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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斯克10日上午通过“推特”表示，收到
了卡梅伦关于改革欧盟的信函。他未对英
国提出的改革目标作出任何评价，但表示就
此问题的协商工作从当天起正式启动。

可以预计，图斯克将组织多场双边会
谈，对英国提出的改革目标展开协商。多
轮双边会谈将一直持续到 23 日，每轮会谈
一方是成员国代表，另一方是欧盟机构，图
斯克团队担任协调人。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马加里蒂斯·斯基
纳斯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卡梅伦的欧盟

改革目标有些或许可行，有些难以达到，但
取消欧洲移民前四年社会福利这一要求绝
对行不通。

分析人士认为，作为欧盟实力最为雄
厚的成员国之一，英国的退出将会大大减
弱欧盟在世界格局中的政治和经济地位。
不仅如此，英国脱欧举动也许会引起“连
锁反应”，带动其他成员国效仿，从而使欧
洲的一体化进程严重倒退。因此，对于卡
梅伦的表态，欧盟机构领导人的立场比较
谨慎。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1日电）

联合国宣布 2016年为“国际豆类年”

一粒豆何以成为国际年主角？
新华社罗马11月 11日电 联合国粮农

组织总干事若泽·格拉齐亚诺·达席尔瓦 10
日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亲手把蚕豆栽种到花
盆中，为以“提供丰富营养，促进可持续发
展”为口号的“2016 国际豆类年”预热。

从地中海的胡姆斯豆酱，到传统的英式
早餐烤豆，再到印度豆菜，在世界各地的美
味佳肴中都有豆类的身影。小小的豆子为
何会进入人们的视野，通过联合国大会决议
成为国际年主角的呢？

消除饥饿：核心力量
在粮农组织的定义中，豆类指仅作为干

燥种子而收获的豆科作物，如芸豆、菜豆、棉
豆、蚕豆、鹰嘴豆、豇豆、黑眼豆和木豆等，不
包括被分类为蔬菜的青收作物（如豌豆、青
豆），以及用来榨油（如大豆和花生）和专门
用于播种目的的豆科作物（如三叶草和紫花
苜蓿种子）。

“豆类是确保众多人口粮食安全的重要农

作物。特别是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等发展
中国家，豆类是传统饮食的一部分，也是小规
模农业种植的主要作物。”格拉齐亚诺说。

豆类富含多种营养素和大量蛋白质，在
那些因物资匮乏无法获得肉奶制品的地区，
价格低廉的豆类蛋白质是人们营养的理想
来源。因此，豆类不仅是世界许多贫困地区
改善饮食的主要食物，同时也在联合国世界
粮食计划署粮食援助战略中的“食品篮”中
占有一席之地。

摆脱贫困：重要支柱
对于农民来说，豆类是重要的作物，因

为它们既可以用来出售，也可以作为家庭的
主要食物。数据显示，豆类价格通常高于谷
类价格两到三倍，因此无论选择食用或出
售，农民都可维持家庭的粮食安全并确保经
济的稳定。

在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下，豆类因其遗
传多样性，能够保证农民有机会选择新的品

种进行农业生产维持生计。与此同时，在发
展中国家，许多家庭特别是妇女从事与豆类
相关的生产和加工，促进全球豆类消费还有
助于增加收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

不仅如此，豆类还可以降低全球粮食系
统对小麦、玉米、大米等几种主要粮食作物的
过度依赖所带来的风险，创造新的投资机会。

人类健康：不可或缺
“数百年来，豆类一直是人类饮食的重要

组成部分，”格拉齐亚诺说，“然而，其营养价
值却未能得到普遍认识，甚至经常被低估。”

豆类虽小，但其所富含的蛋白质分别是
小麦和大米蛋白质含量的两倍和三倍，还富
含微量元素、氨基酸和 B 族维生素。豆类的
脂肪含量低，但富含营养和可溶性纤维，被
认为是控制胆固醇和维护消化系统健康的
极佳食物，其所含的大量铁和锌能够有效防
治妇女和儿童贫血症。豆类不含麸质，因此
也适合于乳糜泻患者食用。

此外，豆类还是健康饮食中的主要成
分，有助于应对肥胖症和防治糖尿病、冠心
病和癌症等慢性疾病。

生态环境：有益助手
专家表示，豆类作物的非食用部分可以

用作动物饲料和农业肥料。它含氮量高，不
仅能够改善动物的健康状况、促进其生长，
还可以提高土壤肥力、增加农作物产量，消
除农作物对化肥的依赖，从而减少合成饲
料、肥料的消耗，间接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

通过改善土壤总体健康状况，豆类为各
种微生物营造了适宜的环境，可以有力地促
进地下生物多样性。同时，将豆类与其他作
物间作或轮作，可减少土壤侵蚀、帮助防治
病虫害。

