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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猫来美 ５０年 友谊使者“吃播秀”
■ 新华社记者 孙丁 胡友松

4 月 16 日一大早，还不到两岁的大熊猫幼崽“小奇
迹”就开始向母亲“美香”撒娇“求贴贴”，“美香”似乎习以
为常，任由“熊孩子”爬上爬下、蹭来蹭去，直到娘俩的注
意力都被一个装饰着数字“50”的冰冻水果蛋糕所吸引。

这个蛋糕是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为庆祝大熊猫抵
达美国暨该动物园大熊猫项目 50 周年专门制作的， 用料
全是大熊猫的最爱———稀释苹果汁和菠萝汁，然后冰冻做
胚子，再用红薯、胡萝卜、梨、甘蔗、香蕉和竹子装饰点缀。

“母子齐心”下，蛋糕很快“面目全非”。 “小奇迹”好
像对胡萝卜情有独钟，相比之下，“美香”一点都不挑食。
围观的游客们饶有兴致地观赏这场“吃播秀”，同时拿出
手机拍照、录视频，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氛围轻松愉悦。

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和生物保护研究所主管布
兰迪·史密斯在现场讲话时说，多年来，中美两国在大熊
猫保育方面保持良好沟通，共同挽救濒危物种，大熊猫
是两国可以密切合作的最佳证明，也是连接两国人民的
友谊使者。

1972 年 2 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方决定
将大熊猫作为珍贵礼物送给美国。 同年 4 月 16 日，雌性
大熊猫“玲玲”和雄性大熊猫“兴兴”抵达美国，随后入住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西北部的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

傅立民曾作为译员陪同尼克松访问中国，后来被美
国国务院指派陪同护送大熊猫到美国的中方代表团，他
也是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园接收大熊猫仪式的美方口
译员。 回忆当年情景，他对记者说，该动物园接收大熊猫
可是一件大事，它们对于美国人来说如此新奇。 “大熊猫
可爱、招人喜欢，”傅立民说道，“它们是中美关系新起点
的一个象征。 ”

很多年里，“玲玲”和“兴兴”是史密森学会国家动物
园最受欢迎的动物， 直到它们在上世纪 90 年代相继去
世，让美国许多大熊猫粉丝十分难过失落。 2000 年，“美
香”和雄性大熊猫“添添”赴美。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美香” 旅美期间先后诞下 4 只
健康大熊猫幼崽。“小奇迹”的哥哥和姐姐“泰山”“宝宝”和
“贝贝”均在 4 岁时被送回中国，其中年长的“泰山”和“宝
宝”已经有了自己的后代。 在工作人员的悉心呵护下，处
于高龄的“美香”和“添添”依然身体“倍儿棒”,“小奇迹”更
是长势惊人———体重已经差不多达到“美香”的一半。

中国驻美国大使秦刚在出席庆祝活动时表示，50 年
来， 中美在大熊猫保护研究合作上不断取得可喜的成
绩。 大熊猫从 50 年前的几百只增加到目前 1800 多只，
成功摘帽“濒危”，为地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树立榜样。
这也证明中美携手努力，可以办成有利于世界的大事。

（据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1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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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路透社报道， 多国研究人员
分析了海王星近 100 幅红外热像图
后得出上述结论， 研究报告刊载于
4 月 11 日出版的美国《行星科学杂
志》。这些图像由位于美国夏威夷和
智利的天文望远镜于 2003 年至
2020年间拍摄。

夏季更冷

随着海王星南半球 2005 年进
入夏季， 研究人员本以为这颗星球
温度会升高。但观测结果显示，2003
年至 2018 年，海王星大气平流层平
均温度下降 8 摄氏度至零下 117 摄
氏度。研究集中于海王星平流层，这
个高度的大气层相对稳定， 不易受
天气变化影响。

研究报告主要作者、英国莱斯特大学研究人员迈克
尔·罗曼在一份声明中说：“这种变化出人意料”，因为研
究人员以为南半球入夏后，海王星会变得“更暖和”，而
不是“更冷”。

海王星与地球一样有季节交替。 不过，由于距离太阳
较远、公转轨道更长，海王星上的一年约为地球上的 165
年，海王星上的一个季节约为地球上的 40年。

原因不明

观测结果还显示，2018 年至 2020 年， 海王星南极
区域变暖，升温 11 摄氏度。这股温暖的极地涡旋扭转了
海王星气温下降的趋势。尽管天文学家多年前就知道海
王星南极温暖涡旋的存在，但从未观测到如此大幅快速
的升温现象。

研究报告另一作者、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喷气推进
实验室研究员格伦·奥顿说， 由于这次研究数据仅覆盖
海王星的不到半个夏季，没人预料到会出现如此“大幅”
“骤然”的温度变化。 研究人员至今不明白，海王星温度
为何大幅起伏。

