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非洲野犬通过打喷嚏“投票”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５日宣
布废除 “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
（ＤＡＣＡ计划）， 约８０万年幼时被
父母带入美国的青少年非法移民
“美国梦”面临破灭。 分析人士指
出， 特朗普政府此举将引发美国
自由派人士和移民群体强烈反
对， 进一步加深美国政治和社会
分裂。

【新闻事实】
美国国土安全部当日发表声

明说， 此后不再处理任何新递交
的ＤＡＣＡ计划许可申请， 现有政
策享受者在明年３月５日前不受影
响； 原有许可到期时间如在此日
期之前， 持有者可以申请延期两
年， 但必须在１０月５日前递交申
请。 国会将有半年时间通过立法
手段寻求替代政策。

ＤＡＣＡ计划允许２００７年以前
进入美国的１６岁以下非法移民被
暂缓遣返， 并可申请为期两年的
工作许可。 这一约８０万人的群体
被称为“追梦人”，多数为拉美裔。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声明中敦
促国会进行移民制度改革， 称将
以 “美国公民优先” 的方式解决
移民问题。 当天， 他还在推特上
发文称： “国会， 准备干活了。
ＤＡＣＡ计划 。” 在经过夏季休会
后， 美国国会从５日开始工作。

特朗普政府指责ＤＡＣＡ计划
让非法移民抢走了成千上万美国
人的工作， 还称这个计划使美国

西南边境没有成人陪伴的未成年
非法移民人数激增， 造成人道主
义危机， 部分从中美洲来的年轻
人成为黑帮成员。

【深度分析】
特朗普竞选期间承诺 “反移

民”。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
问 题 专 家 孙 成 昊 认 为 ， 废 除
ＤＡＣＡ计划首先是部分兑现竞
选承诺， 获取特朗普重要支持者
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人的
认同。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问题专
家刁大明认为， 近期， 特朗普废
除 “奥巴马医改” 落空、 税改一
筹莫展、 应对飓风不力， 在支持
率每况愈下的情况下， 特朗普急
需作出姿态 ， 回馈选民 “基本
盘 ”， 兑现竞选承诺 。 而ＤＡＣＡ
计划仅仅是行政命令， 没有立法
保证， 废除它几乎毫无成本， 又
可将替代方案的制定踢给国会。
“可以说， 特朗普采取这项零成
本的行为， 可以有效兑现竞选承
诺， 展现出自己的行动力。”

废除ＤＡＣＡ计划还将影响美
国与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关系。
墨西哥总统培尼亚在２日的年度
全国讲话中说， 墨西哥与美国新
政府之间的关系， 必须以尊重主
权和国家利益， “以及保护墨西
哥移民” 为基础。 他还强调墨西
哥不会接受任何有损民族尊严的
行为。

【第一评论】
为申报ＤＡＣＡ计划， 在美国

有约８０万人主动承认非法移民身
份， 并向政府提供了个人信息，
如今他们却要面临被遣返的命
运。

先给这些年轻人编织虚妄的
梦想， 又一举把梦想击碎， “追
梦人” 的 “美国梦” 变梦魇。 先
造梦， 再碎梦， 可谓残忍。

特朗普的 “反移民” 政策已
经招致美国国内大批少数族裔、
自由派和精英人士的强烈反对。
废除ＤＡＣＡ计划势将引发新一轮
国会争论 、 司法诉讼和民众抗
议， 造成美国社会进一步分裂。

【背景链接】
ＤＡＣＡ计划的受益者是在美

国长大 、 但没有获得美国合 法
身 份 的 人 群 。 受 益 人 可 暂 缓
遣 返 两 年 ， 且 暂 缓 期 限 可 以
延 长 ， 其间还可获得工作许可
并享受社保。

奥巴马执政时期曾试图推动
议会通过 《梦想法案》， 给予童
年抵达美国的非法移民获取美国
公民身份的机会， 但该法案遭到
共和党阻挠， 未获通过。 奥巴马
政府因而推出ＤＡＣＡ计划作为补
偿， 只是ＤＡＣＡ计划受益人无法
获得美国公民身份， 不足以替代
失败的 《梦想法案》。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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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砖合作开启新十年
中国之光照耀新征程

白宫取消移民特赦
80万“追梦人”梦难圆

美科学家尝试用寨卡病毒治疗脑癌
新华社电 虽然寨卡病毒有

可能会严重损害胎儿大脑、 导致
小头症等病症， 但据５日发表的
一项美国新研究称， 它也许有一
天能用来有效治疗常见脑癌———
恶性胶质瘤。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
分校和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医学
院等机构研究人员当天在美国 《实
验医学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向恶
性胶质瘤患者切除肿瘤样本和健
康人神经组织培养物中分别引入
寨卡病毒，７天后发现寨卡病毒在
特定恶性胶质瘤细胞中复制，并
阻止这些细胞增殖， 而人神经组
织培养物的生长基本未受影响。

