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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二

随着英国首相卡梅伦宣布今
秋辞职，继任人竞争战启动。

英国媒体注意到，保守党内部
“脱欧派”领军人物、伦敦前市长鲍
里斯·约翰逊开始拉拢一些“留欧
派”人士，似乎准备竞选党魁、继而
拿下首相之职。

英国《每日邮报》27日报道，约
翰逊 26 日在牛津郡乡间家中会见
竞选团队的4名议员，令人猜测他
是否商议竞选保守党党魁事宜。

约翰逊眼下是英国首相戴维·
卡梅伦的最热门继任者人选，支持
率远高于其他潜在人选。但是有分
析人士指出，以往历届保守党党魁
选举中，初期热门人选极少能够最
终获胜，例如约翰·梅杰、玛格丽
特·撒切尔、卡梅伦在竞选党魁之
初均曾不被看好。约翰逊的潜在竞
争者还包括司法大臣米夏埃尔·戈
夫、内政大臣特雷西亚·梅以及外
交大臣哈蒙德。

同卡梅伦一样，这位颇具个人
魅力的前伦敦市长约翰逊是精英
学校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毕业生。
他被公认为是卡梅伦的热门继承
者候选人。作为“脱欧”运动的智力
型头脑，目前，他手上握有全部“王
牌”。持续了4个月的公投宣传战为
他提供了公开表现自己的充分机
会。他出口成章、精力充沛、干练、
风趣，也吸引了那些本来不看好保
守党政治家的众多选民。不过，关
于他的弱点，现在也有公开讨论。
这些弱点中包括：某种肤浅、不擅
深究复杂事物的细节。

约翰逊本周在英国《每日电讯
报》专栏文章里，着意强调他将弥
合分歧、促成团结。他的这番表态，
被英国媒体普遍解读为“发表施政
纲领”。

约翰逊说：“超过 1600 万民众
支持‘留欧’，他们是我们的邻居、
兄弟和姐妹……我们（‘脱欧’派）
以微弱优势赢得公投，必须倾尽全
力让‘留欧’派感到安心。”“我们
必须伸出和解之手，我们必须修复
治愈，我们必须构建桥梁，”约翰逊
写道。

巴拿马运河于1914年8月15日通航，总
长约81公里，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素有“世
界桥梁”的美誉。巴拿马运河扩建工程始于
2007年9月。运河扩建后能够通过的最大集装
箱船的运力在1.3万标准箱左右，是过去的两
倍多，运河的货物年通过量也有望从现在的3
亿吨增加到6亿吨。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官员豪尔赫·基哈诺
说，巴拿马运河要想在集装箱航运市场重获
竞争力就必须进行扩建，集装箱运输业务占
巴拿马运河收入的近50%。

全球贸易的6%从巴拿马运河通过，运河

管理局清楚地知道，在航运市场大幅波动、油
费和运费低廉的当前启用扩建工程，可能影
响运河的使用效率。但基哈诺表示，扩建运河
打开了降低货物运输单位价格的窗口。此外，
巴拿马运河是一条“更加绿色”的通道，因为
它节省了航运时间，减少了碳排放。

据悉，液化天然气运输将成为巴拿马运河扩
建工程通航后带来的新业务。至今这还是一个尚
未得到开发的市场，因为能源产业使用的船舶，
即“新巴拿马型”船舶无法通过运河的旧船闸。基
哈诺在今年3月介绍说，预计从2020年开始，每
年将有2500万吨液化天然气从新运河通过。

中国货轮首航新“世界桥梁”
巴拿马运河扩建工程通航，世界航运贸易版图再改写

时值一年一度的那曲虫草采挖、出新草
之际，应市民要求，成都商报买够网将于本周
四至下周日举办“2016年那曲头期虫草直销
特卖会”。由于是产地直供，相同品质的虫草
在本次特卖会上的价格很便宜！

“去年那曲头期虫草特卖会十分火爆，市
民很认可我们的高品质，一次买走数万元虫草
的不在少数。”作为买够网专门从事滋补品类
目选品的产品经理，高伟深知市民对真正好品

质虫草的期待，为了把今年的那曲头期虫草特
卖会做好，他和特邀的虫草专家于5月底出发
前往那曲，不仅走访了虫草交易市场，更深入
村民挖草的山头，直接收购一手货源。

“挖虫草太不容易了，每天清晨四五点
钟，有些村民就出发挖草了，在海拔 4500 米
以上的高山地区，天气变化非常频繁，雨雪大
风随时切换，为了安全，一般下午两三点就要
往回走，不然不能在天黑前赶回营地。”高伟

