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研究称洗衣机经济清洗模式
暗藏健康风险

据新华社电 德国研究人员发现，在目前
流行的洗衣机经济清洗模式下，一些潜藏的耐
药细菌不仅无法被去除，还可能通过衣物传给
人，从而对免疫力较弱的人群构成健康风险。

德国波恩大学医院的研究人员近期在
美国《应用与环境微生物学》杂志上发表报
告说，德国一家儿童医院在开展新生儿例行
体检时，多次发现一种能够导致肠胃疾病、
呼吸道感染甚至败血症的耐药细菌。所幸
这些新生儿只是携带而未感染这种细菌。

经研究发现，这种细菌出现在了医院洗
衣机的洗衣剂槽和内部橡胶密封圈上，并通
过清洗过的衣物转移到新生儿身上。

研究负责人丽卡达·施米特豪森说，杀
灭细菌至少需要 60摄氏度的高温，目前流
行的洗衣机经济清洗模式时间短、水温低，
可能会对新生儿、重症患者等免疫力较弱人
群不利。这类人群在家使用洗衣机时可以
考虑使用消毒灭菌剂。不过她强调，对免疫
系统正常的健康人群而言，即使接触到这类
细菌，也不必担心感染。

德国维万特斯医院卫生与环境医学研
究所医疗总监克里斯蒂安·勃兰特说，人们
早就猜测耐药细菌会通过洗衣机经清洗过
的衣物转移至人身上，而最新研究证实了这
一猜测。不过人们不必过度恐慌，这些细菌
只会给极少数人带来健康风险。另外，细菌
不适合在干燥环境中存活，烘干机、熨斗等
都能有效杀灭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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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马萨诸塞州
发生枪击谋杀案
一家5口丧命

新华社华盛顿10月7日电 美国马萨
诸塞州阿宾顿镇发生一起枪击谋杀案，一
家5口7日被发现丧命家中。

马萨诸塞州普利茅斯县检察官克鲁兹
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布通报说，阿宾顿镇
警方于当天早晨7时30分左右接到报警电
话，在抵达一处公寓后先后发现 5 名死
者。初步调查显示，他们都死于枪伤。克
鲁兹说，死者分别是1名43岁男子、1名40
岁女子以及 3名不到 12岁的未成年人，他
们是亲属关系。马萨诸塞州法医办公室已
经接手相关工作，将负责查明他们的死
因。阿宾顿镇位于马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
南约30公里处，居民不到2万人。

据新华社消息 英国夫妻加文·芒罗和
爱丽丝·芒罗在英格兰经营一片“家具农
场”，希望直接种植出椅子、桌子和灯具等家
具形状的树木，免去后期加工制作环节。

路透社报道，芒罗夫妇的农场位于英格
兰中部的德比郡。他们在那里种植树苗并
引导抽枝发芽的树枝沿着塑料椅子等模具
生长，树木长成后形成所需家具的造型。

丈夫加文说：“与其等树木生长50年后
再砍伐并把它锯成一块块……不如让树长
成大家想要的形状。”加文2006年开始试验
种植椅子，2012年与爱丽丝全职投入家具
种植。他们因势利导让树苗朝着需要的方
向生长。这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种植
一把椅子需6至9年，还要一年时间干燥。

种植家具因而价格不菲。一把椅子售
价1万英镑，一盏灯售价900至2300英镑，一
张桌子售价2500至1.25万英镑。加文和爱
丽丝收到耗时最久的委托是2030年交货一
把椅子，那是客户为自己退休而订做。他们
希望，从2022年开始能够每年“收获”家具。

德国一男子盗卡车
冲撞车辆致9人受伤

据新华社电 德国黑森州警方8日说，一
名男子7日在南部城市林堡盗窃一辆卡车
后，连续冲撞路上其他车辆，致使9人受伤。

警方声明说，这名男子是叙利亚人，现
年30岁，据信在7日下午盗窃一辆卡车。7
日晚，他驾车在林堡市中心火车站附近道
路冲撞8辆正在等待信号灯的汽车，致9人
受伤。伤者已送医救治，其中一人伤势较
重。声明说，这名男子受轻伤，已遭警方逮
捕。警方现阶段尚未将事件定性为恐怖袭
击，但“不排除相关动机”。案件正在进一
步调查中。

