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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统一部提议
9日举行韩朝高级别会谈

据新华社电 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均1
月2日说，韩国政府当天向朝鲜提议9日在
板门店举行韩朝高级别会谈。

赵明均在首尔中央政府办公大楼举行
的记者会上说，考虑到还有一个多月时间
就将举行平昌冬奥会，韩方为协商朝方代
表团参赛等相关问题作出上述提议。

赵明均说，期待韩朝能坐下来就朝方
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奥会、改善南北关系等
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

当天早些时候，韩国总统文在寅说，韩
方对朝鲜有意派遣代表团参加平昌冬奥会
和举行韩朝当局会谈的表态表示欢迎。希
望韩国统一部和文体部尽快制定后续方
案，实现南北对话迅速恢复和朝鲜代表团
参赛。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发表新年贺
词时表示，朝鲜有意派遣代表团参加平昌
冬奥会，北南当局可以就此进行紧急会谈。

以色列抓捕17名
策划恐袭的激进组织成员

据新华社电 以色列国家安全局1月1
日发布声明称，以色列抓捕了17名企图制
造恐怖袭击的激进组织成员。

声明说，2017年 11月，以色列国家安
全局、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警方发起联
合行动，在约旦河西岸朱迪亚和撒马利亚
地区抓捕了 17名企图制造恐怖袭击的激
进组织成员，这一组织与活跃在加沙地带
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关系
密切。

伊朗游行示威
已造成8人死亡

据新华社电 伊朗多个城市近日爆发
游行示威活动，截至 1月 1日，已有包括 1
名警察在内的8人在示威活动中死亡。

近期伊朗部分商品价格持续上涨，伊
朗政府日前还计划削减社会福利、上调燃
油价格。民众对此表示不满。在伊朗宗教
圣城库姆、马什哈德，旅游城市伊斯法罕、
首都德黑兰等地，民众走上街头，高喊口
号，指责伊朗政府处置经济问题不力。

好莱坞众女星
联合发起反性骚扰倡议

据新华社电 包括多名奥斯卡获奖者
在内的逾 300名好莱坞一线女星 1月 1日
联合发起反性骚扰倡议，呼吁各界对从事
普通工作的女性遭遇性骚扰多加关注。

倡议呼吁加强工作场所反骚扰和歧视
的立法，希望女性获得和男性同样的待遇、
机会和权益。

此外，倡议还呼吁参加 7日举行的金
球奖颁奖典礼的女性穿黑色礼服出席，以
抗议性别和种族不平等。

美国“冻”迎新年
据新华社电 在新年来临之际，美国大

部分地区遭遇寒潮袭击。
美国国家气象局报告说，在内布拉斯

加州奥马哈，新年夜气温低至零下26摄氏
度。这不仅创下1884年以来新低，而且迫
使当地人取消了除夕夜燃放烟花的传统活
动。元旦早晨，艾奥瓦州得梅因市气温一
度低至零下31摄氏度，当地一家露天滑冰
场被迫关闭。

美国国家气象局预报称，尽管未来几
天气温有望回升，但本周晚些时候，美国大
部分地区将面临新一轮严寒考验。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
孔铉佑为外交部副部长

新华社1月2日电 国务院任免
国家工作人员。

任命孔铉佑为外交部副部长；任
命高翔为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
主任；任命李树深为中国科学院副院
长；任命阎庆民为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副主席；任命张军为北京理工
大学校长；任命李言荣为四川大学校
长（副部长级）；任命吴普特为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校长（副部长级）。

免去郑栅洁的国务院台湾事务
办公室副主任职务；免去任贤良的国
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职务；免
去王恩哥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职务；
免去殷晓静（女）、林武的中央人民政
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
主任职务；免去张通的中央经济责任
审计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职务；
免去胡海岩的北京理工大学校长职
务；免去谢和平的四川大学校长职
务。

景俊海任吉林省代省长
新华社长春1月2日电 吉林省

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九次会
议 1月 2日决定，接受刘国中辞去吉
林省省长职务的请求，任命景俊海为
吉林省副省长、代省长。

张国清任天津市代市长
新华社天津1月2日电 天津市

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一次会议
1月 2日决定，任命张国清为天津市
副市长、代市长。

唐登杰任福建省代省长
据福建日报1月2日消息 今天

下午，福建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
十三次会议决定，任命唐登杰为福建
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接受于伟国辞去
福建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的请求，唐
登杰代理福建省人民政府省长职务。

新年首场流星雨4日“光临”
每小时可达百颗左右

据新华社电 作为2018年的首场流
星雨，象限仪流星雨将于4日达到极大，
平均天顶流量每小时在100颗左右。天
文专家提醒说，该流星雨的极大可能出
现在北京时间1月4日6时，如果天气晴
好，感兴趣的公众面向东北方天空就可
欣赏到颗颗流星划过夜空的美妙场景。

象限仪流星雨被称作北半球三大
流星雨之一，该流星雨极大时的流量在
120颗左右，但持续时间较短。与其他
很多流量较大的流星雨不同，象限仪流
星雨的母体彗星至今还没有确定，这也
为其平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天文专家同时也提醒说，象限仪流
星雨永远和寒冷的天气相伴，感兴趣的
公众在观测时要选择没有灯光和视野
开阔的地方，并注意防寒保暖。

