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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官方
媒体13日公布
的统计数字显
示 ，12 日 晚 发
生在伊朗与伊
拉克边境地区
的地震已经致
使伊朗方面至
少328人死亡，
2500 多 人 受
伤。
加上伊拉
克方面统计的
丧生人数，这
场强烈地震已
经致死超过
3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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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伊边境强震
致死超300人

升。
路透社报道，这次伊朗方面受
地震影响最严重的当属克尔曼沙
阿省。 在这个省的萨尔波勒扎哈卜
县，至少142人死于地震，当地距离
两伊边界15公里。
伊拉克中央政府方面尚未公
布地震伤亡人数；但库尔德自治区
卫生部门官员告诉路透社记者，至
少4人死亡，另有至少50人受伤；另
据法新社报道，地震造成位于伊拉

克北部、隶属库区的苏莱曼尼亚省
6人死亡，大约150人受伤；伊拉克红
新月会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地震
造成伊拉克8人死亡，至少420人受
伤。
按路透社的说法，伊拉克受灾
最严重的地区是达尔班迪汗镇，当
地位于苏莱曼尼亚省首府苏莱曼
尼亚市以东75公里处。 库区卫生部
长雷考特·哈马·拉希德说，当地30
多人在地震中受伤。

毁， 被送至那里的数百名伤员无法
接受治疗。
伊朗内政部长阿卜杜勒－礼
萨·拉赫马尼·法兹利证实， 军队正
在赶赴震区参与救援。 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通讯社报道，30支医疗救援
队已经出发前往震区。
伊朗红新月会负责人说，超过7
万人需要紧急避难。 卫生部呼吁民

众为伤员献血。
一名伊朗石油部门官员说，石
油管道和炼油厂尚未受地震影响。
据路透社报道， 地震已经造成
伊朗和伊拉克数座城镇断电， 由于
余震不断， 两国数以千计居民不得
不在户外躲避。 伊朗一家地震观测
中心说，他们统计到50次余震，预计
新华社
还会有更多余震发生。

●就医难
伊朗克尔曼沙阿省副省长穆杰
塔巴·尼凯尔达尔证实，当地政府正
在搭建3处赈灾营地。
伊朗政府分管赈灾的官员皮
尔·侯赛因·库利万德说， 现阶段难
以向一些偏远地区派遣救援队伍，
因为“地震引发的山崩阻断了道
路”。 此外，重灾区萨尔波勒扎哈卜
县的一家主要医院已经被严重损

驾车冲撞中国学生
法国西南部城市图卢兹市检察
官皮埃尔－伊夫·库约12日证实，两
天前蓄意驾车撞向人群的28岁法国
男子被控谋杀未遂，目前已被暂时拘
留。 这起冲撞事件导致3名中国学生
受伤。
检方透露，犯罪嫌疑人单身，有
严重的精神病史，与母亲住在图卢兹
市郊区的布拉尼亚克镇。 他在供词
中坚称，脑海中有声音驱使他做出驾

法国男子被控谋杀

车冲撞人群的举动。
当地时间10日下午3时45分，犯
罪嫌疑人在布拉尼亚克镇驾车“猛
烈”冲撞人群，造成3人受伤，后经证
实3人皆为中国人。 该男子随后被警
方逮捕，并供认是蓄意撞人，为此行
动已策划近一个月。
法国相关部门经初步调查后称，
该事件不是恐怖主义活动，已按“企
图谋杀”事件的性质展开后续调查。

国籍风波愈演愈烈
为化解愈演愈烈的国籍风波，澳
大利亚主要政党13日达成协议，要求
所有联邦议会参议员在三周内提交
材料， 以证明自己没有双重国籍，从
而保住议员资格。
这场由双重国籍引发的政治风
波席卷澳大利亚政坛，多名政治人物
因此失去议员资格， 由总理马尔科
姆·特恩布尔领导的执政联盟也失去
议会多数。 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特恩布尔的支持率大幅跳水。

曾因偷电脑被劝退
男子十年后变富翁
据报道， 今年29岁的澳洲男子霍普金斯现在身价超过900万
澳元，但是在17岁的时候，他因为盗窃学校电脑而被劝退，那时霍
普金斯选择离开父母外出打工。
那时的经历很令人难堪，我被学校开除了，我的父母还在那
“
时离婚了，我当时挺叛逆的，”霍普金斯说，“当时的选择并不是最
好的，但是说实话，如果没有走那一步，我可能也无法成为现在的
自己。 ”
21岁时，霍普金斯在股市中赚得第一桶金，并把30万澳元投
资在霍巴特的一处房产上，结果在18个月后，这处房产的价值就
翻了一倍，随后霍普金斯又决定在墨尔本再买一处房产。“
后来就
像滚雪球一样，我名下的房产越来越多。 ”霍普金斯说。
目前，霍普金斯在维州、昆州和西澳一共有22处房产，他还有
了自己的房地产公司，最近霍普金斯还制作了一系列视频来鼓励
“
千禧一代”投资房产。 他表示，对年轻人来说，眼下好好工作和努
环球网
力存钱是最重要的。