基于上述结果， 研究人员尝
试利用从小鼠体内分离的寨卡病
毒治疗患恶性胶质瘤的小鼠，两
周后发现， 接受寨卡病毒治疗的
小鼠比接受安慰剂的小鼠肿瘤要

小得多， 最终它们的存活时间也
更长。

恶性胶质瘤是最常见的一类
脑癌， 常用疗法是手术辅以化疗
和放疗， 但多数患者在６个月内
会复发。 患者存活率较低。

新研究负责人之一、 圣路易
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迈克尔·
戴蒙德教授在一份声明中说 ：
“我们的工作显示， 寨卡病毒能
杀死那些对现有疗法有抵抗并导
致患者死亡的恶性胶质瘤细胞。”

研究人员认为， 对恶性胶质
瘤采用寨卡病毒疗法和现有标准
疗法可能有互补效果， 将来有一
天也许能结合使用。 届时， 寨卡
病毒将被直接注入患者大脑。 在
胎儿中， 寨卡病毒主要破坏神经
前体细胞从而引起小头症等疾
病， 但成年人大脑中这类细胞比
较少有， 因此副作用可能不大。

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５
日落下帷幕。 会晤发表的 《金砖
国家领导人厦门宣言》 在金砖经
济务实合作、 全球经济治理以及
国际和平与安全等五大方面公布
了７０余项共识。

多国专家表示， 厦门会晤取
得前所未有的成功， 为金砖合作
开辟了新境界。 第二个 “金色十
年” 已经启程， 金砖合作将在深
度和广度上继续拓展， 而中国将
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开启新的十年
厦门会晤期间， 五国领导人

围绕 “深化金砖伙伴关系， 开辟
更加光明未来” 的主题深入交换
看法 ， 达成广泛共识 ， 特别是
《宣言》 就支持经济全球化、 反
对贸易保护主义等全球性热点话
题表态， 是对金砖合作过去十年
的总结， 对下一个十年也具有开
拓意义。

俄罗斯高等经济学院教授马
斯洛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表示， 《宣言》 确定了金砖国家
合作的目的和方向， 确保金砖国
家合作更加顺畅。

马斯洛夫认为， 此次会晤在
国际安全和发展问题的探讨上向
前迈出了一大步， 与会所有国家
都明确谴责任何形式的恐怖主
义、 制裁政策和贸易保护等限制
国家发展的行为。 此外， 各国就
国际市场应该更加开放达成共
识。

厦门会晤是 “金砖＋” 合作

模式的一次成功实践。 此次中国
邀请了埃及等５个发展中国家的
领导人， 在厦门与金砖五国进行
对话， 各方达成重要共识。

合作前景广阔
尽管金砖国家发展面临复杂

严峻的外部环境， 自身也处在转
型关键期， 一些国家还遭遇经济
困难， 但专家普遍看好金砖国家
合作前景。

巴西智库瓦加斯基金会中巴
研究中心主任卡瓦略认为， 尽管
部分金砖国家面临经济困难， 但
这不会导致金砖合作止步不前，
反而为金砖国家加强合作提供了
巨大动力。

卡瓦略说， 今年以来仍有人
在宣扬 “金砖褪色论”， 但金砖
机制已今非昔比， 成员之间的合
作全面开花 ， 大大超出各方预
期。 未来， 金砖国家应当在新技
术、 人工智能、 环保、 教育等领
域加强合作。

厦门会晤创新 “金砖＋” 合
作模式， 扩大 “朋友圈”。 专家
认为， 金砖合作今后将继续在深
度和广度上拓展。

卡瓦略说， 金砖合作前景广
阔， “金砖＋” 模式可以团结更
为广泛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
中国家， 增加它们在国际事务和
全球治理中的话语权和代表性。
未来， 金砖国家可望成为发展中
国家的代言人。

马斯洛夫认为， 在快速变化
的世界形势下， 金砖国家正在寻

找新的合作方式。 他说， 金砖国
家应该进一步增加对基础设施建
设的投入， 拓展与伙伴国家的合
作， 开展一些有影响力的大型合
作项目。

期待中国作用
中方在此次厦门会晤中提出

的一系列倡议引发外界关注， 包
括设立首期５亿元人民币金砖国
家经济技术合作交流计划， 向新
开发银行项目准备基金出资４００
万美元等。

卡瓦略说， 在金砖国家中 ，
中国经济实力最为雄厚， 外交政
策最为明晰并富有创造性。 中国
不仅对自身未来发展有明确规
划， 而且已经对其他国家的发展
产生积极影响。

专家认为， 中国提出的 “一
带一路” 倡议等将为金砖国家之
间合作开辟更加广阔的空间， 实
现各国的互利共赢。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国际关
系中心教授科尔特斯 说 ， 中 国
通 过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推 动 金 砖
机 制 、 “ 一 带 一 路 ” 倡 议 ，
在 全 球治理中发挥了重要引领
作用。

