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海军陆战队
用下棋培训“灵巧新兵”

新华社北京电 《参考消息》２ 月 24 日刊
登美国《星条旗报》网站文章《美国海军陆战
队寻求用新的课程让步兵更“灵巧”》。 文章
摘要如下：

美国海军陆战队正在新的入门级步兵培
训课程中增加棋盘游戏， 目的是培养能够更
好地独立思考和行动的海军陆战队士兵。

前不久， 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彭德尔顿营
的海军陆战队西部步兵学校启动了 “海军陆
战队步兵课程”试点计划。教官们正在指导海
军陆战队新兵如何把下国际象棋与战场战术
联系起来。

海军陆战队在一份声明中说， 课程的重
点是更多地强调个人责任。训练营军械师、三
级准尉帕休蒂说：“死记硬背、 立即服从命令
对于某些事情是有好处的， 培训课程不会抛
弃这些。我们只是更进一步，让大家意识到单
兵———以及单兵的集合体———才是在战斗中
获胜的关键因素。 ”

据悉， 下棋是为了鼓励新兵在复杂环境
中考虑自己的行动。 他们也不再会依据狭窄
的专业划分进行培养， 而是到训练结束时能
够精通所有的连属火器。

比利时博尔赫隆附近有座“透明教
堂”，是一个名为“体会弦外之音”的艺
术作品。 “透明教堂”的墙体、屋顶及尖
顶用扁钢制成，层与层之间留有空隙。
当人们观察 “透明教堂 ”的外观时 ，能
看到镂空的墙体与外部环境相融合的
景象，而从“透明教堂”内部向外看时，
墙体的线条与周边景色相得益彰 ，别
有一番滋味。 这座坐落在农田果园间
的 “透明教堂 ”已成为当地地标 ，吸引
了众多游客前来。 新华社发

南极洲冰山脱落 面积超过纽约市
新华社微特稿（欧飒）一座巨大冰山最近

从南极洲布伦特冰架脱落，面积达 1270 平方
公里，比美国纽约市还大。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2 月 27 日报道，英
国南极考察处发布声明说，最初在去年 11 月
发现冰山脱落迹象， 当时冰架上新出现的大
裂缝“北裂谷”开始向 35 公里外的另外一道
大裂缝延伸。

今年 1 月，“北裂谷” 穿透 150 米厚的冰
架， 以最快每天 1 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延
伸。 2 月 26 日上午，“北裂谷”的宽度在几个

小时内达到几百米， 最终导致一座面积比纽
约市还大的冰山从冰架上脱落。

过去10年里，研究人员发现布伦特冰架上
相继出现若干大裂缝。 “北裂谷”是三条最大裂
缝中最新出现的一条。 另外两条裂缝，即“1号
裂缝”和“万圣节裂缝”，过去一年半没有扩大。

由于担心“1号裂缝”或“万圣节裂缝”突
然加速断裂， 英国南极考察处2016年将哈雷
科考站向南极内陆方向迁移32公里，2017年
起只在南极洲的夏季派人去科考站工作。

科考站 12 名工作人员 2 月中旬刚刚结

束今年夏季考察并撤离。
南极考察处主管西蒙·加罗德说：“4 年

前，我们将哈雷科考站向内陆搬迁，确保冰山
形成时不会把它带走。 那是个明智的决定。 ”

另一名主管珍妮·弗朗西丝说，他们几年
前就为冰山“降生”做好准备，每天用仪器和
卫星监测冰架动向，冬季科考站无人工作时，
在剑桥接收并分析监测数据。

南极考察处说，这次冰山脱落是“自然进
程”，没有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在其中发挥重要
作用。

茛 2 月 24 日在比利时小镇博尔赫隆附近拍摄的
“透明教堂”（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张铖 摄

▲ 2月 24日，在比利时小镇博尔赫隆附近，阳光照进“透明
教堂”内部。 新华社记者 张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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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足球俱乐部 2 月 28 日宣布停止运
营，上赛季中超冠军基本无缘新赛季准入。 看
似匪夷所思、 令人震惊， 却又有尘埃落定之
感。 毕竟，过去几个月里中国足球俱乐部艰难
求生的故事屡见不鲜：从天津到重庆、从河南
到河北，这还不算苦苦挣扎的多支中甲、中乙
俱乐部。

中国足球怎么了？
时间拉回到五年前，苏宁集团刚接手俱乐

部时， 中超正身处蒙眼狂奔的时代。
转播版权卖出天价， 各家俱乐部花钱
如流水，大牌球员、主教练纷至沓来，
中国迅速成为世界足坛的淘金乐园。几
年来，苏宁大手笔投入，引入特谢拉、拉
米雷斯等高水平球员， 球队战绩也一直
处于中超前列，上赛季还拿到中超冠军。
金元足球攻势下的中超，客观上说观

