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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5 日，来自全
国各地的千余名太极
拳爱好者在海南三亚
表 演 太 极 拳 ，舒 展 身
心，强健体魄。

4月 14日，在西班牙中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村庄德列
韦斯，涂鸦比赛参加者正在创作。

德列韦斯14日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涂鸦比赛，旨在通过媒体
宣传唤起政府和公众对当地农村人口衰退问题的关注。据当地居民
介绍，上世纪70年代，村里有超过1200名居民，而现在常住人口只剩
390人，年轻人大多搬到城市，村里老龄化越来越严重。 据新华社

4月14日，在美国华盛顿白宫北侧，人们手持标语抗议对叙利亚进行军
事打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美东时间13日晚下令美军联合英国、法国对叙利亚军
事设施进行“精准打击”，以作为对日前叙东古塔地区发生“化学武器袭击”
的回应。

新华社南京4月15日电（记者 陈
席元）南京市近日推出“青年人才驿
站”，外地高校毕业生去南京找工作或
落户，可向青年公寓申请免费居住 3
到 5天。

据了解，除外地来宁大学生，本地
高校应届毕业生若有意向留在南京、
且在南京市内无固定住所，也可申请
免费入住。

目前第一阶段提供该服务的东南
青年汇同心店位于南京市江北新区，
服务对象也以求职江北新区企事业单

位、落户江北新区的大学毕业生为
主。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可通过微信公
众号或到现场提交申请。

店长董良琴介绍，店内共有 386套
人才公寓，已拿出一整个楼层的房源
供毕业生挑选，“公寓内家具家电齐
备，床品、被子都有，可以拎包入住。”

南京今年来聚焦“创新名城”建设
推出多项有力举措，包括吸引青年人
才集聚发展的“宁聚计划”，外地高校
应届毕业生来宁面试可享 1000元一次
性补贴，吸引大学生在宁就业创业。

据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记者
乌梦达 李放)北京市人社局近日公布
了《北京市引进非北京生源毕业生工
作管理办法》,明确采取指标数量的方
式控制引进毕业生总量,引进毕业生
原则上应具有研究生学历。办法规
定,毕业生作为创业企业主要创始人
可以申请落户。

办法规定,北京市采取指标数量
的方式控制引进毕业生总量。北京市
人社局按照市政府确定的总量规模，
结合全市重大规划落实、重大项目建
设、毕业生总体情况等，制定年度指标
分配方案。

办法规定，引进毕业生原则上应
具有研究生学历。引进当年博士研究
生一般不超过 35 周岁,硕士研究生一
般不超过 27周岁。教育、医疗卫生系

统引进硕士研究生一般不超过 30 周
岁。文化、体育系统和郊区用人单位
可适当引进本科毕业生。引进当年本
科毕业生一般不超过 24周岁，毕业院
校应为北京地区全日制普通高等学
校、京外地区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
流学科建设高校。

办法首次提出，在校或休学期间
创业的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可申请
办理引进。此外,考试录用公务员、
大学生村官 (选调生)、退役大学生士
兵、特岗计划乡村教师及按照北京
市特定政策和要求办理引进的毕业
生，实行计划单列，不占引进指标。
北京市高精尖产业用人单位、优秀
创新创业团队、市属高校和医疗卫
生机构引进的优秀博士研究生，也
不占引进指标。

据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记者
陈炜伟）国家统计局服务业司有关负
责人 14 日说，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
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服务业保持
较快发展，规模持续扩大，已成为我国
经济发展的主动力。

统计显示，2017年，我国服务业增
加值占 GDP 的比重为 51.6%，超过第
二产业 11.1 百分点，成为我国第一大
产业。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58.8%，比上年提高了 1.3个百分点，成
为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今年
1 至 2 月，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8%，比去年 12月份加快 0.1个百分点，
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快0.8个百
分点，服务业继续领跑国民经济增长。

服务业已成为税收的主要来源。
数据显示，2017年，服务业税收收入占
全部税收收入比重为 56.1%，比上年增
长9.9%，连续5年对税收收入贡献过半。

服务业已成为吸纳就业的主渠
道。2013年至 2016年，服务业就业人
员年均增长 5.1%，高出全国就业人员
年均增速 4.8个百分点。2017年，服务
业就业人员比重比上年提高 1.4 个百
分点，达到 44.9%，高于第二产业 16.8
个百分点。

