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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美国佐治亚州一名5岁男童半夜发现家
中起火，以超出同龄人的冷静迅速救出妹妹和爱犬，然后
到隔壁亲戚家求助。全家8人最终安全逃生，他因此获称

“荣誉消防员”。
男孩名为诺亚·伍兹，住在巴托县。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14日报道，伍兹9日晚在家中睡觉，半夜醒来，发现卧
室内起火、飘着烟。他跳下床，抓着与他同屋的2岁妹妹，
从家中唯一安全出口——一扇打开的窗户逃出来。男孩
随后返回房间，把宠物狗拖到安全地方，然后跑到隔壁叔
叔家求助。他们一起叫醒家中其他人逃生。

巴托县消防局局长德韦恩·贾米森说，火灾由伍兹房
间内电源插座过载引发。消防员赶到时，伍兹和4名家人
有轻微烧伤，吸入少量烟雾。

贾米森说：“我们以前见到过孩子向家人发出警报的
事情。但对于5岁的孩子能如此机敏……实在不同寻常。”

县消防局定于14日给伍兹颁奖，授予他“荣誉消防员”
称号，还打算向他宣读州长写给他的一封表扬信。

韩国最大在野党自由韩国党13日
批准一项与新保守党、面向未来前进
4.0（前进党）合并的计划，以期在 4 月
15日举行第21届国会选举前整合保守
派政党，争取获得选举佳绩。

韩联社报道，由自由韩国党、新保
守党、前进党及市民社会团体等共同参
与的“统合新党准备委员会”(简称“统准
委”)当天在国会召开会议，决定于17日
成立一个新政党，党名为“未来统合党”。
会议还确定了新政党最高委员会和公
荐委员会成员构成方案，由自由韩国党
党首黄教安担任新政党党首。

自由韩国党在会上说：“我们推动
与所有维护宪法、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

原则的政党、政客及市民团体的合并。”
“统准委”委员长朴亨埈会后告诉

媒体记者：“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要表
明，这个新政党将通过整合温和派和保
守派力量而产生。”

自由韩国党由前总统朴槿惠所属
新国家党 2017 年分裂而成，党首黄教
安曾在前政府执政时期出任国务总理
等职，是最受韩国保守派选民支持的总
统候选人之一。自由韩国党在国会所占
席位仅次于总统文在寅领导的执政党
共同民主党。为成为国会第一政党和争
取获得过半议席，黄教安去年 11 月提
出联合各大保守党派构想。

新保守党成立于今年1月5日，由

从正未来党退党的刘承旼议员和其他
7名议员组成。议员李彦周领导的前进
党成立于1月19日。

执政党共同民主党眼下控制129个
国会议席。按韩联社的说法，三党合并后
的“未来统合党”将在295个席位的国会
中占据 115 席，包括自由韩国党的 106
席、新保守党的8席和前进党的1席。其
余势单力薄的小党派和政客寄望通过
政党合并从而在选举中生存。

此外，韩国前总统候选人安哲秀也
在准备组建一个新政党，定位于支持务
实和中间路线的政治派别，同其他几个
反对派政党一起在 4 月举行的国会选
举中争夺席位。 新华社特稿

就在全球聚焦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之
时，东非地区也在抵抗一场大灾难——蝗虫灾害。自去年
12月起，蝗虫灾害便在东非地区不断蔓延。到目前为止，
1000万东非民众身陷蝗虫肆虐之地，他们面临着粮食严重
不保的窘境。为此，联合国官员12日警告说，除非快速行
动消灭蝗灾，否则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即将到来。

数十年来最严重沙漠蝗虫灾害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与联合国副秘书长洛
科克12日在英国《卫报》撰文称，东非现正深陷数十年来最
严重的沙漠蝗虫灾害，肯尼亚目前的沙漠蝗虫入侵是70年
来最严重的，而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正在经历25年来最严
重的蝗虫入侵。此外，大批蝗虫也进入了乌干达和坦桑尼
亚，距离南苏丹不到50公里，吉布提与厄立特里亚也受蝗
灾影响。这两位联合国官员特别提到，对东非来说，蝗灾
的破坏性尤其大。因为，东非的农作物是当地人生存的关
键，而且，受到蝗虫袭击的多数国家民众正在忍受暴力、干
旱和洪水的冲击，已经面临人道主义危机。此次蝗灾无异
于雪上加霜。