西安奖励
见义勇为遇难英雄30万元

据新华社电 近日两位因见义勇为
遇难的英雄李国武、黄忠文感动了整座
西安城，西安市政府日前决定授予李国
武、黄忠文为西安市见义勇为先进个
人，分别奖励30万元。

李国武生前是西安一家商场的保
安，2017年12月10日，他用双手去接坠
楼女子时，被砸身亡。黄忠文生前是秦
岭救援队的队长，2017年 12月 5日，他
接到求助前往秦岭救援一被困群众时，
踩上暗冰坠崖身亡。

女博士举报北航教授性骚扰
陈小武被暂停工作

封面新闻消息 1 月 1 日，女博士罗
茜茜在 12 年之后，通过微信公众号发
文，实名举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陈
小武性骚扰女学生。当天，陈小武在接
受采访时回应称，其没有做过违法乱纪
的事。

另据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通过官方
微博发布声明称，关于教师陈小武师德
师风的问题反映及实名举报，学校第一
时间成立了工作组，迅速开展调查核
实，并已暂停陈小武的工作。

高速路上超长载货
小货车秒变“导弹运输车”

腾讯网消息 平安出行是不少驾驶
员共同的愿望，不过超高超长运输等违
章行为往往给驾驶员带来安全隐患，前
两天，贵州安顺交警支队的民警就查到
了一辆货车，因为超长载货，车辆秒变

“导弹运输车”。
司机告诉交警车上装载的是装修

施工用的扣板，民警表示，超长超高车
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货物容易掉落在
高速公路上造成交通事故，同时车辆还
可能发生失控。最终交警对该交通违
法行为处以驾驶证扣一分，罚款一百元
的处罚。

脂肪有时可助免疫
据新华社电 在现代社会，脂肪常和

肥胖以及相关疾病联系在一起。一项研
究结果显示，脂肪并非总是不好，有时候
也会帮助提高免疫力。

美国学术刊物《免疫》最近刊登了这
样一项研究结果。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的亚斯明·贝勒卡伊德等人发表论文说，
对实验鼠的研究发现，一种名为“记忆T
细胞”的免疫细胞会储存在脂肪组织中。

与储存在其他器官中的“记忆 T细
胞”相比，脂肪组织中的这种细胞在面对
病原体时反应更快、抵抗力更强。研究
人员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脂肪组织提供
了更好的营养环境，让这些免疫细胞“生
活得更好”。

得名“记忆 T细胞”，是因为它们能
“记住”曾抵抗过的病原体，下次再遇到
同样的病原体时，能很快识别并发起攻
击。

在实验中，研究人员让一些实验鼠
接触特定病原体，以此激活其体内的“记
忆T细胞”，然后从它们体内取出脂肪组
织，移植到另一些从未接触过相关病原
体的实验鼠体内。结果发现，后一批实
验鼠如果接触相关病原体，移植过来的
脂肪中的“记忆 T 细胞”很快就发挥作
用，帮助免疫系统攻击这些病原体。

研究人员因此认为，将来也许可以
在试管中利用脂肪组织培育出对某些病
原体抵抗力较强的“记忆 T细胞”，在有
需要的时候移植到人体内，帮助提高免
疫力。

天气太冷
加拿大动物园企鹅室内过冬

据新华社电 2018 年伊始，受强劲
寒流影响，加拿大多地沉浸在零下30摄
氏度的严寒中，而此时生活在加拿大东
南部蒙特利尔市加尔加里动物园里的大
小企鹅，因为享受人工送暖而未能展示
其作为世上“最耐寒动物”的本能。

为了确保动物园内的企鹅平安过
冬，园方规定园内企鹅活动区温度不低
于零下25摄氏度。

辽河惊现神秘旋转冰圈
载多人在河上运转

腾讯网消息 2018年 1月 1日，辽宁
省法库县境内的辽河上，一个神秘的旋
转“冰圈”吸引了数以百计的民众前来围
观。

据附近居民称，从早上开始，来看
“冰圈”的人就没间断过，有附近的居民、
坐出租来的市民、外市自驾来的游客，纷
纷加入了“赏圈”的队伍之中。

据了解，“冰圈”自己在河中以匀速自
转，而且特别圆！“冰圈”周围的冰面是冻
实的，唯有冰面与“冰圈”之间的间隙可
见有水流动。有人猜测，在河面的拐角
处，加速流动的水会将冰块切断，然后冰
块缓慢旋转，最终形成一个正圆形。

目前，这个神秘旋转冰圈已经成了
当地人的“网红圈”，很多村民都会特意
过去看一眼，冒着严寒拍几段小视频留
做纪念，感受大自然所带来的魅力。

吉林
发现古东夏国“皇家粮仓”

据新华社电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考古人员在对吉林延边磨盘村
山城遗址进行发掘时，发现了一座古
代东夏国的大型官仓遗址，并出土了
粟、红小豆、小麦等多种粮食作物。

东夏国是金朝女真人蒲鲜万奴
在东北东部创建的地方割据政权，建
于公元 1215 年，灭于公元 1233 年。
经过近几年的考古发掘，出土的大量
文物和建筑址等遗迹证明，位于吉林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市长安镇磨
盘村的磨盘村山城是东夏国的南京
城所在地。

专家认为，此次发现的“皇家粮
仓”，是我国东部边疆近年来发掘的
保存状况完整、建筑结构明晰、同一
地点出土粮食数量最大、种属最多的
一处重要遗存,可以证明遗址周边的
布尔哈通河谷、海兰江畔早已成为人
类赖以生存的农耕之所。出土的多
个粮食属种对了解当地居民的膳食
结构、农业发展、经济形态的变化，深
入研究金代东北图们江流域的气候
状况、生态环境、人类对自然资源的
有效利用等，提供了难得的宝贵资
料，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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