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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速递

据新华社电 载有俄罗斯和美

国宇航员的一艘俄罗斯飞船 11 日

发射失败。目前,俄救援人员已找到

紧急着陆的两名宇航员, 两人均平

安无恙。

据俄罗斯航天集团发布的消

息,莫斯科时间当天 11 时 40 分(北

京时间 16时 40分), 载有宇航员的

“联盟 MS-10” 飞船由 “联盟

-FG” 型运载火箭从哈萨克斯坦境

内的拜科努尔发射升空。 起飞约

119 秒后,火箭第一级分离,位于火

箭顶端的整流罩被抛下, 但火箭第

二级的发动机突然关闭, 此后乘员

舱与火箭紧急分离, 并抛出降落伞

着陆。

俄航天集团说, 飞船上的俄国

宇航员阿列克谢·奥夫奇宁和美国

宇航员尼克·黑格均告生还,他们原

计划在国际空间站驻守约半年。

两名宇航员着陆的地点距哈萨

克斯坦中部城市杰兹卡兹甘约 20

公里, 俄一个空降兵小组率先乘飞

机抵达, 并在伞降后找到飞船乘员

舱。目前两人已经出舱,经初步检查

均没有受伤,状况良好。他们将被送

往拜科努尔的宇航员医院进一步检

查,然后回到莫斯科。

获悉宇航员平安生还后, 俄罗

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说:“谢天

谢地,宇航员还活着。 ” 俄航天集团

总裁罗戈津表示, 飞船的紧急逃生

系统表现出色, 俄将成立国家调查

委员会来调查此次事故。

据悉,这是 1983 年以来俄载人

飞船首次发射失败。 据俄“国家采

购”网站发布的消息,俄航天部门为

此次发射购买了保险, 其投保费为

1.433亿卢布 (1美元约合 67 卢布),

保险赔偿金为 46.55亿卢布。

俄航天集团此前介绍说,此次

飞赴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准备用

一种新型磁性 3D 打印机以磁悬

浮技术制作小鼠的甲状腺和软骨

组织,并将检查目前与空间站对接

但今年 8 月出现裂缝的一艘载人

飞船。

飞船发射失败 宇航员惊险着陆

据新华社电 阿富汗北部昆

都士省官员 11 日向媒体证实,一

伙塔利班武装人员日前在该省卡

莱伊扎尔地区与军警发生枪战,

交火造成至少 14 名军警死亡,另

有 12名军警受伤。

当地警方负责人萨夫达尔·

阿里说,10 日夜晚,一伙塔利班武

装人员对该地区一安全检查站发

动突然袭击, 并与驻守检查站的

军警展开持续交火。 交火中至少

7 名塔利班武装人员死亡,另有 9

名武装人员受伤。

当地省议会议员赛义德·阿

萨杜拉·萨达特 11 日也向新华社

证实了此次交火事件。 他表示,塔

利班势力在该地区依然活跃,军

方急需加强针对塔利班目标的打

击力度。

据悉, 这是卡莱伊扎尔地区

近期第二次发生类似事件。 塔利

班武装人员 10 月 5 日晚在该地

区和军警发生交火, 造成 7 名军

警死亡、5人受伤。

阿富汗将于本月 20 日举行

国民议会选举,该国塔利班组织

日前呼吁民众抵制选举,威胁将

在选举期间袭击特定目标。据联

合国驻阿富汗援助团 10 日在官

网发布最新报告显示,今年 1 月

至 9 月,阿富汗各类武装冲突和

其他暴力事件已造成包括妇女、

儿童在内的 8050 名平民死伤。

据新华社电 英媒称,首相特雷

莎·梅 9 日晚说,将对中小学生开展

常规心理健康检查。 中小学将开展

健康评估以发现潜在问题。 过去 20

年来, 英国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增

加了数倍, 目前有十分之一的儿童

出现了可诊断性心理问题。

据英国《每日邮报》网站 10 月

9日报道,上述新检查措施是一项斥

资 19亿英镑、改革中小学心理健康

服务的计划的措施之一。

特雷莎·梅首相还宣布:任命世

界上首名预防自杀事务大臣; 斥资

180 万英镑让撒玛利亚热线服务在

未来四年维持免费; 心理健康问题

专家要为首次在中小学开展相关工

作接受培训, 首批人员进驻学校工

作将在明年底前启动, 长期将征募

8000名相关人员; 政府将从明年开

始就儿童心理健康问题发布年度

“国情”报告。

据报告, 女孩子出现心理健康

问题的风险较高,14 岁女孩中有五

分之一的人有过自我伤害行为。

梅说, 有一半的心理健康问题

都是到 14 岁时才出现的,但获得恰

当治疗者仅有三分之一。

报道称, 所有中小学都可开展

新的心理健康评估, 这项评估是新

的“心理修复” 课程的一个组成部

分, 该课程将从 2020 年起纳入课

表。

唐宁街强调, 虽然有关课程将

被设定为必修课, 但是否进行评估

将由学校自行决定。 政府会鼓励教

师们利用这些测试发现可能存在的

各种问题。

报道称,官员们拟让大多数学生

从 4岁起每年接受心理健康评估。

据新华社电 韩国外交部长官

康京和 10日告诉国会议员，外交部

正在与其他政府机构会商是否解除

针对朝鲜的部分制裁措施， 涉及所

谓“5·24措施” 。

康京和所言令一些反对党议员

不满。韩国外交部随后澄清，政府现

阶段“没有正式考虑” 解除对朝经

济制裁。