报告主要作者罗曼说，海王星温度骤变可能与其大
气中化学成分的季节性变化有关。 另外，天气模式的随
机变化或太阳周期活动都有可能导致海王星温度起伏。

作为冰巨星，海王星表面平均温度约为零下 220 摄
氏度，南极附近温度略高。 （新华社专特稿）

荩 4 月 14 日，游客参观荷兰阿尔梅勒世
界园艺博览会“中国竹园”展馆。

▲ 4 月 14 日，人们在荷兰阿尔梅勒世界
园艺博览会参观游览。

“中国竹园”
亮相荷兰
2022 年荷兰阿尔梅勒世界园艺

博览会 ４ 月 14 日开幕。 “中国竹园”凭
借其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工艺于
一体的独特风格，在本届世园会 30 多
个国家展馆中备受瞩目。

新华社记者 张铖 摄影报道

荩 这是 4 月 14 日在荷兰阿尔梅勒
世界园艺博览会上拍摄的“中国竹园”
展馆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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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6 日，在美国华
盛顿史密森学会国家动

物园 ，大熊猫幼崽 “小奇
迹”（右）和妈妈“美香”享
用冰冻水果蛋糕。 当日，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西

北部的史密森学会国家

动物园举行活动，庆祝大
熊猫抵达美国暨该动物

园大熊猫项目 50 周年。
新华社记者 刘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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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家观测发现， 海王
星 17年里一度气温骤跌，之后
其南极又大幅升温，原因不明。

疫情叠加战争 全球蛋价飞涨
据新华社专特稿（包雪琳）受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等

国家近期暴发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以及俄乌冲突持续
致使欧洲和中东地区物流不畅等因素影响，全球鸡蛋价
格近期飞涨。 一些供应商预期，鸡蛋涨价或将持续数月。

美联社报道， 美国今年以来已有 24 个州暴发禽流
感疫情，波及鸡、鸭和火鸡。 法国是欧洲联盟地区最大的
鸡蛋供应地，如今正遭遇最严重禽流感疫情，大约 8%的
蛋鸡被扑杀。

欧盟近年来主要从乌克兰进口鸡蛋，来自乌克兰的
鸡蛋占欧盟进口鸡蛋总量的大约一半，远超美国。 乌克
兰政府统计数据显示，乌克兰 2021 年产 141 亿枚鸡蛋。
受俄乌冲突影响，欧洲和中东地区多家鸡蛋供应商的供
应链受到干扰，正在尝试寻找新货源。

人力短缺、能源价格高企以及禽类饲料涨价等因素
已让食品行业从业者承压，如今面临禽流感疫情叠加俄
乌冲突的影响，从业者叫苦不迭。

“学徒”人数太少 德国急缺技工
据新华社微特稿（王鑫方）虽然德国对技术工人的

需求不断上升， 但德国联邦统计局 4 月 13 日发布数据
显示，德国去年仅约 46.71 万人新签订了“双元制”职业
教育合同，远低于新冠疫情暴发前水平。

“双元制”职业教育由学校和企业合作办学，将传统
“学徒”培训方式与现代职业教育思想结合，旨在直接向
企业输送成熟、合格的技术工人。

依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2019 年德国约 51.3 万
人新签订了“双元制”职业教育合同。 受新冠疫情冲击，
2020 年这一数字降至历史最低点，约为 46.5 万人，略低
于去年。

据德新社报道， 德国目前技术工人缺口不断扩大。
截至 2025 年，德国相关建筑业、可再生能源行业等需要
增加约 40 万名技术工人。 另外，不仅有机农业、信息技
术领域急缺熟练的技术工人， 机电工程人员以及卫生、
供暖和空调方面的技师也供不应求。

注入淡化海水 缓解“缩水”危机
据新华社微特稿（沈敏）以色列解决本国用水问题

的海水淡化技术现在有了新用途：把淡化过的海水注入
境内最大淡水湖加利利海，以缓解这一重要水源地因气
候变化和过度利用不断“缩水”的环境危机。

加利利海也称加利利湖，位于以色列东北部，源于
约旦河，与南部的盐水湖死海一样均为内陆湖，是以色
列最大天然淡水水源，也是全球海拔最低的淡水湖。 但
是，降雨不规律、气温升高、密集抽水等问题导致湖面不
断萎缩。

法新社 4 月 15 日报道，以色列现在决定利用上世纪
60 年代启用、向各地输送加利利海湖水的全国输水管道
系统，把海水淡化处理厂的富余蓄水反向注入加利利海。

一些模型预测显示，在本世纪后半段以色列降水可
能减少 10%至 15%。 另一方面，以色列人口以“每 30 年
翻一番”的速度迅速增长，加大用水需求，也是促成以色
列采取“淡化海水回注”的原因。

4 月 9 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波莫纳市，
一名小朋友参加“泡泡跑”活动。 当日，数千名民众在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波莫纳市参加了别开生面的 5
公里“泡泡跑”活动。 新华社发 （曾慧 摄）

“泡泡跑”乐翻天 笑开颜真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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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
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找不到控制疫情的
理想策略，加上经济下行、奥密克戎毒株
致病性弱于先前毒株和抗疫疲劳心态等
复杂因素，陆续取消了口罩令、隔离感染
者、追踪密接者等严格管控措施，除加强
疫苗接种外基本不采取其他防控措施。

