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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 11 月 3 日
电 中国科学家 3日说，他们完成
了亚洲栽培稻（一般称为水稻）5
个“近亲”的全基因组测序，获得了
高质量的基因组参考序列。这有
望进一步推动水稻品种的改良。

中国科学家在美国《国家科学
院学报》上报告说，他们从 2007年
至今，自主完成了尼瓦拉野生稻、
非洲栽培稻、短舌野生稻、展颖野
生稻和南方野生稻 5 个水稻近缘
物种的基因组测序，揭示出了这些
物种适应不同环境的基因，特别是
与开花发育、繁殖和防御病虫害有
关的基因。

项目负责人、中国科学院昆

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高立志说，
在水稻与其他 23 个物种共同组
成的稻属中，它和 7 个稻种如尼
瓦拉野生稻、非洲栽培稻和短舌
野 生 稻 等 都 是 AA 基 因 组 类 型 。
而迄今水稻常规育种取得的大多
数突破，几乎都与发掘利用上述
AA 基因组野生稻的优异基因相
关。比如，袁隆平等利用海南岛
的一株雄性不育普通野生稻中的
细胞质雄性不育基因，育成了闻
名中外的杂交水稻。而此次成功
测序稻属 AA 基因组 5 个近缘物
种，对促进野生稻种资源的高效
利用、拓宽水稻育种的遗传基础
有着重要意义。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11月 3日
电 以色列国会 3 日通过一项法
律，禁止政府释放因对以色列进
行恐怖袭击而被关押的巴勒斯坦
囚犯。

根据这项由极右翼政党提案
并最终得到通过的法律，凡是“在
极端严重的情况下犯有谋杀罪”的
巴勒斯坦囚犯，都不能根据以色列
政府未来任何政治、外交协议或者
通过交换囚犯行动被释放，也不能

被保释。这项法律虽然也针对刑
事谋杀犯，但主要还是涉及恐怖袭
击犯。

这一新法对此前已被以政府释
放的巴勒斯坦人和正在监狱里服刑
的巴勒斯坦人不具法律追溯力。

根据巴勒斯坦方面的数据，目
前共有约 5200名巴勒斯坦人被关
押在以色列监狱。巴方一直要求
释放被关押的巴勒斯坦人，以此作
为与以方和谈的条件。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 11 月 3 日
斥责日本缺乏正视历史的勇气，放
不下受害者心态，对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中犯下的侵略罪行和几年前
发生的福岛核电站事故均未能承
担起应尽责任。

日本《每日新闻》当天刊发对这
名畅销书作家的专访。村上说，在日
本，不论是几十年前的战败还是
2011年的福岛第一核电站辐射泄漏
事故，战争和灾难过后，没有人真正
愿意承担责任。他认为，这种态度在

日本已然深入人心，“战争过后，最终
的结论是，没有人做错什么”。

村上说，正是由于日本对于自
身在 20世纪上半叶的行径毫无悔
改之意，才导致其与邻国关系持续
紧张。中国和韩国对于日本在二
战期间侵略暴行表达愤懑，也是

“理所当然”的反应。
村上春树是日本最知名作家

之一，多部作品被翻译为数十种文
字出版，在日本和世界文坛皆享有
较高知名度。（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据新华社纽约 11 月 3 日电
“9·11”恐怖袭击发生 13 年之后，
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一号楼 3
日开门营业，这是世界贸易中心重
建工程的里程碑事件。

总部设在纽约的出版旅游界
巨头康泰纳仕集团当日开始在一
号楼办公。目前该大楼 60％已经
签 约 出 租 。 重 建 后 的 一 号 楼 高
104层，总投资 39亿美元（约合 239
亿元人民币），是美国最高建筑。

该大楼为纽约新泽西港务局所有。
原世贸中心一号楼和二号楼即

南北双塔在 2001年“9·11”恐怖袭
击中坍塌。新建的一号楼位于原世
贸双塔北侧，2006年动工，2013年
竣工，是世贸中心重建工程的主建
筑。在原址重建的世贸中心包括 6
座摩天大楼，全部工程定于 2015年
完工。占世贸遗址区域面积一半的
地标建筑“9·11”纪念园和“9·11”纪
念博物馆已经建成开放。