服务业也是新增市场主体的主力
军。2017年，工商新登记注册的企业日
均达 1.66万家，其中近 80%为服务业。
2013年至2016年，服务业新登记注册企
业共计1283万家，年均增长31.5%。

国内聚焦

外地毕业大学生去南京找工作
可包住宿

北京引进外地生源毕业生原则上
要求研究生学历

服务业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主动力

□ 新华社记者 柳丝 杨臻

叙利亚当地时间 14 日凌晨，美国
等国对叙首都大马士革发起军事行
动。7 日发生的疑似“化学武器袭击”
事件真相未明，美国为何急着对叙利
亚动手？分析人士指出，美国之所以
主导发动此次袭击，有国内、国际多重
原因。

首先，叙利亚局势发展迫使美国
出牌。

叙利亚内战 7 年多来，巴沙尔政
府非但没有被美国支持的反政府武装
打垮，还逐步取得了战场主动权。美
国不愿看到巴沙尔政府扩大战果，稳
固政权，因而不得不出手。

不过，卡内基中东中心主任玛哈·
叶海亚说，美国等西方国家通过军事
手段推翻巴沙尔政府的时机早已过
去，美国去年的导弹袭击也毫无效
果。她说，相关各方广泛参与的外交
谈判才是唯一出路。

第二，美国外交鹰派得势。
化学武器是奥巴马政府划定的对

叙进行军事干预的“红线”。伊拉克、
阿富汗和利比亚战争的教训在前，奥
巴马坚持主张不让美国陷入叙利亚危
机。但这一对叙政策饱受国内共和党
鹰派诟病，这些人一直主张对叙动武。

特朗普上任以来，其外交和安全
团队经历多轮变动，候任国务卿蓬佩
奥外交立场强硬，而上任不久的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则是知名

“鹰派”人物。化学武器既是“红线”，
也是打击叙利亚的借口。咬住这一借
口，博尔顿已经展示其“战争鹰派”的
做派。

第三，实施排除异己的中东新战略。
特朗普政府的新版《美国国家安

全战略》报告描述了其中东政策的大
致方向，即“美国不希望中东被任何

敌视美国的势力所主导”。在美国眼
里，这里的敌视势力自然包括俄罗斯
与伊朗。

特朗普政府执政一年多来，在中
东采取了一系列动作，包括承认耶路
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启动使馆搬迁计
划，多次威胁退出伊核协议，加强同沙
特的同盟关系等等。此次叙利亚疑似

“化学武器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立
即同时将矛头指向俄罗斯和伊朗，指
责二者是叙利亚的背后靠山。

叶海亚分析，美国此举不仅是打
击叙利亚，同时也是打压伊朗，但她认
为，美国还不会直接对俄罗斯在叙利
亚的军事力量动手。

第四，转移国内政治压力。
目前，特朗普面临团队人员不整、

“通俄门”调查步步紧逼的困局。
在自身团队方面，特朗普上任一

年多来，核心团队接连换人，尤其是今
年 3月更换了国务卿和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随着博尔顿走马上任，团队继
续面临人事洗牌，国土安全与反恐助
理托马斯·博塞特、国家安全委员会助
理纳迪娅·谢德洛的辞职，让特朗普外
交安全核心团队再度减员。

在外部压力方面，针对特朗普的
调查仍在深入。特朗普私人律师迈克
尔·科恩的办公室、住所等 9日突然遭
到联邦调查局（FBI）的调查。特朗普
对此事的反应异常强烈。批准 FBI搜
查的是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通俄
门”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穆勒正是由罗
森斯坦任命。

目前美国中期选举临近，民主党
人在各州摩拳擦掌欲夺回失地。特朗
普在国内可谓是前有路障、后有追
兵。从这一局面看，一场迅速且简短
的海外军事行动是转移国内矛盾和焦
点的有效手段。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美国为什么急着对叙动手

新闻分析

改革开放让中国的空天更安全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空军向民众展现歼－10特技飞行目击记