但全球疫情依然高位运行， 奥密克
戎毒株的高传染性和隐蔽性提升了防控
难度，一些地区的死亡人数再现高峰。新
一波疫情也对多国经济社会生活造成严
重冲击。专家们还警告，人类仍未完全了
解新冠病毒， 无法预测这种病毒将如何
进化。

全球死亡病例数持续高企

4 月 13 日，世界卫生组织在研判最
新疫情形势后发表声明宣布， 新冠大流
行继续构成 “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
事件”。一天后，世卫组织数据显示，新冠
疫情突破又一个重要节点： 全球累计确
诊病例数超 5 亿例， 死亡病例数逾 619
万例。

与去年 11 月刚发现奥密克戎毒株
时相比，全球累计确诊病例数增加逾 2.5
亿例，而死亡病例增加逾 100 万例，这相
当于半年时间便从地球上抹去了一个中
型城市的人口。

在全球疫情新形势下，“躺平” 实际
上是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无奈之选。 它们
在经过多种尝试后， 找不到一种理想应
对策略，因此除了加强疫苗接种外，不再
强调或干脆不采取其他防控措施。但“躺
平”之后，随即常见的便是病例数激增、
死亡病例数高企， 过一段时间后疫情曲
线才掉头向下。

美国是一个代表性例子。 美国疾病
控制和预防中心疫情曲线图显示， 美国
单日新增死亡病例数最高纪录 （今年 2
月 1 日报告的 4184 例）就发生在奥密克
戎毒株引发的疫情高峰期， 当时美国持
续约半个月报告七日日均死亡病例数超
2500 例，明显高于去年 9 月德尔塔毒株
肆虐期间的峰值。 近来美国七日日均死
亡病例数依旧逾 400 例。

日本教训同样应汲取 。 今年 1 月
中旬以来 ， 日本新增新冠死亡病例超
过 1 万例 ， 而日本新冠总死亡人数不
到 3 万人。

“躺平”政策冲击方方面面

近期一些国家抗疫“躺平”后，病例
数再度激增， 进一步冲击经济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

英国就正在承受“与新冠共存”的多重“后遗症”。 英国政府于 2 月末宣
布实施“与新冠共存”计划，在法律意义上解除所有新冠限制措施。多项数据
显示，英国疫情自 3 月以来持续恶化，感染水平已升至历史最高。

德国高级医院医生协会主席米夏埃尔·韦伯也有同感： 由于疫情大流
行，德国六成医院不得不推迟预定手术，10 家医院中有 6 家护理人员短缺。

尤需指出的是，“躺平”政策对老人、有基础疾病者和免疫受损人群等群
体造成更大风险。 韩国数据显示，在 4 月第一周的新冠重症和死亡病例中，
60 岁以上老人分别占 85.7%和 94.4%。

此外，韩国 9 岁及以下儿童已有过半感染新冠病毒，部分儿童受到丧失
嗅觉等后遗症困扰。 新西兰知名流行病学家迈克尔·贝克说，不能对未成年
人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等闲视之， 目前尚未有足够医学证据表明新冠病毒是
否会对他们造成长期潜在伤害。

新冠病毒变异方向不定

复盘新冠疫情这场百年未遇的全球重大公共卫生危机， 人们曾数度乐
观认为，疫情大流行趋于结束，尤其是在疫苗大范围投入使用时。 但变异毒
株接二连三地出现，病毒变异存在巨大不确定性。

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陈宇对记者说， 新冠病毒本身的
变异方向是随机的。传染性跟致病性在科学层面没有必然联系。从社会层面
看，病毒致病性低，病症不明显，提升病毒传播机会，进一步增加低免疫群体
的致命风险。

放松乃至取消防疫限制措施， 尤其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疫苗接种覆盖
率仍很低的情况下，其结果就是新冠病毒在人群中广泛传播，为新变异毒株
出现提供“温床”。

新冠再感染问题也不容忽视。 意大利高等卫生研究院的数据显示，自
2021 年 10 月起，意大利每周新冠二次感染病例数在总数中占比逐渐提高。

当前，人类对新冠病毒的认识仍不充分，也没有完全研究清楚接种疫苗
或感染引起的免疫力到底能持续多长时间。但很清楚的是，更多的病毒传播
意味着更多的死亡，大流行并未结束，还远不到抗疫松懈之时。

环顾全球，目前仍具备“发现一起、扑灭一起”条件的国家屈指可数，把
新的疫情消灭于萌芽状态仍是这些国家的最佳选择方案。 “想想在 2020 年
初，如果每个有能力的国家都采取了‘清零’政策，世界会怎样。 无可争辩的
是，全球死亡人数会低得多，更少的人会长期感染，经济损失也会减少……
奥密克戎可能根本没机会进化出来，”英国《新科学家》周刊近日刊文感慨
道，“当下一次出现大流行病时，各国政府应该牢记‘清零’策略。 ”

参与记者： 李伟 郭爽 郝亚琳 谭晶晶 杜白羽 贺飞 张毅荣 和苗 郭

磊 华义 陈晨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17 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