新华社专电 法国一项研究显
示，长期倒班与大脑功能衰退相
关。研究人员 1996 年、2001 年、
2006年在法国南部对 3000多名来
自不同领域的在职工人和退休者
进行长期记忆、短期记忆、整体认
知能力测试，这些人当中一半有三
班倒经历。研究人员发现，倒班与

“长期认知损害”相关，并且这种关

联在倒班 10年以上的人身上表现
更明显，相当于大脑遭受额外 6年
半与年龄相关的老化。认知能力
在停止倒班至少 5年后才可恢复。
研究人员说，虽然不能下结论说，
倒班工作是认知能力退化的根源，
但应该重视监测倒班工作者健康，
特别是那些长期倒班者。研究成
果发表于《职业与环境医学杂志》。

视觉 新闻

中标墨西哥高铁 拿下海外第一单

中国高铁开向世界
我国揭秘水稻“近亲”基因组

村上春树批日逃避责任

以拒释巴勒斯坦涉恐囚犯

纽约新世贸中心一号楼开业

长期倒班或伤脑

11月4日，墨西哥铁路部门宣布，由中国铁道建筑总
公司领导的中国竞标团赢得墨西哥城——克雷塔罗高铁
订单。由于该项目将采用中国高铁成套技术，因此这被视
为中国高铁“走出去”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单。

有标准、有实力——拿下墨西哥高
铁，在业内人士看来，是中国高铁行业多
重优势结合的产物。

中国铁建总裁助理兼中国铁建国际
集团董事长卓磊表示，中国铁建具有丰富
的建设经验。目前，在海外，铁建先后参
与过数十个铁路基建项目，其中包括土耳
其安卡拉至伊斯坦布尔高速铁路。

装备方面，中国生产的 CRH380动车
组已经在世界等级最高的京沪高铁上运
行 3 年多，并曾创下 486.1 公里的世界高
铁最高运营时速。

“从单纯的建设及装备出口，到建设、
装备和标准的整体输出，是本次高铁海外
第一单的最大看点。”同济大学轨道交通
研究院孙章教授说。

在竞标结果公布后，43.79 亿美元的
合同金额引起关注。“中国企业能盈利
吗？”有网友发问。

其实，中国铁路走出海外以来，在施
工技术、成本控制、劳动生产率等方面较
国外企业有较大的优势。数据显示，国外
企业建设高铁成本一般在每公里 0.5亿美
元；而中国只需 0.33亿美元，这还是按照
350公里时速等级标准建设。

孙章表示，中国企业的报价比较适
中。按照 44亿美元的报价，墨西哥高铁成
本约为 1.25亿元每公里。但墨西哥高铁时
速只有300公里，建设成本也会相应降低。

从关键性的控制系统来看，墨西哥高
速动车组所采用的牵引系统等已经实现
了中国自主开发，成本降低了很多。

卓磊表示，近年来凡是纯商业运作的
海外铁路项目，中国铁建都实现了赢利。

“这是中国高铁第一次真正走出去，
说开启了中国高铁‘出海’的新时代并不
为过。”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
长许光建说。

墨西哥高铁全长 210公里，设计时速
300 公里，建成之后每天可运送 2.3 万名
乘客。中国铁建董事长孟凤朝说，作为美
洲第一条时速将达 300公里的高铁，墨西
哥高铁对周边国家具有很大的示范效应。

“拿下墨西哥高铁订单也为中国高铁

进军美国等高端市场打下基础。”孙章说，
下一步，中国企业瞄准的对象是加州高铁。

此外，墨西哥高铁在建造和运营中都
纳入了当地元素，有利于树立中国企业负
责任的形象，赢得国际市场。

卓磊表示，建造墨西哥高铁，既输出
了中国技术和标准，也为当地创造就业和
经济机会。此外，项目建成后的前五年，中
国企业将负责运营，为当地培养高铁运营
管理人才。（据新华社北京11月 4日电）

凭什么走出海外？

是否“赔本赚吆喝”？

能否开启“出海”新时代？

美国定于 11月 4日举行中期选举，改选
国会众议院 435个席位、参议院 100个席位中
的大约三分之一。美国媒体普遍预计，中期
选举后，共和党继续执掌众议院应没有悬念，
而且有望从奥巴马所属的民主党手中夺得参
议院控制权，进而掌控国会。这将在相当大
程度上影响奥巴马作为白宫主人剩余两年的
施政，甚至有可能使他变成“跛脚鸭”总统。

