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舞蹈演员在三亚办学教中国孩子芭蕾，文博工作者在古巴办展介绍中国瓷器

古巴“民间文化使者”添彩中古友谊
据新华社北京电 一首维瓦尔第的 《四

季·春》渐起，吉普西立起足尖，翩跹而舞。突
然，练功房外喧嚣起来，是上课的孩子们来了。

吉普西停下备课，开心地同她们一一打招
呼，帮助她们整理舞裙、发饰。不一会儿，这群
“小天使”便手执裙摆、踏着小碎步款款飘入教
室。

白色的灯光一起点亮，教室里顿时亮堂了
起来。孩子们面带微笑，随着一声声法文专业
术语做起了热身。

这家位于海南三亚的芭蕾学校有些特别，

上课的是清一色的古巴老师。其中，吉普西是
来华时间最长的一位。

把最美技艺带给中国孩子
2013年 4月，在中古民间文化交流不断深

入的大背景下，古巴国家芭蕾舞团演员吉普西与
20多个同事受邀来到三亚一家剧院驻扎演出。

当时的她懵懵懂懂、不善言辞。整整两年，

她极少外出，没有交到一个中国朋友。

一次偶然的机会， 朋友把来海南度假的 5

岁女孩瑶瑶介绍给吉普西，希望她在芭蕾技巧
方面给予小女孩一些指导。

没有正规的场地，她们便借用朋友的拳击
场，每天坚持训练几个小时。在吉普西指导下，

瑶瑶进步神速，半年之后便在国外的一次舞蹈
比赛中获奖。

这大大鼓舞了吉普西的信心。2018 年底，

吉普西决定创办一所芭蕾学校。“我想把最美
的技艺与最真的感情，带给这些中国孩子。”吉
普西说。

凭借专业技术和耐心教学，吉普西赢得了

越来越多家长的信任。 很多前来海南越冬的
“候鸟”家长也慕名把孩子送来学舞。为此，她
陆续邀请了 4位古巴舞者朋友来华执教，教过
的中国孩子已有 400多名。

在中国的 7年间，吉普西不仅开创了自己的
事业，也在不知不觉间出任了“民间文化使者”。

2020年是中国和古巴建交 60周年。 作为
西半球首个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古巴与中国

互为同舟共济、唇齿相依的好朋友、好同志、好
兄弟，两国在人文交流领域也呈现出蓬勃发展
势头，涌现出一大批“民间文化使者”。

“我已经是一半中国人了”

与吉普西不同，从事文博工作的尤万里在
中国留学后又回到了古巴，因为他觉得自己还
有一个未完成的使命：向古巴民众介绍中国瓷

器以及瓷器背后所蕴含的东方哲学和精神。

尤万里供职于古巴国家装饰艺术博物馆。

十几年前， 他偶然接触到馆藏的中国艺术品。

面对 1000多件精妙绝伦的中国瓷器， 他顿时
着了迷，如饥似渴地穿梭于各大图书馆，寻觅
研究中国陶瓷的文献，却收获寥寥。

这成了尤万里的一个 “心病”。2014年，他
获得了中国政府奖学金，如愿来到千年瓷都景
德镇，在景德镇陶瓷大学学习鉴定古陶瓷器。

尤万里异常珍惜这次机会。没多久，他就
跑遍了当地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每次上课还总
要向导师借几本藏书回去仔细研读。4年后，他
获得了考古学硕士学位。