康京和 10 日接受国会对外交

部的年度国政监察。一名议员提问，

政府是否有意解除禁止韩朝经济合

作的“5·24措施” 。 她回答，外交部

正在与有关部门商讨， 这方面工作

由分管南北关系的统一部主导。

“5·24 措施” 指 2010 年 5 月

24 日，时任总统李明博政府因“天

安舰” 事件而宣布一系列对朝制

裁，包括叫停韩朝贸易和人员往来，

全面禁止朝鲜船舶驶入韩方海域，

禁止对朝新增投资， 搁置对朝援助

项目。 开城工业园区当时得以“幸

免” 。

韩国海军 “天安” 号警戒舰

2010 年 3 月 26 日在西部海域爆炸

沉没，46 名水兵死亡。 韩方认定是

朝鲜鱼雷所为，朝方否认。

韩联社解读， 韩国政府视解除

“5·24 措施” 为象征性举措，旨在

改善韩朝关系。

“那（5·24 措施）是一项重要

行政令，我们经常审视它，” 康京和

说，“许多韩国单方面针对朝鲜的

制裁措施与联合国制裁重叠， 撤销

‘5·24 措施’ 不意味实质性解除

（对朝制裁）。 ”

康京和所作表述招致不少反对

党议员批评。一些议员说，朝方没有

就“天安舰”事件正式道歉，康京和

就一心想要撤销“5·24措施” 。

主要反对党自由韩国党议员郑

镇锡（音译）说：“政府应该首先征

得遇难者家属的理解。 ”

康京和解释：“我认为，（可

以）在考量韩朝关系发展的情况下

审视这件事。 ”

她说， 现在还没有就这一议题

在政府范围内作广泛讨论。 韩联社

解读， 这意味相关决定不会马上作

出。

韩国外交部 10 日晚些时候向

媒体记者发送短信， 澄清康京和当

天在国会所作表述， 即在韩朝关系

正在发展和无核化对话正在继续的

情况下， 有必要以不损害联合国安

全理事会决议等对朝制裁框架为前

提，灵活考虑解除“5·24措施” 。

韩联社以统一部一名官员为消

息源报道， 韩方将视形势发展考虑

解除对朝制裁。

韩国考虑解除部分对朝制裁

外交部正在与其他政府机构会商

据新华社电 美国气象部门 10

日消息,飓风“迈克尔”当天以 4级飓

风强度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北部沿海地

区登陆。飓风带来巨大的风暴潮、狂风

和暴雨,已造成至少 10万用户停电。

据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 10日

中午发布的通报,飓风“迈克尔”已从

佛罗里达州滨海小城墨西哥海滩附

近登陆。 截至美国中部时间当天 13

时,“迈克尔”的最大持续风速约达每

小时 250公里, 其风暴中心位于墨西

哥海滩西北 10公里处,将于当天下午

掠过佛罗里达州北部的佛罗里达走

廊, 随后向东北方向移动至美国东南

部地区。 目前, 佛罗里达走廊已出现

“可致命”的风暴潮、狂风和暴雨。

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主任格

雷厄姆当天早些时候表示 ,“迈克

尔” 的风力足以吹翻屋顶、摧毁房

屋, 部分沿海地区可能出现超过 4

米的风暴潮, 电力设施可能遭到破

坏。 据当地电力部门消息,佛罗里达

走廊地区已有至少 10万用户停电。

佛罗里达州州长斯科特 10 日

说,飓风过境后,该州相关部门将展

开重建工作, 目前上千名电力工人

正处于待命状态。 为应对飓风,该州

动用了 3500名国民警卫队队员。

据报道, 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城

附近的廷德尔空军基地目前只有少

数工作人员留守, 该基地的军机已

飞往数千公里外躲避飓风。

英国任命世界首位防自杀事务大臣

阿富汗北部枪战

14名军警死亡

系与塔利班武装交火

4级飓风

登陆美国沿海

已造成至少10万用户停电

据新华社电 孟加拉国首都达

卡快速审判法庭 10 日对 2004 年导

致至少 24 人死亡的手榴弹袭击案

进行宣判,判处 19人死刑。

根据法官宣读的判决, 包括两

名前任部级官员在内的 19 人被判

处死刑, 反对党民族主义党执行主

席、前总理齐亚之子拉赫曼等 19 人

被判处无期徒刑,另有 11 人被判处

数年监禁。 警方表示,在两起相关案

件中共有 52人被起诉, 其中 3人已

在其他案件中被执行死刑, 另有 31

人被逮捕, 此外还有包括拉赫曼在

内的 18人在逃。

宣判结果公布后,孟加拉国司法

部部长哈克对媒体表示,拉赫曼是袭

击事件的幕后策划者,袭击的主要目

标是当时的反对派领导人哈西娜。民

族主义党在宣判结果公布后则表示,

审判是对该党的政治报复,并宣布举

行为期两天的抗议示威游行活动。

2004 年 8 月 21 日,孟两大政党

之一的人民联盟(人盟)在达卡举行

集会时遭手榴弹袭击, 导致至少 24

人死亡、300余人受伤。

手榴弹袭击案

19人被判死刑

孟加拉国法庭判决

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增加———

船只在飓风中被损毁

火箭从哈萨克斯坦境内发射升空俄国宇航员奥夫奇宁（前）和美国宇航员黑格登上飞船

飞船归属俄罗斯航天集团，两名宇航员均平安无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