说，6月1日那天，他们一行人跟随当地村民
挖草，走了一天弯腰上百次，手指头都刨痛了
才挖到几根虫草，“村民说有时候运气不好，
一天一根虫草也挖不到。”

高伟说，今年采挖回来的那曲头期虫草，要
经过剥泥、晾晒等环节，而且还要把断草挑选出
来，按照虫草个头大小进行分拣，保证特卖会上
出售的头期虫草都是干度在97%以上的上等货。

为了回馈市民，买够网特别在年中之际推出

重磅福利——买够网虫草会员卡。要知道今年那
曲虫草大量减产，虫草大幅涨价，而只要你购买了
买够网虫草会员卡，就能享受到更多优惠。比如，
你花两万元买一张贵宾卡，买够网立即赠送价值
1800元的虫草。此外，首次办理会员卡，买够网还
将为你送上青城山土鸡蛋年卡、头部按摩器、每月
水果礼包等多重实惠礼品。如果你对虫草会员卡
感兴趣，可拨打买够网热线86626666咨询。购买
时间为本次特卖会举行期间。 （余兰）

2016年那曲头期虫草直销特卖会
时间：2016年6月30日~7月10日（本周四至
下周日）10：00~17：00
地址：成都市锦江区书院西街1号亚太大厦4
楼买够网特卖场（大慈寺斜对面，原锦江区政
府大院背后）
公交：3、4、6、8、20、37、49、58、81、98、152、
154路均可抵达附近
咨询热线：028-86626666

外貌 相似指数★★★★★

英媒报道称，约翰逊1964年6
月19日出生于美国纽约，5岁时随
家庭迁居伦敦。特朗普1946年6月
14日，出生于美国纽约，母亲是苏
格兰人。两人都顶着一头标志性的

“凌乱金发”，同样是黄色的“自然
卷”，同样大脸小眼高鼻梁……

在担任伦敦市长时，约翰逊的
一头乱发曾多次成为英国人讽刺
的对象。有一次，他在接受一个让
小朋友当主持人的节目访问时，两
名小主持人劝告说，最好要“多注
重外表”，还送给约翰逊一把梳子，
要他多梳梳头。

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特朗
普的“川式”扁帽发型辨识度高，已
成为标志。特朗普的发型和言论一
样，高居话题榜首。美国八卦小报
曾怀疑特朗普戴假发，特朗普曾邀
请支持者上台触摸，以验明正身。

言论 相似指数★★★★

约翰逊毕业于英国最富盛名
的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从事传媒
行业多年。担任伦敦市长期间，和
一般说话严谨、注重形象的英国政
治家不同，约翰逊经常不修边幅，
喜欢穿着西服在伦敦街头骑自行
车，对媒体开玩笑，口不择言，得罪

不少竞争对手，是一位颇具个性的
市长。因此，英国媒体给他起了个
绰号“大嘴市长”。

特朗普曾主持电视节目，同样
是一位口无遮拦、言行极端的“大
嘴”总统候选人。在美国总统大选初
选拉开帷幕时，他几乎把全世界都
得罪了。他批评现任总统奥巴马，批
评前总统小布什，又去攻击民主党
的希拉里，身为白人男性的他还把
女性、墨西哥裔等都得罪了一遍。

支持者 相似指数★★★★

媒体猜测，英国保守党内部脱
欧派领军人物约翰逊是首相热门
人选。英国的民调显示，支持脱欧
的英国人多为低收入、年龄较大、
教育程度较低的选民。

类似的是，美国的民意调查结
果显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在美国低收入及低学历白人男性
选民中有着压倒性的高支持率。

虽然英国脱欧公投和特朗普
竞选活动表面上存在明显差异，但
正如一名白宫记者指出，两者实质
上存在惊人的相似之处，即英国脱
欧派和特朗普支持者都相信，“全
球化正在危害蓝领阶层，他们对政
治精英强烈不满，认为精英层与其
本应代言的选民距离越来越远”。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人民网

英国决定脱欧，将
带来短期的混乱和不确
定性。许多民众在国会
网站上签名发动第二次
公投，短短数天已有超
过300万人签署。而令人
震惊的是，其实该签名
在1个多月前就已设立，
而发动者希尔雷竟是脱
欧派！英国媒体报道称，
希尔雷认为，他的请愿
倡议被留欧派给“绑架”
了。还有消息称，在第二
次公投请愿上签名的有
许多并非英国本土人，
而是在其他国家的人，
因此这一请愿涉嫌欺诈
正在被官方调查。

