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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媒体称叙反政府武装在阿勒颇使用有毒气体

导致 107 人出现窒息症状
新华社大马士革 11 月 25 日电（记者汪
健 郑一晗）据叙利亚媒体 25 日报道，叙反
政府武装当晚使用含有毒气体的火箭弹袭
击叙北部城市阿勒颇，导致 107 人出现窒息
症状。
叙利亚国家电视台报道说，叙反政府
武装使用有毒气体对阿勒颇市的两个街区
发动袭击，导致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 107
名平民出现窒息症状。伤者陆续被送往当
地医院接受救治，其中 2 人情况较为严重。
报道说，伤者人数有可能进一步上升。
电视画面显示，医护人员在当地一家
医院内查看伤者情况，部分伤者在接受输
氧治疗。一名医生说，伤者情况总体稳
定，一名儿童被送往重症监护室治疗，有
毒气体类型暂时还无法确定。
叙利亚法医总局局长扎希尔·哈乔表
示，从中毒人员流涕、眼睛刺痛、呕吐等

两娃家长福音

经济舱座位可变儿童床

症状来看，袭击中使用的气体可能是氯气。
另据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叙利亚人
权观察组织”消息，阿勒颇市西部 24 日传
出爆炸声，对两个街区的炮击造成导致包
括妇女、儿童在内大量平民出现窒息症状。
目前，尚无任何反政府武装组织对此
次袭击事件作出回应。
2016 年 12 月，叙利亚政府军收复阿勒
颇省首府阿勒颇市，但目前反政府武装仍
控制阿勒颇省西部和北部，双方时有交火。
叙利亚危机发生以来，叙政府和反政
府武装多次指责对方使用化学武器。叙政
府曾多次表示，叙方不拥有化武。今年 4 月
7 日，叙首都大马士革东古塔地区杜马镇据
称发生“化武袭击”事件。有消息称，事
件中使用了氯气。叙政府坚决否认使用化
武的指责，称有关消息“是反政府武装支
持的媒体编造的假新闻”
。

欧盟通过英国“脱欧”协议

据新华社微特稿 法国航空
公司下属的 Joon 航空公司给带儿
童，特别是带两名儿童坐飞机的
乘客带来福音。他们把飞机上一
些座位设计成坐卧两用，让儿童
长途飞行期间舒适地休息和玩耍。
Joon 航 空 公 司 在 空 客 A340
飞机执飞的长途航班上提供 16 个
专供儿童使用的坐卧两用座位。
33 排到 36 排每排中间相连的 4 个
座椅为这种特殊座位。座椅头靠
可以拆下塞在两排座椅之间，与
座椅椅面连为一体。在相邻两张
座椅拼成的床架上铺上床垫，就
变 成 一 张 长 105 厘 米 、 宽 76 厘
米，能睡下两名儿童的儿童床。
孩子不睡觉时，床可以充当他们
的游戏区。床上有安全带，可以
在孩子睡觉时把他们固定在床上。

新华社布鲁塞尔１１月２５日电（记者桂
涛 王子辰）欧盟成员国领导人２５日在布鲁塞
尔举行的欧盟特别峰会上正式通过此前与英国
达成的“脱欧”协议。这是英国与欧盟启动
“脱欧”谈判一年多以来取得的重大成果。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当天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消息说，欧盟除英国外的２７个成员国领
导人已经通过了“脱欧”协议与“英欧未来关
系宣言”两份政治文件。
根据“脱欧”协议规定，英国需向欧盟支
付总额约３９０亿英镑的“分手费”，在明年
３月英国正式“脱欧”后设置为期２１个月的
过渡期，其间英国仍继续留在欧洲共同市场与
欧盟关税同盟，享受贸易零关税待遇。协议强

伦敦公交拟禁
垃圾食品广告

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特拉华州一只名为
“格蕾塔”的 5 岁德国牧羊犬深夜察觉家中煤
气泄漏，狂吠叫醒主人，避免了一场悲剧。
特拉华在线 23 日报道，家住隆内克地区
的肯·沃尔什 13 日凌晨被“格蕾塔”的叫声
吵醒，他下床试图让“格蕾塔”安静下来。可
平日安静无比的小家伙狂吠不止，把他引到厨
房。他顿时闻到煤气味，发现是煤气灶发生泄
漏，煤气已经弥漫家中多间屋子。妻子和 14
岁的儿子还在沉睡中，如果他没被“格蕾塔”