值得一提的是，豆类还是一种节水的蛋
白质来源。与其他蛋白质来源相比，豆类消
耗的水仅为其他蛋白质来源的十分之一至
二分之一。

卡梅伦提条件 不满足就“脱欧”

英国是“讨价还价”还是动真格
英国首相卡梅伦11月10日就英国留在欧盟的条件发表演讲，提出了改革欧

盟的四个目标。他表示，如果这些条件得不到满足，将不排除英国通过公投脱离

欧盟的可能性。观察人士指出，对于卡梅伦提出的改革条件，欧盟领导人的表态

较为谨慎。未来，英国与欧盟之间的“讨价还价”在所难免。目前，预测英国脱欧

概率为时尚早。

卡梅伦 10 日在英国知名智库皇家国
际事务研究所发表演讲，首度全面公开阐
述英国留在欧盟的条件和目标。

这四个目标包括：确保欧洲共同市场
对英国等非欧元区国家一视同仁；增强欧
盟的竞争力，减少对成员国经济的束缚；允
许英国不参与欧盟政治一体化进程，增强
欧盟成员国议会的权力；控制欧盟进入英
国的移民，减少对欧盟人口自由流动原则
的滥用。

卡梅伦说，对于英国民众来说，这四个
目标可谓是核心诉求。英国过去两个月的
民调显示，支持留在欧盟和退出欧盟的民

众比例都在 40％上下。
卡梅伦认为，与欧盟就上述条件重启

谈判并非“不可实现的任务”，相信英欧双
方有耐心和善意来达成一项新的协议。他
警告，假如欧盟对英国上述诉求“充耳不
闻”，他不排除英国通过举行公投脱离欧盟
的可能性。

卡梅伦在演讲中强调，英国计划举行
的脱欧公投的结果将是决定性的，不会就
这一问题举行另一场公投或开展另一场谈
判。他此前承诺，他所领导的保守党政府
将在 2017 年年底之前，就英国是否脱离欧
盟举行一场全民公投。

提出四个目标A

分析人士认为，英国的疑欧倾向由来
已久，其背后有政治、经济、移民、历史、地
理、文化等多重原因。在政治上，英国不愿
向欧盟“让渡”主权和立法权；在经贸上，英
国不愿被欧盟法令所束缚；在移民问题上，
英国主张限制移民的福利；而在历史上，作
为岛国，英国长期奉行“光辉独立”，身处欧
洲，却不认为自己属于欧洲。

近年来，欧洲政治一体化进程加快，其
政治联盟色彩越来越浓，有发展为“超级国
家”的趋势。英国加入欧盟主要是为了追
求经济利益，而欧盟的政治一体化让英国
感到无法接受。

近年来，英国独立党等一些反欧盟右
翼政党在英国地方选举、欧洲议会选举中
的支持率大幅增加，在英国议会选举中也
拿到超过 380 万张选票，仅次于保守党和
工党，被看作是新兴的全国性大党。

英国最大反对党工党原本是坚定的亲
欧派，但今年该党在大选中失利，痛定思痛
后决定“听从民意”，转而支持在 2017 年之
前就英国是否脱欧举行公投。

卡梅伦所领导的保守党内部也存在分
歧。总体上讲，保守党主要由希望推动欧
盟进行改革的“改良派”主导，但也不乏极
端的反欧盟人士。

疑欧原因复杂B

欧盟立场谨慎C

视觉 新闻

11月 10日，人们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参加罢工，要求提
高最低时薪。当天，全美 270 多个城市的快餐店工人和活
动支持者举行罢工，要求将最低时薪提高至 15美元。

11月 10日，在阿联酋迪拜国际车展上，媒体及参展商
围观一辆超级跑车。当日，2015年迪拜国际车展在阿联酋
迪拜国际贸易中心开幕。 均为新华社发

当地时间 11 月 10 日，正在执行环球访问任务的中国
海军 152舰艇编队济南舰、益阳舰和千岛湖舰抵达哈瓦那
港，开始对古巴共和国进行为期 5天的友好访问。

新华社北京11月 11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洪磊 11 日表示，亚太
经合组织（APEC）不是讨论有关敏
感问题的合适场合。

当天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
报 道 ，美 国 国 务 院 发 言 人 10 日
称，亚太经合组织（APEC）主要是
经济论坛，南海问题虽不在菲律
宾 APEC 领导人会议正式议程内，
但仍可能在会议期间讨论。美国
同地区盟友和伙伴会晤时也将讨
论该议题。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洪磊说，APEC 是亚太地区最
重要的经贸合作论坛，不引入政治

安全等敏感问题是各成员多年来
达成的共识，也是 APEC 机制得以
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前提。APEC 不
是讨论有关敏感问题的合适场合，
也不应为炒作敏感问题提供方便。