回到哈瓦那后不久，他就在博物馆内组织
了首个中国瓷器专题展览———中国 18世纪瓷
器展。之后，他又推动在博物馆内设立了东方
陶瓷永久展厅。

在尤万里心中，中国之行赋予他的不仅是
知识，更是充满东方情趣的审美和个性。工作
中，时不时泡上一盏清茶，已经成了他的“职业
习惯”。

当手中的瓷器在阳光下变得晶莹剔透，他
眼前似乎又浮现出雾雨中的江西村镇，草木青
翠，清泉抱石。

“我已经是一半中国人了……我希望通过
自己小小的努力，让古中两国人民更好地认识
彼此、了解对方。”抿上一口茶，尤万里淡淡地
说道。

文化交流是心灵的对话和友谊的纽带。瓷
器的风韵、芭蕾的优雅，见证的只是中古文化
交流互鉴中一个小小的横截面，更多惊喜正等
待着下一个 60年来揭晓。

部分人焦虑程度可降低近一半

看可爱动物有助减压、降血压
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一项小规模研究显示，人

们不需要与动物互动，仅是观看可爱动物视频就有
益健康。看看可爱动物能将精神压力水平降低近一
半，还有助降血压。

英国利兹大学研究人员与澳大利亚西澳大利
亚州旅游局合作，招募 19位感到有精神压力的人。

研究人员让研究对象观看 30分钟短尾矮袋鼠的视
频。短尾矮袋鼠体长不足 60厘米，因有胖嘟嘟的脸
和“甜美”笑容获称“世界上最快乐的动物”。

看完视频后，研究对象血压由先前平均收缩压
（高压）136毫米汞柱、舒张压（低压）88毫米汞柱降
至平均收缩压 115毫米汞柱、舒张压 71毫米汞柱；

焦虑程度平均下降 35%，其中部分人焦虑程度下降
接近 50%。

公园成立以来被发现的第二大钻石

美男子“寻宝”发现9克拉钻石
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一名男子和朋友去阿肯色州

钻石坑公园“寻宝”，意外发现一颗 9.07克拉的钻石，

是这家公园 1972年成立以来发现的第二大钻石。

美国“内幕”网站报道，33岁的凯文·基纳德日
前捡到这颗钻石。按公园规定，钻石属于发现者。

基纳德那天先和朋友用找钻石常用的“湿筛”工
具寻宝，但找了 10分钟就放弃了。他随后在公园里
走，看到亮晶晶的颗粒就捡起来。他捡到那颗钻石时，

心想那可能是玻璃。他们找了几个小时后去公园“钻
石发现中心”，请工作人员鉴定他们捡到的“宝物”。

听工作人员说自己捡到了这么大一颗钻石，基
纳德激动万分。在这家公园发现的钻石中，更大的
只有 1975年发现的一颗 16.37克拉钻石。

温度高达 1700摄氏度

首颗“超热海王星”被发现
据新华社圣地亚哥电 智利天文学家领衔的

一个国际团队在新一期英国《自然·天文学》杂志上
报告说，在距地球约 260光年的一个星系中发现了
第一颗“超热海王星”，这是此前仅在理论上存在的
一类特殊行星。

这颗行星被命名为 LTT 9779 b，体积比太阳系
中的海王星略大，质量约为海王星的两倍，据推测有
固体内核和大气层。它距离其星系中的恒星很近，公
转周期仅 19小时，温度高达 1700摄氏度，研究人员
称之为“超热海王星”。据介绍，这颗行星位于“海王
星沙漠”地带，即轨道非常接近恒星、过去认为类似
海王星的中等质量行星几乎不会出现的区域。

日前美国得州自来水中出现致命寄生虫，经鼻腔侵入人脑致死率高

为何“食脑虫”感染者增多？如何预防？

据外媒报道，日前，美国得克萨斯州自来
水中出现致命“食脑虫”。得州 8个城市居民接
到警告，要求居民暂时不要使用自来水，以免
感染学名为福氏耐格里阿米巴原虫的“食脑变
形虫”。到底什么是“食脑虫”？为何近年来染病
患者越来越多？

又现“食脑虫”致死事件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得州

8个城市此前收到“请勿用水”相关警告。

报道称， 得克萨斯州环境质量委员会
（TCEQ）向布拉佐斯波特水务局覆盖地区用户
发布警告，警告他们除了冲厕所之外，不要使
用自来水。委员会在供水系统中发现了“食脑
变形虫”福氏耐格里阿米巴原虫。

据美联社追踪报道，上月底，除莱克杰克
逊地区外，所有地区都已取消相关警告。有着
2.7万人口的莱克杰克逊也是当地自来水处理
厂所在地。

得州是如何发现“食脑变形虫”的？美联社
称，上月初，莱克杰克逊一名 6岁男孩乔希·麦
金太尔在感染这种微生物后死亡，引起当地政
府注意。根据市政府发布的声明，男孩死亡后，

当地对多处水源展开调查，对男孩生前接触的
市中心喷水池和男孩家中的橡皮水管进行了
水样检测。结果显示，11个水样中，3个含有福
氏耐格里阿米巴原虫。

据悉，过去得州也出现过“食脑变形虫”夺
命事件。2015 年 8 月，３ 次入选奥运青少年田
径队的 14岁运动明星小迈克尔·约翰·赖利就
在州立公园游泳时，感染变形虫死亡。

美联社称，“食脑变形虫”对美国公共供水
系统的污染较为罕见，但也并非闻所未闻。

2011年和 2013年，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南
部，就有几人从自来水中感染福氏耐格里阿米
巴原虫后病亡。2003年， 美国亚利桑那州一个
未经处理的地热井供水系统中也发现了“食脑
虫”。