□ 新华社记者 张玉清 黄书波 张汨汨

“一次成功的飞行表演，胜于打下
一架敌机。”——当年周恩来总理对空
军八一飞行表演队的殷切寄语，在表演
队 4 月 15 日即党的十九大后第一个全
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的开放训练中，显得
分外厚重。

春雨后的华北某军用机场，碧空如
洗，风轻云淡。11时许，伴随着震耳欲
聋的发动机轰鸣声，6 架红、白、蓝 3 色
涂装的空军歼－10表演机滑出停机坪，
依次滑向起飞线。

“目前，世界上只有 3 个国家使用
三代机进行飞行表演”。八一飞行表演
队飞行指挥员、原队长曹振说，“用我国
自主研发的第三代战机进行飞行表演，
得益于改革开放后国家综合实力的全
面提升。”

始建于 1962 年的空军八一飞行表
演队，先后换装了歼－5、歼－6、歼教－
5、歼－7EB、歼－7GB 和歼－10 共 6 型
表演飞机。“除了歼－5、歼－6外，其余
4型表演机都是在改革开放后换装的。”
曹振说，表演机型的更新换代，尤其是 8
年前换装的歼－10，见证了中国航空工
业的长足进步，表明中国空军的现役装
备跻身世界先进水平。

“起飞！”11时 16分，在现场观众翘
首以盼中，6架歼－10表演机按照 3机、
2机和单机顺序腾空而起，犹如离弦之
箭，直刺苍穹。

蓝天舞者，劲舞蓝天。表演机升空

后快速编队，旋即用让人眼花缭乱的动
作冲击着观众的视觉，震撼着观众的心
灵：单机大仰角上升、双机对头、四机向
上开花、五机水平开花……充分展示了
力量之美、速度之美、惊险之美。

双机剪刀机动分开，是世界飞行表
演舞台最为惊险的动作之一。两机相
遇 时 ，相 对 速 度 高 达 每 小 时 1500 公
里。随着解说员“400 米、200 米、100
米、50米”的惊呼，现场观众的心仿佛都
要跳出嗓子眼。直到肉眼看到两机几
乎相撞时突然交错向上分开，观众悬着
的心久久才落下来。

六机密集三角队俯冲，被航空表演
界称为“魔鬼编队”动作。飞机之间的
间隔和高度差仅 1 米，距离为负 2 米。
当浑然一体的表演编队完成飞机俯冲、
转弯等一连串动作后，许多观众都忘记
了按下手中的相机快门。

尽管对飞行表演的精彩早有预期，
但置身表演现场，每一名观众都觉得眼
睛不够用了，按快门的手慢了……飞行
员高超的飞行驾驶技术和歼－10 飞机
良好的操纵性能，给每一名观众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来自北京的现场观众温红彦，不时
用手机拍下空军战机与社会公众“同
框”、与祖国蓝天“同框”的震撼图景，她
说，“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里，实地目
睹八一飞行表演队刀尖上的空中芭蕾，
既震撼又振奋，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国家
安全自信、强国兴军自信。”

多次报道过八一飞行表演队的媒

体记者王晓玉说，“每次看到八一飞行
表演队的表演，我都充满了安全感。
有强大的人民空军，我们不惧怕任何
敌人。”

相比现场观众的自信，在国外观看
八一飞行表演队的华人华侨更多了一
份自豪。从 2013年首次走出国门参加
莫斯科国际航展开始，近年来八一飞行
表演队先后参加了 2015年兰卡威国际
海空展、中泰空军“鹰击－2015”联合训
练闭幕式飞行表演和 2017 年迪拜航
展，并在迪拜航展的返程途中赴巴基斯
坦进行了飞行表演。

“每次走出国门，表演队都受到了
当地华人华侨的热烈欢迎。华人华侨
在为祖国强大而自豪和感动的同时，也
在感动着我们。”八一飞行表演队政委
刘俊义说。

他回忆，2017 年迪拜航展期间，供
职于迪拜一家餐饮公司的张俊岭，见到
飞行员就邀请合影。这位 25岁的小伙
子说：“中国空军的每一场表演我和同
事们都观看，许多外国同事都向我竖起
大拇指，称赞中国空军厉害。出国两年
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为作为中国
人自豪。”

