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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立
即
行
动
﹄
成
为
本
次
大
会
的
主
题

新华社墨西哥城
!

月
"

日电 为期
#

天的第十七届世界艾滋病大会
"

日在
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开幕，这是世界艾滋病大会首次在拉美国家举行。

在当天的开幕式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富有的捐赠国切实履行承诺，以
便到

$%&%

年，使所有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都能获得抗艾滋病病毒药物。
潘基文警告说，人类抗击艾滋病已经快

'%

个年头了，但仍面临防治资源匮
乏的窘境。抗击艾滋病需要长期且持续的资金投入，对于一些受艾滋病打击最严
重的国家，捐赠国应提供大部分艾滋病防控所需资金。

自
&(!&

年发现首例艾滋病病例以来，世界上已有
$)%%

多万人死于这种疾
病。目前全球共有

''%%

多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其中
(%*

生活在贫困国家，只
有约

'%%

多万人能够消费得起昂贵的抗逆转录药物。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执行主任彼得·皮奥特也指出，抗击艾滋病的斗争异常

艰巨，目前全球每天新增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数量是开始服用抗逆转录药物者
数量的

'

倍。
在开幕式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

岁的洪都拉斯女孩卡伦·达纳韦代表全
世界

''%%

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发表了感人的讲话。
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全球立即行动”，预计将有

$+$

万名各界人士与会。世界
艾滋病大会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有关艾滋病问题的会议，由国际艾滋病学会
组织召开。

&(!,

年，首届世界艾滋病大会在美国亚特兰大召开。起初大会每年举
行一次，从

&((-

年起改为每两年举行一次。

中东航空业势头强劲
本报驻埃及记者 黄培昭

受石油价格高涨和运营成本提高等因素的影

响，世界航空业目前普遍不景气，但中东地区航空

业的发展却成为新的亮点，颇为引人注目。

燃油不缺———

油价攀升不影响中东航空业

!

月
"#

日，一场盛大的客机移交仪式在德
国汉堡附近的芬肯韦德举行。在空中客车公司
员工的掌声中，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托马斯·
恩德斯向阿联酋航空公司移交了其订购的

$#

架
%&#'

客机中的首架客机。阿联酋航空公司成了
空中客车公司的最大买家。签字仪式上，阿联酋
航空公司还宣布，他们将继续订购

('

架空中客
车的飞机，分别为

&'

架宽座
%&&'

和
&'

架
%&$'

，总价值为
)**

亿美元。
业内专家认为，世界航空业萧条的主要原

因是国际油价攀升和燃料成本上涨，而中东地
区盛产石油，尤其是海湾国家，却不存在这一
问题。因此，其航空业能保持持续增长。同时，
运营有方、不断开发新的服务项目等，也是中
东航空“风景这边独好”的成功之道。如阿联酋
航空公司最近开发了可以让

%*#+

客机头等舱
乘客在万米高空上享受淋浴的服务，可谓别出
心裁。

在飞机移交仪式之前，托马斯·恩德斯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阿联酋的经济没有出现危机的任
何迹象，阿联酋航空公司也保持着“令人鼓舞的强
势增长，而且业务还在进一步扩大”。

规模巨大———

航空业重心逐步向中东转移

除阿联酋外，中东其它国家的航空业也形势
喜人，中东航空业年均增速超过全球平均水平。阿
拉伯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阿德尔·阿里不久前说，
由于资金大量注入和旅游业的拉动，中东地区航
空业以每年

,'-

的速度增长，比世界平均水平要
高出一倍。阿德尔强调，中东经济形势良好，航空
运输业也得以蓬勃发展，从海湾地区到地中海东
岸，航空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需求，上座率一直
保持在

#+-

以上。他介绍说，中东地区出现了很多
新的航空公司，截至

.''!

年底，机队总规模达到
(''

架，已具备飞往世界任何一个城市的能力。
今年

!

月下旬，在伦敦法恩伯勒举行的国际
航展上，以海湾国家为代表的中东国家竞相购买
飞机，正式合同订购和意向购买的飞机总价值超
过

$''

亿美元，成为航展的最大买家。当时有评论
认为，世界航空业的重心正从欧美移至中东。

美国《纽约时报》
!

月
./

日撰文说，新一代空
中客车飞机的技术性能足以保证海湾国家航空公
司占有全球

#'-

最具有吸引力的市场，如中国和

印度等。阿联酋航空公司总裁克拉克也认为：“从
我们的订购规模就可以看出，中东地区正日益成
为全球航空交通的新枢纽。”

潜力可挖———

配套服务使航空业良性发展

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统计，过去
&

年，中
东地区的航空公司已经耗资

,0''

亿美元，订购了
!''

架飞机。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今年
!

月也订购
了

,''

架飞机。
同时，不少中东国家还加紧进行机场基础设

施建设，未来
,'

年内将有
$0'

亿美元用于扩建机
场设施。仅阿联酋的阿布扎比，航空部门就在去年
宣布拿出

!'

