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期“天宫”出差会变胖？
聂海胜：失重体液重新分布

江苏一娱乐场所私自营业
实际经营人被行政拘留

中国空间站“天宫课堂”第二
讲将于23日开课，神舟十三号航
天员乘组日前向地面发来观看授
课直播的视频邀请。透过视频，人
们发现航天员“变胖”了，是因为

“太空伙食”太好了吗？神舟十二
号乘组航天员聂海胜近日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详解个中缘由。聂海
胜介绍说，在太空中变得“浮肿”
其实是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应。失
重以后，体液需要重新分布，而且
往头部分布得更多一些，所以航
天员看上去会显得比较胖。中新

江苏仪征市公安局20日通
报，仪征市十二圩天娱练歌中心
在疫情防控期间私自营业，当地
警方已在19日依法对该中心实际
经营人陈某虎(男，42岁，安徽萧
具人)违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规
定作出行政拘留处罚。 中新

南北两极地区
现极端高温天气

多名气象学家近日观测到南
北两极地区均出现极端高温天
气，部分地区气温超出往年同期
平均水平三四十摄氏度。据法新
社报道，法国气象局气象学家艾
蒂安·卡皮基安在社交媒体说，法
国、意大利合建的康科迪亚南极
考察站 1 8日测得气温为零下
11 . 5摄氏度，创历史最高纪录。
这一数字较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
约40摄氏度。 新华

吉林省长春市91个地区
调整为中风险地区

长春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日
发布通告称，根据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关于科学划分、精准防控
等工作要求，长春市自3月20日12
时起，将长春市南关区明珠街道
卫星商城等91个地区调整为中风
险地区。 新华

警方侦破上海首例
利用虚拟货币传销案

近日，上海警方对外通报，经
过6个月缜密侦查，成功侦破上海
首例利用虚拟货币实施网络传销
犯罪的案件，共抓获犯罪嫌疑人
十余名，涉案金额1亿余元。警方
表示，传销组织内部参与传销活
动人员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3级
以上的，就要对组织者、领导者追
究刑事责任。 新华

北京警方查处涉疫
违法犯罪人员129人

协助来自中高风险地区车辆
驾驶员逃避防疫检查进京并从中
牟利，冒用他人健康码、行程码等方
式逃避检查……北京市公安局副
局长潘绪宏20日表示，3月7日以来，
北京警方共依法查处相关违法犯
罪人员129人，其中查获绕行小道、
翻越围栏的41人，车内躲藏的17人，
使用伪造、冒用核酸检测报告、行程
卡的16人，非法提供代驾服务的15
人，其他违法犯罪行为40人。 中新

沈阳一批猛禽
被放飞自然

春分时节，和风渐起，沈阳猛禽
救助中心主任王唯彦与护鸟志愿者
来到沈阳市浑南区白塔河路，将被
收养救治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
白鹳、秃鹫，以及疣鼻天鹅、苍鹰、游
隼、黑尾蜡嘴雀等鸟类一一放飞，让
它们重返大自然的怀抱。 新华

美国12岁女学生
遭警察“跪颈”

美国一名12岁女中学生与人
发生争斗，遭一名兼职做保安的警
察用膝盖压住颈部按在地上，引发
家长和民众指责。威斯康星州基诺
沙市教育部门18日发布的监控录
像显示，这名女学生在林肯中学的
餐厅与另外一名穿深色衣服的女
生发生争执并动手。学校保安肖
恩·居乔上前劝阻时，用手按住女
学生，随即用膝盖压住对方颈部，
反剪她的双臂并铐上手铐。女学生
遭“跪颈”大约半分钟。 新华

伊朗拟提高原油
和凝析油产量及出口量

伊朗石油部长贾瓦德·奥吉
19日说，伊朗拟按照年度预算将
原油和凝析油出口量提升至最高
每日140万桶，同时拟提高原油和
凝析油产能。他告诉伊朗国家电
视台，伊朗议会决定将最高日出
口量从120万桶增加至140万桶，
伊朗石油部“将尽其所能实现这
一预算中设定的水平”。 新华

东电将试验用福岛核污水
养比目鱼和鲍鱼等

据日本共同社20日报道，作
为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水排放入
海的安全性确认和舆论对策，日
本东京电力公司预计将从9月前
后起，试验用核污水饲养比目鱼
和鲍鱼等，并比较在海水和核污
水中鱼贝类的成长情况，调查其
体内的氚活度等。 中新

参加北约军演的
美国军机在挪威坠毁

据法新社报道，挪威军方当
地时间19日称，一架参加北约军
演的美国军机在挪威北部坠毁，
机上4人全部遇难。据报道，挪威
军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警察于
19日凌晨1时30分许抵达事发地，
随后确认机上4人全部遇难。警方
称，这4人都是美国国籍。 中新