报道称，自从公投
结果宣布后，请愿要求
进行第二次公投的人就
开始飙升。这是该请愿
机制自 2011 年被引入
后，签名最多的一次。

但对于这样的“成
功”，发起人希尔雷很不
高兴。他在脸谱网上发
文称，自己就是该请愿
的发起人，但“因为公投
结果，这项请愿已经被
留欧派绑架了！”他说，
自己行为的确不够成
熟，从当时的迹象来看，
根本不知道脱欧派会
赢，他为了让留欧派更
难达成目的，才设立这
个活动。

希尔雷说，他对留
欧派在公投之后的作为
感到震惊。现在事情闹
上媒体，觉得自己有必
要出来说清楚。他说自
己一向反对欧盟的官僚
和不民主，也呼吁脱欧
派团结起来，让英国顺
利摆脱欧盟。

刚出土晒干了 正宗那曲头期虫草周四开卖
买够网产品经理亲赴那曲选草，现场买会员卡享多重大礼

还记得电影《火星救援》中马克·
达蒙扮演的宇航员自己在火星上种土
豆的场景吗？如今，科幻小说中的情节
即将成为现实。据国外媒体报道，宇航
员可以在火星种蔬菜，且蔬菜安全可
食用。来自荷兰瓦赫宁根大学的科学
家通过实验表明，这类蔬菜有望成为
未来火星上的第一餐。

瓦赫宁根大学的科学家们通过火
星模拟土壤收获了十多种丰富的蔬菜
和作物，包括萝卜、豌豆、西红柿、水
芹，芝麻菜和黑麦。经检测，这些作物
中的重金属“没有达到危险水平”，研
究人员认为在火星上种植作物是非常
有希望的。这也表明了未来人类是可
以实现电影中情节的。

虽然研究中并没有使用真正的火
星土壤，但研究人员使用了地球上的
土壤混合一些其他物质，制成了一种
尽可能接近火星土壤的混合土壤。

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和其他
航空航天机构都希望能在 2030 年前
把宇航员送上火星生活。亿万富翁马
斯克和荷兰“火星一号”公司也都推出
了火星项目。但由于遣送宇航员的同
时，还需要输送大批物资，比如水、食
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如果宇航员种
植作物自给自足，则可以减少部分物
资成本。

模拟火星土壤的设计中，在给植物
提供充足的水源之前，他们还加了新鲜
的青草和肥料。这些作物也是在玻璃温
室恒定温度、潮湿度和光照条件、大气
条件下种植的。“我们希望在火星和月
球的第一个作物能在地下室中生长出
来，以保护植物，远离恶劣的环境，比如
宇宙辐射。”威米林科博士说。他们同时
实验了月球和火星的模拟土壤，模拟火
星土壤上的作物生长得和地球上的作
物一样好，而种植在模拟月球土壤的作
物就生长得十分艰难。

对于这次实验中的问题，研究人
员表示，菠菜是他们十分难种植成功
的一种作物。虽然现在测试表明，许多
作物似乎并没有摄入有毒化学元素，
但关于植物是否会对重金属进行吸收
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威米林科博士说他的团队正在测
试是否可以种植马铃薯和豆类。他说：

“我们要测试尽可能多的作物，以确保
在火星上的定居者有不同的食物来
源。”他还补充道，希望在未来几个月
推出由这些作物制成的火星餐。

（综合中国日报）

“脱欧”有功
鲍里斯·约翰逊
要竞选首相？ 小眼

大脸
黄头发……
双胞胎来了？

二次公投发起人
竟是脱欧派！

主要用户：中国、美国

巴拿马运河主要服务于亚洲-美国东海岸和波
斯湾路线，该路线占其业务总量的35%。运河的主
要用户是美国，然后是中国。

据美国《洛杉矶时报》称，巴拿马运河扩建项
目，旨在提升这条连接大西洋与太平洋的50英里
（约合80公里）“捷径”的竞争力，保持其每年为这
个中美洲国家带来数十亿美元收入的能力。此次扩
建所影响的远不止巴拿马。它可能重塑世界贸易航
线格局，为南美洲的大宗商品打开新市场，回击来
自苏伊士运河的竞争，改变货物进入美国的方式。