根据美国疾控中心数据， 从 1962 年到
2018年，有 145人被变形虫感染，只有 4人幸
存。2009年至 2018年期间，共有 34人感染。

感染症状与脑膜炎类似
1970年，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将一种微生物命

名为“福氏耐格里阿米巴原虫”。从那时起，几乎每
年夏天，都有人因为感染这种变形虫而死亡。

据悉，福氏耐格里阿米巴原虫是一种单细
胞生物，通常生活在世界各地温暖的淡水和土
壤中。自由生活的福氏耐格里阿米巴原虫并不
危险，但一旦寄生人体，它就会变成令人闻之
色变的“食脑虫”。

据悉，福氏耐格里阿米巴原虫一旦被人类
吸入鼻腔，会沿着嗅觉神经进入人脑，迅速繁
殖并沿着脑膜向脑中心部位播散，引起“福氏
耐格里阿米巴脑膜脑炎”， 死亡率高达 95%以
上。感染者通常会在一周内死亡。

不过，除鼻腔感染外，喝下遭福氏耐格里
阿米巴原虫污染的水并不会被感染。

根据美国“内幕”网站报道，由于福氏耐格
里阿米巴原虫感染症状和脑膜炎类似，患者很
容易被误诊或延误治疗。 美国鲍林格林州立大
学副教授特拉维斯·黑吉说，头疼、对光敏感、脖
子僵硬等相关症状都和一般脑膜炎类似，但等
到两三天后发现真正病因时， 往往为时已晚，

“那时患者或将死亡，或将大脑受损。”

美国疾控中心称，多数情况下，患者在淡
水湖泊、池塘、河水中游泳、潜水时，容易得病。

在极少数情况下，当氯化处理不当的泳池水或
是经过加热、 受污染的自来水进入鼻腔时，也
有可能感染福氏耐格里阿米巴原虫。

气候变暖惹的祸
隐藏在看似清澈的自来水或河水中，感染

后会“食人脑”，这种听上去来自恐怖电影的寄
生虫近年来频频登上新闻头条。

国内也曾多次报道相关病例。2016 年 8

月，深圳的何先生就因感染福氏耐格里阿米巴
原虫，在半个月内不治身亡。国内最早记录在
案的病例发生在 1978年河南驻马店，之后，北
京、海南、河北等地均报告相关病例，所有病例
无一例存活。

在全球范围内，“食脑虫” 也普遍令人担
忧。在巴基斯坦，2019年就有 16人因感染福氏
耐格里阿米巴原虫死亡。2020年， 哥斯达黎加
也有 2人因此死亡。

研究发现，随着气候变暖，近年来“食脑
虫”染病患者越来越多。

据美国广播公司（ABC）报道，根据美国全
球变化研究计划，全球淡水和海水正受气候变
化影响， 将增加人们患与水有关的疾病的风
险。福氏耐格里阿米巴原虫就常见于 25℃以上
的温水环境，在约 42℃时繁殖力最旺盛。

美国马萨诸塞州医疗系统 South Shore

Health传染病主任托德·埃尔林表示， 福氏耐
格里阿米巴原虫是嗜热生物，这意味着它们喜
欢温暖的水，“随着全球变暖，水温上升，我们
将会看到更多病例，而不是更少。”

过去在美国，相关感染病例往往出现在温
暖的得克萨斯州和佛罗里达州 。 但据
MedicineNet健康新闻网报道，随着北半球水温
升高，适宜福氏耐格里阿米巴原虫生存的水域
越来越多，这种传染病正变得愈加普遍。过去
10年中，美国北部印第安纳州、明尼苏达州和
密苏里州都首次出现相关病例。

埃尔林表示，不幸的是，三分之二感染病
例都是健康儿童，“我想对游泳者和家长说的
是，需要认识到，这种疾病很罕见，但要采取明
智的预防措施来降低风险。”

如何预防这种可怕的变形虫？根据美国疾
控中心和专家建议，最好不要在肮脏、浑浊的
淡水中游泳。在泳池游泳前，也需要检查一下
池水是否清澈， 排水口盖板是否牢固完好。在
淡水或温泉中游泳时，应该使用鼻夹，避免搅
动水底沉积物等。

■本报记者 裘雯涵

可能比将体重作为评估指标更可靠

腹部肥胖关联高早逝风险
新华社微特稿 都知道超重和肥胖不利于健

康， 而由多国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团队近期发现，

腹部肥胖关联更高的早逝风险，可能是比体重更可
靠的早逝风险评估指标。

一支国际研究团队分析 72项研究数据，涉及超
过 250万名研究对象，随访时间持续 3年至 24年。

研究人员分析后发现，腹部肥胖多个指标明显
关联更高的全因死亡风险。例如，腰围每增加 10厘
米，全因死亡风险上升 11%；腰围臀围比、腰围身高
比和腰围大腿围比每增加 0.1个单位， 全因死亡风
险增加大约 20%。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臀围和大腿围增大关联全
因死亡风险下降。例如，臀围每增加 10 厘米，全因
死亡风险减少 10%；大腿围每增加 5厘米，全因死
亡风险减少 18%。

