，给她们买烟酒，
继而说服她们发生性关系，并且诱导受害
者相信那是“正常行为”。

这一过程中，施加暴力或者以暴力相
威胁十分常见。施害者在夜间开车把一些
女孩诱骗到荒郊野外，威胁如果不发生性
关系就抛下她们不管。轮奸也不罕见。

调查发现，一些施害者利用一起纵火
谋杀案胁迫受害者就范。

那起案件发生在2000年，当时16岁的
露西·洛韦和49岁的母亲、17岁的姐姐在
家中遭出租车司机爱资哈尔·阿里·马哈茂
德纵火烧死。露西 14岁时为马哈茂德生
下一个孩子，死亡时怀有身孕。马哈茂德
因谋杀罪入狱，但从未因性犯罪受到起诉。

露西遇害真相在她所就读学校众所周
知，但无人敢提。一名知情者告诉调查人
员，女孩们“都在沉默，因为她们知道……
露西没了性命”。

失职

《镜报》调查指出，性剥削犯罪之所以
在特尔福德镇持续猖獗，是因为一些关联
儿童权益保护的机构把类似事件定性为

“儿童卖淫”，而不是“性侵儿童”。
相关机构甚至指责受害女孩而非施害

者。而且，当地政府不鼓励教师和儿童事
务社工举报这类性剥削和性虐待事件。警
方担心，相关调查会加剧族群关系紧张。

报告认为，数十年来，儿童性剥削在特
尔福德肆无忌惮，相关机构心知肚明。

上世纪90年代，儿童事务社工对一些

儿童失踪事件反复发生表示关注，但这些
担忧没有得到镇政府和警方足够重视。

从14岁起就受到性虐待的霍莉·阿彻
（化名）告诉调查人员：“社会服务机构让我
失望，心理健康团队、儿童心理健康服务
——他们让我失望。”

在她看来，自己受侵害期间，当地本该
保护儿童权益的人全部失职，从没有人问
她发生了什么。“我们被当成是淫乱的，或
是自行做出选择”。

道歉

调查报告发表后，辖区包含什罗普郡
的西默西亚警察局就“警方以往过失”向受
害者“明确道歉”。

助理局长理查德·库珀向特尔福德镇
所有儿童性剥削受害者以及受影响人员说

“对不起”。他说，尽管没有发现其中存在
腐败行为，但警方远远没有为受害者提供
本应得到的帮助和保护，“让人无法接受。
我们让大家失望了”。

库珀说，警方如今已经成立专门团队
预防和应对儿童性剥削问题，并希望正在
遭受性剥削或者担心发生儿童性剥削的人
主动报告，警方将根据线索采取行动。

特尔福德镇地方政府同样发表声明致
歉，并表示调查报告提到当地“近年来取得

显著进展”，还说已经采取了报告所列一些

改进建议。

英国政府一名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特

尔福德镇发生的事情“骇人听闻”。“公共机

构及其领导人和一线专业人员必须毫不畏
惧地面对包括虐待儿童在内的犯罪行为，
无论犯罪者或受害者的种族、民族、宗教或
其他特征如何。”

路透社说，英国近年来曝光一系列可
怕的性虐待事件。2014年，一项独立调查
发现英格兰地区另一个镇多达 1400 名儿
童遭到性虐待。2012年，英国广播公司已
故知名主持人吉米·萨维尔性侵丑闻曝光，
受害者包括大约500名儿童。

（新华社专特稿）

政府不作为

英国一地30多年来上千儿童遭性剥削
□ 崔诗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