刘俊义说，飞行表演队是强国兴军
的窗口、改革开放的窗口、军事交流的
窗口，为世界看中国、民众看军队，提供
一个重要平台。通过出国参加航展，迎
宾飞行表演，与外军同行同台竞技、互
学互鉴，帮助他们树立了全球视野、世
界眼光，让他们明白了什么是世界一

流、怎样超越世界一流。
改革开放带来了国家的强盛，也让

飞行表演队日益频繁走向世界舞台；人
民群众的自信和自豪，是对国家强盛的
最好认可，也是对飞行表演队的最大鞭
策。成立 56年来，表演队先后 3次参加
国庆首都阅兵，7次参加珠海国际航展，
为 168个国家（地区）的 723个代表团进
行了 600余场飞行表演。

感恩人民、回报人民。这些年，八
一飞行表演队在吉林长春、山东潍坊、
河北唐山和陕西临潼等地巡演，用“蓝
天仪仗队”独特的空中礼仪，表达不忘
人民哺育之恩的空军情怀。

25分钟表演，精彩纷呈；22个高难
度动作，酣畅淋漓。

当最后一架歼－10徐徐降落后，当
解说员报告飞行表演结束后，现场观众
的目光仍然流连在天空。

在机场，静态展示的歼－10同样引
人注目。女飞行员陶佳莉说，改革开
放、强国兴军，成就了中国首批歼击机
女飞行员。我们既要当好优秀的表演
员，更要成为出色的战斗员，守卫空天、
保卫和平。

走下歼－10、走近观众的八一飞
行表演队队长曹振忠颇有感慨：改革
开放强大了人民军队，人民军队更有
能力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安宁。新时
代，八一飞行表演队将努力建成世界
一流的飞行表演队，放眼世界、追求卓
越、传递和平。

新华社天津4月15日电

新华社华盛顿4月 14日电（记者
周舟）一个瑞士科研团队最新报告说，
他们研制出一种个性化卵巢癌疫苗，临
床显示可有效激活患者自身免疫反应，
延长卵巢癌患者寿命。

卵巢癌由于难以发现，70％到 75％
的患者在确诊时已属晚期并扩散，故有

“沉默杀手”之称。美国癌症学会的统
计数据显示，85％左右的卵巢癌患者在
手术及化疗后会复发，并对化疗产生耐
药性。

先前研究发现，少数患者的免疫系
统能够对卵巢癌产生水平较高的免疫

反应，生存率也较高。瑞士路德维希癌
症研究所洛桑中心研究人员在最新一
期美国《科学·转化医学》上发表报告
说，他们利用这种现象，用患者的肿瘤
细胞和自身免疫细胞培养成的树突状
细胞制成了一种卵巢癌疫苗，激发患者
体内的免疫反应。

在人体免疫系统中，树突状细胞好
像机警的哨兵，在发现病毒或危险毒素
后，在其表面展示“入侵者信息”，并游
走至淋巴结，将信息传递给淋巴结中的
免疫T细胞，让T细胞对“入侵者”发起
攻击。

在临床试验中，研究人员为 25 名
晚期复发性卵巢癌患者制成了“个性
化定制”的卵巢癌疫苗，这些患者的 5
年预期生存率仅为 17％。患者在淋
巴结处被注射疫苗，淋巴结是树突状
细胞与免疫 T 细胞“接头”的重要场
所。一些患者仅接受了疫苗，另一些
患者则接受疫苗与一种化疗药物结
合治疗。

结果显示，25位患者体内针对卵巢
癌细胞的T细胞大量增加，数量达到足
以杀死肿瘤细胞的水平；患者总共接受
了 16 次疫苗注射，没有人出现不良反

应。与仅接受化疗药物患者 44％的两
年生存率相比，在同时接受疫苗注射和
化疗药物的患者中，两年生存率达到
78％。

此外，有一位患者在仅接受疫苗注
射 5 年后癌症都未复发。在参加这一
临床试验前，她的卵巢癌在化疗后已复
发两次。

研 究 负 责 人 拉 娜·坎 达 拉 夫 特
表 示 ，此 次 研 究 展 示 出 这 种 卵 巢 癌
疫苗的应用前景，但还是初步成果，
研究人员下一步计划扩大临床试验
范围。

“个性化定制”疫苗有效治疗晚期卵巢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