●受灾重
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地震信息
网消息，伊拉克苏莱曼尼亚省哈莱
卜杰西南32公里处当地时间12日
晚9时18分（北京时间13日2时18分）
发生7.2级地震， 震源深度33.9公
里。
伊朗国家电视台13日报道，地
震 共 造 成 伊 朗 方 面 至 少 214 人 丧
生，另有2504人受伤。 稍晚些时候，
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死亡人数已
经增至328人， 并有可能进一步上

很短很好 看

据法新社报道，该男子曾因非法
持有药物、抢劫等罪名获判两次缓刑
及强制住院治疗。 2016年12月，犯罪
嫌疑人从法庭指定的医院出院。
近年来，欧洲出现数起汽车撞人
事件，大部分与恐怖主义袭击有关。
2016年7月14日， 法国东南部城市尼
斯举行国庆日庆祝活动时，一名男子
驾驶一辆卡车冲撞、碾压人群，造成
中新网
86人死亡。

澳议员须自证清白

按照澳大利亚宪法，持双重或多
重国籍，原则上不得担任议员。 从今
年7月开始， 不断有澳大利亚议员因
双重国籍问题辞职。
上月，因被澳高等法院裁定持有
双重国籍、 不具备出任众议员资格，
巴纳比·乔伊斯不再担任副总理。 本
月，隶属于特恩布尔所属自由党的联
邦众议员约翰·亚历山大也因可能从
父亲处
“
自动继承”英国国籍而请辞。
13日，自由党同澳大利亚主要反

对党工党达成协议，同意所有参议员
须在12月1日前提交相关资料， 以证
明他们没有双重国籍。 具体而言，澳
大利亚出生的参议员必须提交有关
其父母及祖父母的出生日期、出生地
的材料，以证明他们没有“
继承”外国
国籍；有移民背景的议员则必须提交
他们放弃他国国籍的材料。
美联社报道，这份协议将获参议
院认可。 联邦众议院有望在本月晚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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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出台类似规定。

悉尼九岁女童创建
沙滩游玩安全软件
据澳洲网报道，大部分人在9岁的时候对编程还一窍不通，但
近日澳大利亚悉尼一名9岁的小女孩创造出一个APP， 这款软件
可以提醒人们在沙滩游玩时的安全注意事项，提供有用的急救信
息。
据报道， 还在上小学的耶普近日利用编程给Code Camp软
件写了3个小游戏，并发布在苹果手机应用软件中心Appstore和安
卓平台的Google Play上供人们下载使用。
耶普表示，人们可以通过自己发明的游戏来提高在沙滩游玩
时的安全意识，比如如何防晒、如何做人工呼吸以及被海浪冲走
后如何自救等。
据悉，耶普从小就喜欢体操、跳舞及游泳，她每周五都会到海
滩游泳，这启发了她制作一个提高沙滩安全意识APP的想法。“
我
很喜欢编程，我的家人和朋友都说我的APP很棒，他们都以我为
傲。 ”耶普称，希望自己长大后可以成为一名程序员，制作出更多
国际在线
的应用程序。

亚马逊包一本挂历
用了三层楼高卷纸
英国伦敦一对老夫妇在亚马逊订购了一本A2尺寸的挂历，收
到后被硕大的包装吓了一跳：挂历外面裹了一大卷纸，放在一个
足够装10本同样大小挂历的纸箱里。
经老夫妇测量，包裹挂历用的纸长约45英尺（13.7米）。70多岁
的妻子安妮·盖利拿着这卷纸站在三楼阳台上，让纸垂下，纸一直
落到一楼地面还有富余。
盖利花8.99英镑（约合78元人民币）买了这本42厘米×59.4厘
米的挂历。 她说：“我以为他们会把挂历装在一个气泡信封里寄
来，谁知用了个能装至少10本挂历的箱子。 ”盖利抱怨道：“这太浪
费了……对环境不利。 ”她说，这不是第一次遇到亚马逊过度包装
的情况，“他们特别喜欢这样，而这一次最离谱”。 老夫妇希望亚马
环球网
逊能意识到这种浪费并予以杜绝。

“
解码”艾滋病病毒
科学家有望开发新药物
多国科学家日前在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发表报告说，他
们运用计算机模型“解码”了艾滋病病毒在细胞间传播的未知细
节，有望为开发抗艾药物找到新方法。
艾滋病病毒增殖的“诀窍”是迫使细胞在细胞膜上形成囊膜
供病毒容身，囊膜脱落被称为出芽，出芽后病毒体进入其他细胞
展开复制，阻断这一早期过程是治疗艾滋病的一种可能方法。
中国北京大学和美国芝加哥大学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建立了
一个“粗粒化”计算机模型，揭示了一种名为HIV－1Gag的蛋白质
在细胞膜上可能的构象。 这种蛋白是病毒的主要组装蛋白，参与
了出芽，但科学家一直难以运用实验手段获得分子层面上组装过
程的清晰影像。
研究人员选择在计算机中构造了这种蛋白的缺失部分，通过
调试参数最终发现， 这种蛋白利用病毒核糖核酸和细胞膜作为
“
脚手架”自行组装起来。 研究人员还发现，小核糖核酸可以抑制
新华社
这种蛋白组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