赏度大大提高， 但其带来的副作用也十分
明显。球员飞涨的薪水成为俱乐部运营支出
的“大头”，严重缺乏造血能力让俱乐部收支
极不均衡。 数据显示，中超俱乐部 2018 年平
均收入为 6.86 亿元， 平均支出 11.26 亿元，平
均亏损 4.4亿元。同时，国家队战绩每况愈下，
中超被认为是虚假繁荣， 并无利于中国足球
水平的真正提高。

正是看到了金元足球的不可持续性，近
年来中国足协推出一系列限薪举措， 得到俱
乐部的广泛支持，堪称有针对性的自医之举。
但沉疴难以速愈，2020 年有多达 16 支职业俱

乐部退出中国足坛， 其中包括辽宁这样的老
牌球队。

当然，俱乐部的“进”或“退”本身也是市
场规律的一部分。 近两年来世界经济大环境
紧张，再叠加新冠肺炎疫情，足球投资人或多
或少受到影响，其中不乏遭遇经营困境者。 以
江苏为例，俱乐部投资方是江苏苏宁，苏宁集
团董事长张近东今年初就表示要聚焦零售主
赛道，主动做减法，“该关的关，该砍的砍”。 其
上市公司苏宁易购 2020 年公告业绩亏损，此
后又宣布停牌筹划控制权变更事项。

无论是江苏还是辗转求生的天津、河南、
河北队， 在同一个时间节点爆发危机或有偶
然，但盲目投资、无限输血的狂欢泡沫终有破
灭的一天。 正如去年初退出的足球投资人孟
永强所言：“投入和产出严重失衡， 大多数投
资人靠情怀和幻想政府支持在坚持， 可现实
很残酷，总会有坚持不住的时候。 ”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目前看，短
期阵痛不可避免，眼下最重要的是能在阵痛期

内挤掉脓包，重装再出发，而不是深陷迷茫或
懊悔。 《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早已为中
国足球勾勒出振兴之路，当非理性的盲目发展
被证伪，中超需要尽快回到正轨之中。 制定更
科学的俱乐部财务管理制度，推动俱乐部股权
结构多元化，切实降低俱乐部无意义的高成本
支出，改善联赛运营环境和水平，鼓励投入青
训，提高俱乐部造血能力，都是能让俱乐部实
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手筋”。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泡沫早些破掉未尝
不是一件好事。 中国职业足球在高速野蛮生
长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分水岭”。 尊重足
球规律，尊重市场规律，坚持青训，久久为功，
中国足球终将迎来真正的黄金期和收获季。

新华社记者 王恒志

（新华社南京 2月 28 日电）

江苏足球俱乐部宣布停止运营， 上赛季中超冠军基本无
缘新赛季准入———

“无糖”食品
是这样让你发胖的

新华社北京 2月 26日电 《参考消息》26
日刊登《西班牙人报》网站文章《超市里售卖
的“无糖”食品是这样让你发胖的》（作者：西
班牙营养学专家安娜·贝伦·罗佩罗·腊拉），
文章摘要如下：

节日狂欢过后， 人们通常会开始某种节
食计划来减掉增加的体重。这时，超市里最受
欢迎的当数标注零蔗糖、零脂肪的“轻食物”。
但我们真的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吗？

商家不仅标榜这些产品“含”或“不含”什
么成分， 还列出了其中不同类型的脂肪、纤
维、蛋白质、糖、维生素或矿物质等。其中最受
欢迎的是声称 “高纤维”“不加糖”“含钙”或
“低盐”的食品。

这样的“营养声明”在早餐谷物、饼干、乳
制品、人造黄油等产品中都很常见。 然而，我
们几乎不会在新鲜水果、 蔬菜或鱼类等食物
的标签上看到这些营养声明。那么，这是否意
味着后者不含重要的营养元素？

当然不是。 天然食品是我们饮食的基础，
因此可以做出许多陈述。 例如，关于生菜或橙
子，我们可以如何描述？ 它们没有添加糖、热
量低、不含饱和脂肪或盐。 它们富含纤维，还
含有叶酸和维生素 C。

因此，那些所谓的营养声明完全出于商业
目的，旨在增加产品销量。 许多研究报告已经
揭露了这样的宣传手段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
影响。 实际上，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这些带有
营养声明的产品。 但是，这些可能会使消费者
忽略食物的真正成分。

一些研究人员甚至直言， 这些声明给食
物套上了“健康的光环”。 消费者会认为它们
比实际情况更健康。

巴西、加拿大和新西兰的最新研究表明，
大量配有这类营养声明的食品是不健康的。
我们可以在超市找到含 40%脂肪的所谓的
“轻黄油”，还有那些含安赛蜜、甜蜜素、阿斯
巴甜等世卫组织不推荐的甜味剂的“轻”饮料
或“零度”饮料。

还有很多声称富含纤维的饼干实际上每
100 克的热量超过 400 千卡。 很多声称不添
加糖的巧克力也是不折不扣的 “卡路里炸
弹”，含有大量的饱和脂肪。

中国职业足球走到“分水岭”