《华盛顿邮报》12 日这样描述东非肆虐的沙漠蝗
虫——从远处看，它们就像一股浓烟；随着它们不断靠近，
数十亿只呈现在你面前，像暴雪一样汹涌，像雨滴一样难
以计数，像贪婪的怪物一样令人惊恐地扑来。它们猛烈拍
打着翅膀，像不祥之云挡住太阳。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都
熟知和害怕的害虫，正在入侵东非。

空中喷药被视为应对蝗灾最有效的方式。目前埃塞
俄比亚和乌干达正在喷洒化学杀虫剂，乌干达已经决定动
用军机在空中作业。但《华盛顿邮报》认为，对抗这场灾难
的前景堪忧。埃塞俄比亚只有3架喷洒农药的飞机，肯尼
亚也只有5架。而索马里尚未采取任何行动。联合国粮农
组织蝗虫监测官员克雷斯曼11日还特别提到，由于索马里
南部不少地区受极端组织“索马里青年党”控制和威胁，难
以借用飞机喷洒杀虫剂杀灭幼蝗虫。他警告说，未来3至4
周内蝗虫将发育成熟并繁殖，这会令蝗虫群数量增长 20
倍。美联社11日引述联合国粮农组织紧急应变主任多米
尼克·伯金的话称，如果没有足够的空中喷洒措施，蝗灾暴
发可能演变成一场耗时数年的灾难。

或酿人道主义危机

沙漠蝗虫被认为是全球最具毁灭力的迁徙性害虫。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最新资料，每只沙漠蝗虫每天进食
的食物重量与自身体重相当，大约两克。一个普通大小的
蝗群有多达4000万只蝗虫，每天可移动150公里，在蝗虫季
内可以吞噬掉足够养活3400万人一天的食物。据美联社
12日报道，联合国粮农组织蝗虫监测官员克雷斯曼表示，
一个大规模蝗群吃掉的农作物，相当于整个肯尼亚人口一
天的口粮，或者宾州、纽约州和新泽西州人口一天所需的
食物，“如果不采取行动，这就是后果”。

屈冬玉和洛科克在12日的文章中还引述一名粮农组
织女雇员的经历，以强调沙漠蝗虫的严重危害性。这名女
雇员2005年赴西非内陆国家尼日尔，拜访当地准备收割农
作物的农民，就在她到访几小时后，沙漠蝗群席卷了该地
区，几乎吃掉了所有的作物。一个月后，因为没有食物，很
多家庭背井离乡。当年联合国呼吁给尼日尔拨款900万美
元抗击蝗灾，但因为这笔资金迟迟没能到位，6个月后抗灾
资金缺口达到1亿美元。原因很简单——蝗虫的繁殖速度
远快于国际反应。这种情况很可能在东非重演。

“在这个已经遭受如此巨大痛苦并且如此脆弱的地
区，我们根本承受不起另一次重大冲击。这就是为什么我
们需要迅速采取行动。”据法新社报道，11日洛科克在记者
会上表示，东非受影响国家的1300万人口，现在面临粮食
严重不安全的窘境，其中1000万人身在蝗虫肆虐的地方。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最近发起了一项7600万美元的筹
款呼吁，以控制蝗虫的扩散。到目前为止，只收到了大约
2000万美元。 据《环球时报》

1000万东非民众遭遇蝗虫灾害

美5岁男童半夜发现失火智救家人

韩保守党派拟联手建新党参选

澳大利亚人口大州火情基本控制

约翰逊撤换北爱事务大臣约翰逊撤换北爱事务大臣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13日改组

内阁，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一项变动是撤
换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朱利安·史密斯。

重大政策停摆重大政策停摆

史密斯去年7月获得北爱事务大
臣任命，协助英国政府结束北爱地区
长达3年的政治僵局。史密斯13日在
社交媒体“推特”上宣布“告别”，称为
北爱尔兰民众服务“是他莫大的荣
幸”，对首相约翰逊给予他这一机会

“感恩戴德”。
史密斯去年年底成功促成北爱尔

兰民主统一党与新芬党重启谈判，在
北爱政府停摆近 3 年后，为各方重组
联合政府打开局面。民主统一党与新
芬党联合政府自 2017 年 1 月解散以
来，北爱一直处于无政府状态，重大政
策停摆。