行程是个未知数
印度推出“惊奇游”

据新华社电 旅行方式多种多样。印
度多家初创企业推出经由调查问卷设计行
程的“惊奇游”，为小众团体服务。

《印度斯坦时报》报道，提供“惊奇游”的
机构首先向消费者发放调查问卷，了解消费
者喜欢的旅行类型是冒险游、海滩游、公路
旅行还是城市游等。问卷内容还包括旅行
预算、出行人数、希望出行的日期。旅游机
构依据调查结果制订出行行程。消费者出
发前收到一封电子邮件，获知具体出发时
间、到达目的地时间、目的地天气预报、出行
所需基本物品等信息。多数旅游服务提供
商在出发前一天甚至旅行开始前几分钟才
告知旅行其他细节。一家名为“我的惊奇之
旅”的旅行社在出发前一周向消费者发送一
个内装相关信息的上锁盒子，解锁密码在消
费者搭乘交通工具外出时发出。

信息技术行业从业者苏什玛·宾多尔
现年27岁，去年11月为给最好的朋友庆祝
生日预订周末“惊奇游”。宾多尔说：“直到
出发前一晚，我们还对行程一无所知。我
对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有点害怕……未知带
来的恐惧特别而独一无二。”

旅行爱好者、“周末逃离”旅行社创始
人安沙尔·贾殷说：“当你忙于工作、没有时
间筹划出行或者为了解目的地而作调研
时，‘惊奇游’能帮上忙。”不过，他承认，事
先没有与消费者深入互动、仅仅依据问卷
策划出行令“惊奇游”收到消费者投诉的风
险较高。

九江市旅游集散中心
环山景区直通车每日9:00/12:30/15:00发，东林
假日酒店温泉返11:30/14:50/17:30，沿线大佛、
白鹿洞、秀峰、三叠泉景区可上下。4001696123

8229333喜洋洋搬家
8582345前进搬家
8568887步步高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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浔阳晚报旗下
生活服务平台

提前发现脑梗、脑中风，中医治高血压、糖
尿病、心脏病等。聘康复理疗师及文员。
咨询：13320025312

张机医馆业务项目合作
15279214911

为扩展九江市老年福利服务中心
养老业务，九江市社会福利院特向社会
公开招聘养老护理员100名，年龄50
周岁以下，女性，文化程度小学以上，身
体条件好，有经验者可放宽至55周
岁。工资待遇：1.上一休一，2050元/
月。2.上二休一，3200元/月。单位福
利：符合条件者享有保险待遇，四节福
利（春节，三八，端午，中秋），高温补贴，
生日福利，工龄补贴，公派培训等。
联系人：殷女士 电话：13970275077
地址：九江市浔阳区李家垅南路23号

福利院招聘

新闻写作通讯员
详询：15170993505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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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峥嵘岁月 让树苗朝着需要方向生长
英国夫妇“种”家具

重启高考之门
新华社北京 10 月 8 日 1977 年 8 月，

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
会。重启关闭10年之久高考之门的序幕，
就在这次会议上拉开了。

座谈会上，一些高校代表说，不是没
有合格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招生制度
招不到合格人才。发言引起邓小平高度
重视，他果断决定，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就
从今年开始。

邓小平在有关高等学校招收新生文
件的送审稿中，对高考招生的政审条件作
了大段删改。他明确指出：招生主要抓两
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教育部制定了
《关于 1977 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
见》。当年 10月，这一意见由中共中央政
治局讨论并通过，并得到国务院批准。10
月 22日，《人民日报》刊登报道，向全国人
民正式公布恢复高校招生考试制度。

1977年冬天，570万年龄参差不齐的
青年走进了高考考场。这次考试规模之
大，不仅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最高纪
录，亦堪称世界之最。

1978年春天，27.3万名高考制度恢复
后的第一届大学生踏进了大学校园。

高等学校招生进行严格考试，实现公
平竞争，择优录取。录取工作重在本人表
现，上大学可以不受家庭问题的牵连。新
制度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中国重
新开启高考之门，预示着一个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的时代的来临！