新型船只：更便宜、更能运

更重要的是，这条运河现在能够接纳所谓“新巴
拿马型”大型船只。在竞争激烈的海运领域，更大意味
着更便宜，意味着更低的劳动力和燃料成本。

这条水道将能够接纳把集装箱堆到15层楼那么高
的巨型货轮或是装满粮食、液化天然气或其他货物的大
型油轮。所能通过的最大载重量几乎是从前的3倍。

这一变化可能对世界航运——特别是货物进入
世界最繁荣市场的方式——产生巨大影响。目前，运
往美国的所有货物中有37%会抵达洛杉矶或长滩的
港口，这些货物主要从东亚跨越太平洋而来。其中大
部分货物会通过火车和卡车被运往美国辽阔的中部
地区。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参考消息

它改变了
货物进入美国的方式

巴拿马26日举行隆重庆典，庆祝巴拿马运河扩建后正式通航。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旗下的
“中远海运巴拿马”号成为巴拿马运河扩建后首航船只。

扩建后投用，这标志着巴拿马运河正式进入新时代，也让巴拿马再次成为连接世界的纽带。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消息人士25日透露，
“中远海运巴拿马”号轮将为通过运河新船闸
支付约58.6万美元的通行费。据埃菲社报道，

“中远海运巴拿马”号轮25日从希腊抵达巴拿
马，其最终目的地是韩国。该轮船长 299.99
米，宽48.2米，载货量9443个标准箱。

“中远海运巴拿马”号是巴拿马运河新船
闸开通启用后的第一艘通行船只。今年4月29
日巴拿马运河管理局举行运河首航抽签仪

式，中远海运集团一艘货轮中签。为庆祝巴拿
马运河扩建启用，这艘参加首航的货轮被更
名为“中远海运巴拿马”号。

中国驻巴拿马贸易发展办事处代表王卫
华表示，中国与巴拿马早因运河结缘。从挖掘
巴拿马运河开始，华人一直参与其中，甚至为
运河工程献出生命。巴拿马运河扩建中，8扇
巨型新船闸闸门就是由中远海运集团运输至
巴拿马。

通行费 中国货轮付58.6万美元

新业务 天然气运输船可以开了

深度
解读

一个是美国总统热门竞选人
一个是英国首相热门继任者

唐纳德·特朗普，鲍里
斯·约翰逊，一个是美国共和
党总统竞选人，一个是英国
首相接班人的热门人选。两
人都是大脸小眼高鼻梁，同
样顶着一头黄色乱发，看上
去简直就是一对“孪生兄
弟”。两人也同样经常不按常
理出牌，喜欢“语出惊人”，如
今正同样在各自国家觊觎着
总统或首相的宝座。

新闻链接

“中远海运巴拿
马”号轮25日从希腊
抵达巴拿马，其最终
目的地是韩国。

这艘轮船是巴拿
马运河新船闸开通启
用后的第一艘通行船
只。今年4月29日巴拿
马运河管理局举行运
河首航抽签仪式，中
远海运集团一艘货轮
中签。

印度“高考状元”
涉嫌作弊被抓

印度比哈尔邦一家法院 25 日下
令逮捕该邦今年高中毕业统考的4名
高分学生，包括文科和理科状元。他们
涉嫌参与大规模考试成绩舞弊案。

鲁比·拉伊 17 岁，是今年比哈尔
邦12年级毕业考试文科女状元。这项
考试相当于中国的高中毕业统考。但
是，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她本月初接受
印度新德里电视台采访时，不仅拼错
了所学的“政治学”单词，还说这一学
科的内容是“烹饪”。比哈尔邦学校考
试委员会要求她接受复试，在持续大
约1 小时的复试中，拉伊没有答对考
官提出的任何问题。复试组宣布她的
毕业考试成绩无效。拉伊也立即被警
方的特别调查组逮捕。

拉伊涉嫌考试作弊还引发更大
范围调查。她被捕当天，一家法院同
时还签发 3 份逮捕令，分别针对另外
3名高分学生，即理科状元萨拉布·施
雷施塔哈、理科第三名和一所学校校
长的女儿。 （新华社）

模拟火星土壤
种出萝卜、豌豆、水芹……

实验室种出的“火星蔬菜”

“中远海运巴拿马”号货轮

伦敦前市长鲍里斯伦敦前市长鲍里斯··约翰逊约翰逊

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特朗普美国共和党总统竞选人特朗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