··多棱镜··

蚊子奇观，“龙卷风”惊现公路
据新华社微特稿（王逸君）你见过由蚊子组成的“龙

卷风”吗？ 阿根廷一条公路上近日就惊现这样的奇观。
英国《每日邮报》2月 25 日报道，一名驾驶员 24日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连接马达里亚加将军镇与皮纳马
尔市的 74号公路上拍摄到这一奇特景象。远观是数百
米高的黑色“龙卷风”，近看才发现是蚊子大军。

《每日邮报》网络版发布的视频显示，那名司机边拍
摄边说：“它变得越来越大，我从没看到过这样的景象。 ”

阿根廷拉普拉塔大学寄生虫和传播媒介研究中
心研究员胡安·何塞·加西亚告诉当地媒体，大量降雨
引发洪涝灾害，出现大面积积水，而雌蚊爱在积水处
产卵，因此滋生大量蚊子，“入侵”城市。 按照加西亚说
法，民众无需担忧这些蚊子，它们通常 15 天后会逐渐
死亡。

“瘦身”成功，绵羊剪毛 35公斤
据新华社微特稿（袁原）澳大利亚一只在野外生活

多年的绵羊一次性贡献 35.4公斤。
据路透社 2月 24 日报道，一名路人在树林中发现

这只披着厚厚羊毛的绵羊， 报告给澳大利亚维多利亚
州动物收容机构埃德加农场。 农场工作人员找到这头
绵羊，只见它全身覆盖厚重的羊毛，几乎只有面部和 4
只蹄子可见。

农场工作人员为这只绵羊取名“巴拉克”，并给它
剪毛，称重后发现剪下的羊毛重达 35.4公斤。

农场工作人员凯尔·贝伦德说，“巴拉克”以前应该
有主人，因为它耳朵有戴过耳标的痕迹。

他说，尽管“巴拉克”常年在树林里的石头地上行
走，但蹄子完好，只是它体重过轻，而且剪毛之前由于
羊毛遮挡几乎什么都看不见。 它目前在埃德加农场里
生活。

生存奇迹，六条腿小狗降生
据新华社微特稿（王鑫方）因罹患先天性疾病，美

国俄克拉何马州一只小狗 “斯基珀” 生下来就有六条
腿。 按照兽医说法，它能来到人间本身就是奇迹。

“斯基珀”本月 2 月 16 日在暴风雪中与另外八只
小狗先后出生。小狗出生后，主人即把它送到俄克拉何
马市尼尔兽医院检查。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兽医院老板蒂娜·尼尔为
消息源报道， 医生经超声和 X 光检查发现，“斯基珀”
患两种先天性疾病， 虽然有一个头和一个胸腔， 但有
“两个骨盆区、两个下泌尿道、两套生殖系统、两条尾巴
和六条腿”。

尼尔兽医院在社交媒体脸书发表声明说，尚无公
开研究显示与“斯基珀”患有同样疾病的狗能够活着
出生。

尼尔说，“斯基珀” 可能在母亲子宫内有个双胞胎
姊妹， 但受精卵分裂时没有完全分离， 仅背部一分为
二。“斯基珀”出生时还出现脊柱裂症状。它目前状态很
好，多个器官看上去发育得不错，喜欢喝奶，能够像正
常小狗那样奔跑。 不过，它今后可能需要理疗，行动可
能出现不便，甚至还可能做手术。

2月 26日，演员奥黛丽·赫本（右二）的蜡像“坐”在
美国纽约一家餐馆内。当日，位于纽约布鲁克林区的这
家餐馆从杜莎夫人蜡像馆借来了 5 尊名人蜡像， 摆放
在餐厅内，让前来用餐的顾客有了不一样的体验。

新华社发

梦想成真，希拉里合写小说
据新华社微特稿（郭倩）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

林顿将同加拿大作家路易丝·彭尼合作撰写一部政治
悬疑题材的小说。两人各自签约的出版社 ２月 23 日宣
布，将于今年 10 月联合发行这部小说。

西蒙-舒斯特联合出版社说，这部小说名为《恐怖
国度》(State of Terror，或译为《恐怖状态》)，讲述一名政
治家在其政治对手领导的政府内就任国务卿， 此时一
连串恐怖袭击发生，威胁世界秩序……

希拉里说，对她来说，与悬疑小说家彭尼一起写作
是“梦想成真”。彭尼说，这次写作是难得经历，“在开始
写之前，我们谈到她担任国务卿的生涯，她当时最大的
噩梦是什么？ 这本书就是答案”。

据美联社报道， 希拉里的创作灵感包括她对美国
前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美国优先”政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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荩 2 月 24 日在比利时小镇博尔赫隆附近拍摄的
“透明教堂”。 新华社记者 张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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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2020年 11月 2 日， 北京中赫国安队
球员奥古斯托（右）与广州恒大淘宝队球员费
南多在比赛中拼抢。 新华社记者 许畅 摄

“名人陪餐”，赫本蜡像进饭馆

目前看，短期阵痛不可避免，眼下最重要的是能在阵痛期内挤掉脓包，重装再出发
尊重足球规律、市场规律，坚持青训、久久为功，中国足球终将迎来真正的黄金期和收获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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