比利时一汽车冲入人群
造成至少6人死亡

据比利时中部城市拉卢维耶
尔市政府发布的公报，该市20日
发生汽车冲入参加狂欢活动人群
事件，造成至少6人死亡，10人重
伤，27人轻伤。据介绍，事发时当
地正在举行狂欢节活动。 新华

深圳全市今起有序恢复
社会生产生活秩序

深圳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
情防控指挥部20日发布通告，21
日起，深圳全市党政机关、企事业
单位、生产经营单位等恢复正常
工作秩序和生产经营，公交、地铁
全面恢复运行，确保产业链供应
链安全稳定，确保群众正常生产
生活平稳有序。 新华

3月19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以
南的塞加拉地区，工作人员展示出
土陶罐。埃及旅游和文物部19日在
首都开罗以南约30公里的塞加拉
古墓群发掘现场宣布，埃及考古队
在此地新发现5座距今4000余年的
墓葬，保存情况良好。 新华

埃及塞加拉新发现5座
距今4000余年的墓葬

我国开建首个
地铁北斗定位系统

20日，我国首个地铁北斗定
位系统在北京地铁首都机场线
开工建设，这是我国目前规模最
大的室内空间导航定位系统，预
计在今年内建成。据了解，地铁
北斗定位系统将使地铁站地下
空间的定位精度提高到优于2
米，不仅可用于车辆调度、客运
组织、应急处置等方面，同时乘
客能够使用手机地图，通过三维
立体导航实现地铁站内复杂空
间的导航定位。 新华

涉疫烤鸭店477人未登记
经营者被警方立案侦查

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潘绪宏
表示，3月10日，新冠确诊病例王
某某与家人在东城榆乐轩烤鸭店
就餐，未扫码登记，后该餐厅4名
员工确诊感染。疾控部门开展流
调溯源过程中发现，榆乐轩烤鸭
店未落实健康宝扫码登记、体温
检测等防疫措施，10日至15日期
间830名到店人员中，477人未扫
码登记。经营人于某、岳某因涉嫌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已被警方立
案侦查。 中新

拿手榴弹模型抢银行
俄罗斯一男子被捕

当地时间3月19日，俄罗斯国
民卫队在莫斯科抓捕了一名试图
抢劫银行的男子。国民卫队发布
的视频显示，该男子拿着一个类
似手榴弹的东西来到莫斯科某银
行，要求给他100万卢布，否则就
引爆该装置。俄罗斯国民卫队人
员赶到现场后，确认劫匪所持的
不是真正的手榴弹而是模型后将
其制服。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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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奥密克戎变异株
疫苗研发取得积极进展

19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
组长、国家卫健委科技发展中心
主任郑忠伟表示，新冠疫苗全程
接种能够有效降低奥密克戎变异
株引发的住院、重症和死亡风险。
到目前为止，我国针对奥密克戎
变异株单价及多价疫苗研发已取
得积极进展，进展较快的已完成
临床前研究，正在向国家药监部
门滚动提交有关临床试验的申报
材料。 中新

北京建议进(返)京人员
抵京后尽快进行抗原自测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
任李昂20日表示，对于进(返)京人
员，建议进(返)京后尽快进行抗原
自测，并按要求于72小时内完成
核酸检测。对于近期有购买“四
类”药品、出现发热等11类症状到
基层医疗机构就诊人员，建议在
72小时内进行抗原自测。 中新

巴基斯坦北部城市
一军用弹药库发生火灾

巴基斯坦三军公共关系部
20日发表声明称，巴基斯坦北部
城市锡亚尔科特驻军附近的弹
药库意外发生火灾。军方已经及
时控制了现场，未造成人员伤
亡，大火已被扑灭。 央视

我国首个专业货运机场
顺利完成试飞

随着顺丰航空波音757-200
全货机19日晚平稳降落在鄂州花
湖机场的西跑道上，鄂州花湖机
场试飞任务顺利完成，这是我国
首次以全货机机型完成新机场的
试飞工作。鄂州花湖机场是亚洲
第一个、世界第四个专业货运枢
纽机场，按照满足2025年旅客吞
吐量10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245
万吨的要求设计。 新华

邯郸发生一起交通事故
已致4人死亡

3月20日16时40分左右，河北
邯郸市人民路与滏河大街交叉口
西南侧发生一起交通肇事事故，
一辆白色福特牌小轿车在非机动
车道内撞上多辆非机动车，现场
14人受伤，目前4人经抢救无效死
亡，肇事司机当场被控制。事故原
因正在调查中。 央视

“客舱仓鼠乱窜”
系旅客私自带上机

海南航空18日晚间回应“客
舱仓鼠乱窜”称，经查，此次事件
中仓鼠系旅客私自携带上机，已
经上报并配合相关部门开展调
查。目前飞机已根据防疫要求完
成全面消杀。此前，有媒体报道
称，网曝海南航空一航班机舱内
居然出现仓鼠乱窜。 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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