“我们注意到东道主菲律宾也
表示，APEC 会议不会也不应引入
政治安全等敏感问题。”洪磊说。

洪磊表示，希望各成员共同维
护 APEC 经贸论坛性质，多发挥建
设性作用，聚焦区域经济发展和务
实合作，营造积极良好氛围，确保
会议成功，为本地区繁荣、发展和
进步作出积极贡献。

新华社北京11月 11日电 中
国空军新闻发言人申进科 11 日发
布消息说，中泰两国空军航空兵部
队将于 12 日至 30 日，在泰国空军
呵 叻 基 地 举 行 代 号 为“ 鹰 击 －

2015”的联合训练。
申进科表示，这次联合训练旨

在增进两国空军航空兵部队相互
学习和了解，深化中泰两军务实合
作，增进互信和友谊。

据新华社华盛顿 11月 10日
电 美国国防部 10 日说，应土耳其
政 府 要 求 ，美 空 军 首 批 6 架 F －
15C 战机已于本月 6 日抵达土耳其
南部靠近叙利亚的因吉尔利克空
军基地，并开始对土领空执行空中
巡逻任务。

国防部发言人彼得·库克当天
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罗斯战
机 10 月在叙利亚实施空袭任务期
间曾“侵犯”土耳其领空，土政府随
即向美国政府提出派遣战机巡视土
耳其领空的请求。美军预计此次将
总共向土派遣12架F－15C战机。

库克说，美国防部还将向因吉
尔利克空军基地派遣 F－15E 战
机，与土耳其军队已有的 F－16S
战机一起执行轰炸叙利亚境内的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目标。

俄罗斯国防部 10 月 5 日确认，
俄一架战机 10 月 3 日在完成对叙
利亚境内“伊斯兰国”目标作战任
务后返回距离叙土边界约 30 公里
一处空军基地途中，“因恶劣天气”
曾飞入土耳其领空几秒钟。俄方
已采取必要措施防止今后发生类
似事件，并通过土耳其驻俄使馆向
土方作出了相应的解释。

新华社东京 11 月 11 日电
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在美国《国家科
学院学报》网络版上报告说，他们
开发出一种轻薄柔软的薄膜状体
温计。这种体温计就像创可贴，只
要贴在皮肤上，瞬间就能够测量出
准确体温。

这一体温计由日本东京大学
和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研究人员合
作开发，他们在 0.015 毫米厚的塑
料薄膜上，利用石墨和半结晶性丙
烯聚合物材料制成热传感器。贴
在皮肤上之后，这种传感器只需
0.1 秒即可作出反应，可测温度范

围从 25 摄氏度至 50 摄氏度。
这种薄膜体温计的厚度只相

当于人类头发粗细的四分之一左
右。研究人员介绍说，这种体温计
能贴在身体不同部位，可用于测量
婴儿体温，还可贴在手术后患者的
伤口上，出现炎症时会及时预警，
在医疗领域有广泛用途。此外，由
于可随时感知温度变化，将其用于
制衣材料中，还有助于测试衣物保
温性、舒适度等。

研究小组说，这种体温计材料
成本低、制作方法简单，有望在 3
年后达到实用化。

外交部称

APEC不适宜讨论敏感问题

中泰空军将首次联训

美向土耳其派遣战机
声称确保土领空主权完整

“创可贴式”体温计问世

新华社北京11月 11日电 国
家主席习近平 11 日就德国前总理
施密特不幸逝世向德国总统高克和
总理默克尔分别致唁电。习近平代
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并以个人的名
义，对施密特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
向施密特的亲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习近平在唁电中表示，施密特
先生为德国国家建设和欧洲一体

化进程作出了不懈努力，赢得了世
人尊重。40 年前，施密特先生同
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共同开启了中
德友好合作的大门，为中德关系发
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国和中国人民
珍视中德友谊，愿同德国和德国人
民一道，共同开创中德关系更加美
好的未来。

就施密特逝世

习近平向德国致唁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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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欧盟进入英国的移民

英国
“脱欧”安排

预计将在2017年年底之前，就是否脱离
欧盟举行一场全民公投

英国留在欧盟
的四个条件

确保欧洲共同市场对英国等非欧元区
国家一视同仁

增强欧盟的竞争力，减少对成员国经
济的束缚

允许英国不参与欧盟政
治一体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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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1 日，在德国柏林，德国总理默克尔（右二）手持由德国经济
顾问委员会主席施密特（右一）提交的年度经济评估报告。据德国经济
顾问委员会预测，德国明年将耗资至多 143 亿欧元用于难民事务。经
济顾问委员会每年 11 月发布的有关德国经济发展形势的报告被认为
是德国最具权威性的经济预测报告之一。 新华/法新

为应对难民潮

德明年或耗资百亿欧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