选情堪忧
中期选举投票于美国东部时间 4日 6时

（北京时间 19时）率先在东部各州举行。投
票开始前的最新民调显示，已经获得众议院
控制权的共和党将赢得更多众议院席位，继
续执掌众议院几无悬念；在参议院的控制权
上，共和党和民主党还有一番较量。

参议院 100个席位中，民主党和共和党
眼下分别控制 55席和 45席。如果共和党在
此次选举中能较民主党净胜 6席，将获得参
议院多数席位，进而掌控整个国会。

《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等主流媒
体委托的民调结果显示，共和党有七成以上
的几率从民主党手中夺回参议院控制权。

施政遇阻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共和党掌控国会参

众两院，奥巴马将变为“跛脚鸭”总统，推动
改革措施需要更多动用行政权力，继续绕开

国会。这样做可能招来更多反对，使奥巴马
政府的执政面临更多困难。

而在一些奥巴马的幕僚和顾问看来，即
使民主党保住参议院，奥巴马所能盼望的最
好结果也只是维持现状而已。总统虽然可
以让他提名的部长和其他联邦政府人选比
较顺利地获得通过，阻碍共和党“进攻”医疗

改革，却难以获得国会“配合”通过他希望达
成的重大改革措施。

其中的重要原因在于，中期选举后，民
主共和两党的注意力会更多转向 2016年总
统选举；国会议员们也更不愿意帮助一位即
将卸任且支持率不高的总统通过争议法案，
以免影响自己的政治前景。

矛盾重重
近来，白宫和国会之间的对立愈演愈

烈，奥巴马政府推动的多项改革法案屡屡遭
到国会，尤其是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否决。
面对国会僵局，奥巴马开始不断绕开国会、
直接动用行政权力。

这种做法进一步激怒了共和党人。今
年 7 月，众议院表决通过议案，授权众议院
议长博纳就奥巴马滥用行政权力提起诉
讼。从中期选举前的情况看，共和党国会
领导人没有明确表明，如果共和党控制国
会参众两院，是否会在部分议题上与白宫
合作。

另一方面，鉴于奥巴马的民调支持率最
近一段时间都处于不足五成的“低位”，一些
面临中期选举压力的民主党议员试图与总
统“切割”。他们希望借助奥巴马在筹集竞
选资金方面的“吸金”能力，却不愿意奥巴马
出面助选。

奥巴马的不少政策偏向中下层民众，本
容易“得罪”大企业家以及相对富裕阶层；同
时，政策执行中存在各种问题，目标群体感
觉并未得利，对奥巴马的做法“不领情”。最
近一段时间，奥巴马在应对埃博拉疫情、打
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方面的措施也给了
反对者批评他的口实。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中期选举恐失参院 施政频遭国会刁难

奥巴马剩下两年不好干

CFP供图

11月4日，一只小狗在新加坡首家宠物豪华酒店的游泳
池游泳。这家酒店将于 11月中旬正式开张。宠物不仅能够
住进“皇家套房”，还能享受SPA、美容、游泳等专项服务。

11月 4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空军特技飞行队在意大
利国家团结日庆祝活动中喷出象征国旗三色的烟雾，飞过
威尼斯广场上方。 均为新华社发

11月 4日，参赛者在印度普什卡胡子大赛上展示胡子。
当日，印度拉贾斯坦邦普什卡集市上举办一年一度的胡子大
赛，造型各异的印度胡子大叔的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

这是 11月 3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拍摄的日落时分的美国国会大厦。 新华/法新

11 月 3 日，人们在巴基斯坦与印度边境的瓦格赫观看降旗仪式。
巴基斯坦军方 3 日表示，东部城市拉合尔靠近巴基斯坦和印度边境的
瓦格赫局势恢复正常，降旗仪式当天正常进行。此前，因当地发生
自杀式爆炸袭击，巴印两国一度决定暂停这项已有 60 多年历史的传
统仪式。 新华社发

巴印边界恢复降旗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