据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首都伦
敦的公共交通系统拟明年 2 月 25
日开始禁止出现垃圾食品广告。
英 国 《每 日 邮 报》 23 日 报
道，作为“伦敦食物战略”组成
部分，旨在减少肥胖儿童数量的
这一禁令得到伦敦市长萨迪克汗
确认。
依据禁令，伦敦整个公交网
络，包括地铁、公交车站和“伦
敦地上铁”将禁止出现含糖饮
料、巧克力和汉堡广告。此外，
加盐坚果等“欠健康”食物广告
也禁止出现。不过，快餐连锁店
的 沙 拉 等 健 康 食 品 ， 只 要 低 脂、
低盐、低糖，仍然可以在公交系
统做广告促销。一项针对 1500 名
伦敦市民的调查显示，82%的受访
者支持这一禁令。
伦敦是欧洲儿童肥胖率最高
的城市之一，大约 40%的 10 岁至
11 岁儿童超重或肥胖。

11 月 24 日，在叙利亚阿勒颇，一名女子在医院接受治疗。新华社/美联

调，英欧将着眼于建立“自由贸易区”。
“英欧未来关系宣言”则描绘了英欧未来
贸易与安全关系。这两份文件中，“脱欧”协
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值得注意的是，“脱欧”
协议仍需英国议会与欧盟其他成员国分别表决
通过才能生效。目前，英国已有多个党派表示
将在议会投票反对这份协议。舆论认为，英国
仍存在“无协议脱欧”可能性。
英国于２０１６年就“脱欧”问题举行全
民公投，最终决定退出欧盟。２０１７年３月
２９日，英国正式向欧盟递交“脱欧”信函，
“脱欧”程序正式启动。根据英国与欧盟之间
的协议，英国将在明年３月２９日正式“脱
欧”
。

深夜煤气泄漏 忠犬狂吠救主
叫醒，后果不堪设想。
沃尔什家中除了“格蕾塔”，还养着另外
4 只狗和 3 只猫。他正着手开一家非营利性动
物救护站。
沃尔什事后推测，另一只狗狗试图跳上灶
台时不小心打开了煤气灶，
“ 格蕾塔”可能察觉
味道不对劲。他说：
“一些狗狗确实相当聪明”。
沃尔什特意给“格蕾塔”做了一顿大餐
——牛排和红薯作为奖励。他还在脸书上分享
“格蕾塔”的故事，赢得数千点赞。

俄要“核实”
美登月真假
据新华社微特稿 俄罗斯航天
员未来登月任务包括核实美国宇航
员是否真的登上过月球？
美联社 24 日报道，当天上传
社交媒体“推特”的一段视频中，
俄罗斯航天集团总裁德米特里·罗
戈津就美国宇航员是否真的登月这
一问题作答：“飞过去并核实他们
是否到过那里，是我们的目的之
一。”俄罗斯能源火箭太空公司 19
日发布俄罗斯登月和建设月球基地
计划，打算 2030 年以后实现登月。
苏联与美国上世纪陷入以军事
对峙为特征的“冷战”时期，美国
制定“阿波罗”登月计划，1969
年首次登上月球，美方宇航员先后
登月 6 次；而苏联登月计划以失败
告终。只是，一些“阴谋论”者认
定美国宇航员实际没有登上月球，
以造假手段欺骗世人。

印度南部发生一起客车
坠河事故

至少 25 人死亡

英国
“私家警察”
受欢迎
据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越来越多社区居民
开始雇“私家警察”维护社区治安，请他们护
送自己或孩子出入。这是因为英国削减公共开
支，社区警察数量大幅减少，抢劫等暴力犯罪
明显增加。
“ 我的本地警察”是一家提供“私家警
察”服务的企业。总经理、伦敦警察局刑侦处
退役侦探大卫·麦凯尔维告诉英国 《泰晤士
报》 记者，伦敦富人区贝尔格拉维亚发生过多
起持刀抢劫贵重手表的案件后，一些居民开始

雇这家企业的保安人员护送自己出入。
麦凯尔维说，居民们对因为紧缩公共开支
而减少社区巡逻警察感到“非常、非常恐
惧”。一些社区组织居民轮流在社区里巡逻，
维护治安。雇用的保安在社区里看到陌生人会
上前盘问，居民发现什么可疑迹象可以报告保
安。
“私家警察”的出现令居民们安心。
埃塞克斯郡奇格韦尔的一条街道曾发生多
起入室盗窃案，“我的本地警察”受聘提供保
安服务后再也没发生过盗窃。

11 月 24 日，在印度卡纳塔克
邦门迪亚地区，人们聚集在客车坠
河事故的遇难者遗体旁。
印度南部卡纳塔克邦门迪亚地
区 24 日发生一起客车坠河事故，
造成至少 25 人死亡。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