在三亚吉普西芭蕾学校荔枝沟校区，来自古巴的芭蕾舞老师在指导学员练习芭蕾舞。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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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 50家早餐示范点本月挂牌
（上接第 1版） 如长宁区积
极完善“便利店+早餐服务”

布局 ， 在区内 3 家光明
BK24门店和 6家百联逸刻门店的基
础上，继续推动新模式“便利店+早餐
服务”门店加快布局；杨浦区鼓励小
型超市、便利店在确保食品安全的基
础上，增加热食类食品制售，依托“一
网统管”平台对辖区内 4家中央厨房
安装视频监控；宝山区制定《上海·宝
山早餐地图》， 目前已确定 8个流动
餐车点位，7辆餐车选址签约。

上海各区各部门还积极开展“一
证多址”“一地多证”的试点实施和推
广；优化小型餐饮服务提供者临时备
案管理，加强信息共享，增加办理渠
道；放宽早餐时段停车限制；鼓励互
联网外卖送餐平台降低早餐外卖服

务佣金等， 通过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为早餐工程的推进保驾护航。

据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计
划到明年年底，上海通过构建以中央
厨房为核心， 连锁早餐网点为主体，

特色单店、流动餐车、外卖平台配送
等多种形式为补充的早餐供应体系，

早餐工程将累计新 （改） 建网订柜
（店）取网点共 1000 家，新增“菜市
场+早餐服务”“便利店+早餐服务”

“市民驿站+早餐服务”“白领午餐+早
餐服务”等早餐复合门店 1000家。共
享早餐是新一轮“早餐工程”升级的
重点之一。上海聚焦具备中央厨房条
件的企业，梳理企业“可共享菜单”与

“需共享菜单”，让市
民在一家早餐网点
可以买到多家中央

厨房企业的产品。按计划，到明年年
底，共享早餐在早餐供应网点的覆盖
率达到 85%以上。 按照这一计划倒
排任务，预计今年年底前，上海各区
将完成新（改）建网订柜（店）取网点
300 家， 新增早餐复合门店 300 家，

年底共享早餐门店（点）覆盖率达到
30%。本月底前，第一批 50家早餐示
范点将挂牌，年底前将再推出一批示
范点。

又讯 （记者 吴卫群）昨天上午，

市政府召开早餐工程推进会。 长宁
区、杨浦区、徐汇区、虹口区等区和光
明、百联、盒马、美团等企业作交流发
言。副市长宗明出席会议并讲话。

市人大常委会会议 26?起举行
（上接第 1版）《上海市公共文化
服务保障与促进条例（草案）》等
三个法规草案的审议结果报告，

关于《上海市不动产登记若干规
定（草案）》、《上海市促进家庭农
场发展条例（草案）》等两个法规
草案的审议意见报告，市政府关
于本市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情况的报告、 关于 2019年度国
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和
关于 2019年度行政事业性国有
资产管理情况的专项报告等三
个报告的说明，关于检查本市贯
彻实施《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
例》情况报告的说明，决定将相

关法规草案和报告提请常委会
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听取了有
关人事任免案的说明，决定将相
关人事任免案提请常委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审议、表决。

会议讨论决定，将《上海市
多元化解矛盾纠纷促进条例》由
年度立法计划预备项目转为正
式项目。会议还听取了关于 2020

年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
督促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情况报
告。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沙海
林、高小玫、肖贵玉、莫负春等出
席会议。

共筑长三角法治建设高地
（上接第 1版）三省一市检察机关全力服务保障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建立了一系列协作机制、交流平台。希望始终立
足国家发展大局，牢牢把握长三角区域战略定位，勇当服
务大局的标杆，共筑法治建设的高地，争做紧密协作的典
范，推动检察协作提质增效、落细落实，为下活“一体化”大
棋局、做好“1+3﹥4”大文章，增添更多法治砝码。上海检察
机关要多向苏浙皖同行学习，主动担当、积极作为，更好体
现上海在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的龙头带动作用。

上海市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江苏省检察院检察长刘
华、浙江省检察院检察长贾宇、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薛江
武出席会议，共同签署《沪苏浙皖检察机关关于依法全面
充分履行检察职能为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司
法保障的意见》。会议还签署了《长三角区域检察协作工作
办法》《沪苏浙皖检察机关关于建立长三角区域未成年人
检察工作协作机制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