卡瓦略说， “一带一路” 倡
议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
出， 有助于推动金砖国家在前一
个十年所取得坚实成果的基础
上， 继续携手前进， 迎接第二个
“金色十年”。 在此过程中， 中国
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据新华社

东京大学教授在《科学》上论文被撤稿
新华社电 据日本媒体６日报

道， 东京大学教授渡边嘉典在美
国 《科学》 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
文被撤稿。 今年８月， 东京大学
认定渡边嘉典等人发表在 《科
学》 和 《自然》 等刊物上的５篇
论文存在学术不端问题。

据日本时事社６日报道 ， 这
是在东京大学认定该校分子细胞
生物学研究所渡边嘉典等人发表在
上述刊物上的５篇论文存在学术不
端后， 首次有其中论文被撤稿。

《科学 》 杂志网站上登出了
撤稿声明， 说这篇于２０１５年发表
的论文多处图像有误。

渡边嘉典说将对发表在 《科

学》 杂志上的另外一篇论文进行
订正， 另外２篇发表在英国 《自
然》 杂志上的论文是否撤稿还未
确定。

今年５６岁的渡边嘉典一度被
看作日本分子细胞生物学的领军
人物， 曾因在细胞减数分裂方面
的研究成果获得 ２０１５年的朝日
奖。

去年８月， 有人匿名告发东
京大学包括渡边嘉典的研究室在
内的６个研究室共计２２篇论文存
在捏造和杜撰问题。 东京大学专
门设置的调查委员会认定渡边嘉
典的论文存在学术不端， 但其他
５个研究室的论文没有问题。

法国杂志因刊登英王妃半裸照
被判赔偿10万欧元

新华社电 法国楠泰尔轻罪
法院５日对法国娱乐杂志 《更近》
２０１２年刊登英国凯特王妃半裸照
一案宣判 ， 判决 ４名涉案人员
“侵犯隐私” 罪名成立， 该杂志
向威廉王子夫妇赔偿１０万欧元
（１欧元约合７．７６元人民币）。

据报道， 《更近》 编辑部负
责人洛朗丝·皮奥和出版部负责
人埃内斯托·莫里均被处以４５００
欧元罚金， 两名摄影师西里尔·
莫罗和多米尼克·雅克韦德虽否
认拍摄了凯特王妃半裸照， 但均
被处以１万欧元罚金， 其中５０００
欧元缓期缴纳。

今年５月该案庭审时 ， 威廉

王子夫妇通过律师要求 《更近》
杂志支付１５０万欧元赔偿金。 律
师代表威廉王子向法院宣读的一
份声明说， 偷拍行为 “让人十分
痛苦， 再次令人想起我母亲去世
的原因”。 威廉已故母亲戴安娜
王妃１９９７年在法国巴黎遭狗仔队
追踪， 在一条隧道内发生车祸后
不治身亡。

２０１２年 ９月 １４日 ， 《更近 》
杂志用４页篇幅刊登凯特王妃与
丈夫威廉王子在法国南方度假时
遭偷拍的半裸照。 照片刊发后引
起英国王室和民众的愤慨， 威廉
王子夫妇随后采取法律行动， 要
求调查此事， 并惩罚涉事人员。

新华社电 许多社会性动物
都有做集体决定的时候， 对于非
洲野犬来说， 科研人员发现它们
通过打喷嚏的方式来 “投票”， 并
且其 “投票” 机制还比较复杂。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 、
美国布朗大学和英国斯旺西大学
等机构研究人员在英国 《皇家学
会生物学分会学报》 新一期上报
告说， 他们在博茨瓦纳的奥卡万
戈三角洲跟踪观察了５个非洲野
犬群体， 发现它们在休息过后，
会通过打喷嚏决定何时出发继续
打猎。

新南威尔士大学研究人员尼
尔·乔丹说： “我注意到野犬在
准备出发前会打喷嚏。 打喷嚏的

野犬越多， 整个犬群出发去猎食
的可能性越高。 打喷嚏实际上是
一种投票系统。”

美国布朗大学研究人员里
娜·沃克说 ， 犬群里通常还有
“话语权 ” 较大的雄犬或雌犬 ，
如果它们打喷嚏表示动身猎食，
那么不需要经较多野犬同意便可
出发。 但如果它们没有表态， 那
么就需要有较多的野犬打喷嚏同
意出发， 犬群才开始动身捕食。

此前人们一直以为 ， 非洲
野 犬 打 喷 嚏 只 是 为 了 清 除 鼻
中异物 ， 新研究表明这是非洲
野犬的 “投票” 方式， 而不同野
犬 “投票” 的权重不同说明其社
会机制较复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