高血压、糖尿病患者
门诊用药可报销50%以上

据新华社电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
保的 3亿多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日前迎来

“利好”：其在国家基本医保用药目录范
围内的门诊用药，报销比例将提高至
50%以上。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生发展研究
中心研究员、医疗保障研究室主任顾雪
非说，我国基本医保分为职工医保和城
乡居民医保。这一医保新举措让受益人
群“升级”，涵盖了城乡居民医保的普通
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将两大慢病门诊的
报销比例“加码”，进一步减轻数亿患者
的医疗负担。

顾雪非表示，除了为患病群众“减
负”，这一医保新举措与防控慢病、老年健
康促进、加强分级诊疗等措施相配套，意
在长远。超过 1.8亿老年人患有慢性病，
患有一种及以上慢性病的比例高达
75%……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是我国
居民主要死亡原因，总体疾病负担高，严
重影响老年人健康和生存状况。

医改推动、医保主导——专家指出，
我国正以基层为重点，促“防”“治”两端相
融合，将预防关口前移，让亿万老人少跑
腿、少支出，更要少生病。

美众议院要求政府部门
配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

新华社华盛顿10月7日电 美国国会众
议院 7日向国防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分别
发出传票，要求它们各自按要求提交总统特
朗普“电话门”事件有关文件，以配合众议院
针对特朗普的弹劾调查。

这2张传票由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经同外
交委员会、监督和改革委员会磋商后签发，
要求国防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在15日之前
按传票提交有关文件，以供他们审查白宫此
前冻结对乌克兰军事援助的原因等情况。

国防部、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尚未就传票
作出回应。

在此之前，白宫、美国国务院、特朗普私
人律师朱利安尼分别收到众议院发出的传
票，副总统彭斯也被要求提交有关文件。美
国国务院日前错过了传票要求提交有关文
件的最后期限。特朗普正身陷一起“电话
门”事件。今年8月，美国一名情报界人士匿
名检举特朗普7月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
话时要求对方调查其政治对手、美国前副总
统拜登及其儿子。白宫还采取某些措施“封
锁”二人通话内容记录。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与泽连斯基通话
前，特朗普命令代理白宫办公厅主任、行政
管理和预算局局长马尔瓦尼冻结一笔价值
约 4亿美元的对乌军事援助，马尔瓦尼随后
通过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向国防部、国务院传
达了这一指令，但没有详细解释缘由。白宫
于9月才解冻这笔援助。

“电话门”事件震动美国朝野。民主党
指责特朗普滥用职权谋求个人政治利益并
寻求外国势力干预美国总统选举。特朗普
则表示，他要求乌方调查拜登父子无关政
治，只是因为反腐败。他还反复抨击弹劾调
查是对他的“政治迫害”。

拜登于 2009 年至 2017 年任美国副总
统。他今年 4月宣布竞选下届美国总统，被
特朗普视为主要竞争对手之一。

三名科学家分享
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据新华社电 瑞典皇家科学院8日宣布，
将201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三名科学家。
来自美国的詹姆斯·皮布尔斯因宇宙学相关
研究获奖，来自瑞士的米歇尔·马约尔和迪迪
埃·奎洛兹因首次发现太阳系外行星获奖。

瑞典皇家科学院在新闻公报中说，皮布
尔斯对宇宙学的洞见丰富了整个领域的研
究，他的理论框架自上世纪60年代中期发展
起来，成为当代宇宙学的基础。利用皮布尔
斯的理论可以推算出，宇宙中 95%都是神秘
的暗物质和暗能量。马约尔和奎洛兹 1995
年宣布首次在太阳系外发现一颗行星，它围
绕银河系飞马座中一颗类似太阳的恒星运
转。这个发现引发了一场天文学革命，此后
科学家在银河系中又发现了逾4000颗行星。

根据新闻公报，皮布尔斯1935年出生于
加拿大，就职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马约尔
1942年生于瑞士，就职于瑞士日内瓦大学；
奎洛兹1966年出生，就职于瑞士日内瓦大学
和英国剑桥大学。三名科学家将分享900万
瑞典克朗（约合91万美元）奖金，皮布尔斯获
得其中一半奖金，马约尔和奎洛兹将共享另
外一半奖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