路透社报道，约翰逊这一决定触
发外界批评，认定他对北爱尔兰的前
途漠不关心。

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科拉姆·伊
斯特伍德评价，史密斯的前任们无一

不试图打破僵局，都以失败告终，因而
他在破局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社会
民主工党是5个重新加入北爱联合政
府的政党之一。

作为英国议会下院议员的伊斯特伍
德发表声明说：“这一决定令一些人的愿
望落空，在停摆3年成功挽救北爱尔兰联
合政府后，朱利安·史密斯获得的回报是
一张内阁办公室的离职表格。”

他说：“这也向你们揭示出鲍里
斯·约翰逊对于北部的态度……撤换
过去十年间最有建树的国务大臣显示
约翰逊对我们的危险漠视。”

北爱联合政府代理首席大臣阿
琳·福斯特在“推特”留言说，虽然她并
不总是认同史密斯的主张，但“他对本
职的奉献令人起敬”。

大刀阔斧改革大刀阔斧改革

离职消息传出，爱尔兰副总理兼
外交与贸易部长西蒙·科文尼在“推
特”回复史密斯，称赞他是“一名身处
真正挑战和风险，工作卓有成效的北
爱国务大臣”。

科文尼与史密斯一同参与去年重
组北爱联合政府的谈判。“没有你的带
领，我想北爱到今天没有政府，感谢你
的信任、友谊和勇气。”

然而，围绕史密斯的功绩，英国
《泰晤士报》报道，首相约翰逊感觉受
到“蒙蔽”，缘由是各方协议当中包括
一项调查英军士兵在北爱地区冲突中
犯下的罪行。

约翰逊带领保守党在去年年底的
议会下院选举中大获全胜，但是鉴于
当时脱离欧洲联盟在即，没有立即动
手改组内阁。围绕“脱欧”，英国国内政
坛过去三年动荡不断，约翰逊希望今
年把执政重点转回国内事务，包括加
大对警力、公共卫生和基础设施投资。

一些分析师先前推测，约翰逊可
能计划大刀阔斧改革政府机构。不过，
这次内阁改组看起来显得温和。

除了史密斯，英国商业大臣安德
烈娅·利德索姆也宣布即将去职，外交
大臣多米尼克·拉布预计将获留任。13
日晚些时候，财政大臣赛义德·贾维德
辞职。 新华社特稿

得益于近期强降雨，澳大利亚人口
第一大州新南威尔士州火情基本控制。
这场林火持续将近6个月，在澳大利亚
全境烧毁接近 1200 万公顷土地，致死
33人和大约10亿只动物。

【【火势受控制火势受控制】】

澳大利亚东海岸本周早些时候迎
来强降雨。新州农村消防局说，全州现
有24处起火点，所有火情得到控制。

新州农村消防局副局长罗布·罗杰
斯告诉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在众
多消防员和居民饱受灾难性林火季之

苦以后，新南威尔士州所有火情现在得
到控制。这是个好消息。”

新州去年 9 月起出现林火，1 月火
情最严重时，新州境内有将近150处起
火点，火势蔓延大约6000公里。

受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澳大利亚
连续三年干旱，加剧林火灾情。大火在
澳大利亚烧毁数以千计房屋，迫使大量
当地居民和游客撤离。

【【久旱逢甘霖久旱逢甘霖】】

助力灭火同时，上周强降雨有效缓
解新州持续三年干旱，水库水位上涨。

气象数据显示，新州首府悉尼及周
边地区降雨量接近400毫米，沃勒甘巴
水库蓄水量过去一周增加超过33%，蓄
水量为76.5%，是2018年4月以来最高
水平。悉尼用水大约五分之四由沃勒甘
巴水库供应。

新州是澳大利亚人口第一大州，超
过700万人生活在这里。由于过去三年
降水稀少，新州部分地区饮用水储备不
足一年用量，一些地方政府只能花高价
从其他州购买。气象预报显示，新州未
来五天仍将迎来降水，平均降水量有望
超过50毫米。 新华社特稿

2 月 13 日，在
英国伦敦，里希·
苏纳克抵达财政
部。

英国政府 13
日任命里希·苏
纳 克 为 财 政 大
臣，接替当天辞
职的赛义德·贾
维德。这是英国
正式“脱欧”后首
次重要内阁成员
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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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任命新财政大臣英国任命新财政大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