亿美元，用于阿布扎比机场的维修和
扩建。

良好的收益，加上不断投资扩建和新购飞机
等，使中东航空业处于良性循环之中，进一步提
升了这一地区不少国家航空业的运营能力、综合
实力、竞争力和服务水平。中东航空业的扩张可
能会让人觉得，中东航空公司运力会过剩，但迄
今中东地区航空公司的运力始终与需求相匹配。
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统计，中东地区乘客量今年
前

$

个月增加了
,,-

，与其运力增加
,,1)-

一
致。

（本报开罗
#

月
&

日电）

全球艾滋病现状

自
&(!&

年美国研究人员发现

世界首例艾滋病病例后，艾滋病在

全球范围内迅速蔓延，逐渐成为全

球关注的重要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

热点问题。不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

署今年
.

月
$(

日发表的《
$%%!

年全

球艾滋病疫情报告》指出，全球艾滋

病防治在
$%%.

年首次取得了“重要

进展”，艾滋病病毒新感染人数和死

亡人数都有所下降。报告显示，
$%%.

年新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为
$)%

万

人，低于
&((!

年的
'$%

万人；
$%%.

年

约有
$%%

万人死于艾滋病，比
$%%&

年少
$%

万人。但据联合国艾滋病规

划署统计，目前全球共有
''$%

万名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其中
$$)%

万名

感染者分布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众

多非洲国家；亚洲有近
)%%

万名感

染者；东欧和中亚地区约
&)%

万名；

拉美地区约
&.%

万名；北美、西欧和

中东欧地区约
$%%

万名，其中美国

约
&$%

万名。 （据新华社电）

快餐立法的背后
廖先旺

有消息说，美国近年来开

展的反肥胖运动促使洛杉矶市

议会立法，禁止在该市
#+

平方

公里范围内（主要是穷人区）开

设新的快餐店，目的是让
2'

万

穷人不再老吃快餐。

报道称，这项立法的宗旨

是改善营养，包括禁止在学校

销售汽水。甚至有人提出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食

品，将食品的销售与酒精饮料和香烟一样对待。

据悉，洛杉矶市长目前尚未签署这一法案，

但它已获得当地议会的一致通过。不过，该法案

不涉及已经存在的快餐店，且有一年的试行期。

法案的倡导者目前正设法使它成为一个永久性

法令。有人估计，这一动向表明，美国正开始一场

关于食品的地域新法规运动，它可能像当年的禁

烟法一样，一个城镇一个城镇，一个团体一个团

体地推进，其核心就是要扩大一个理念：快餐像

烟酒一样对人体有害。

支持这一运动的人认为，禁止快餐是反对肥

胖症的有效措施。美国已经有城镇以经济和环境

的名义规范城市的餐馆经营，但洛杉矶是第一个

以健康的名义立法限制快餐店的。倡议立法的人

宣称，限制快餐目的是鼓励多开营养餐厅，多开

营养多样化餐厅、杂货店，以便让消费者的饮食

有更多的选择。

至于为何要在穷人区禁止快餐厅，一名投票

的议员解释说：“高度集中的快餐店和营养缺失，

令这些街区的群体在摄取新鲜和多样食品方面

处于不利地位。”有人甚至将此与“种族隔离”相

比，称其为“食品隔离”。

几年前，世界卫生组织曾

对人类健康提出过许多警告，

其中关于人类现代病中的糖尿

病和肥胖症的主要原因就是：

放弃了老祖宗的粗茶淡饭，吃

了太多的、加入许多糖和添加

剂的工业化批量生产的精细化

食品，包括快餐。

这些做法让人听来，真是有点“刚吃上肉，

别人却改吃菜了；刚坐上车，别人却改走路了”

的感觉，联想到法国立法禁止体重过轻的模特

走台，日本立法限制国民腰围，洛杉矶市的此

项立法无疑又向前迈出一步。这似乎昭示着某

种新的消费时尚和新的社会管理进程，不妨拭

目以待。

大

蒜

有

助

降

血

压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研究人员最
新研究发现，食用大蒜对人们降低血压有
帮助，而且其效果不亚于一些降压药物。

研究结果显示，服用“蒜素”营养补充
剂的高血压患者的高压平均降低了

!+-

毫
米汞柱，低压平均降低了

.+'

毫米汞柱。而
且血压越高的患者，在服用该营养补充剂
后，其血压降低的幅度越大。

研究人员解释说，试验中每日摄入的
营养补充剂的蒜素含量为

'+/

至
)+-

毫克，
而一瓣新鲜大蒜中含有

)

至
(

毫克蒜素。
该研究负责人卡林·里德博士指出，从

试验来看，大蒜的降压效果甚至不亚于一
些常规降压药。但蒜素是否能长期起到良
好降压效果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据新华社电）

世
界
最
短
小
的
蛇
不
足
十
厘
米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生物学家
日前报告，他们在加勒比海巴巴多斯岛
发现一种身长不足

&%

厘米，粗细犹如意
大利面条的蛇。他们认为，这是目前人类
已知的最短小的蛇。

据美国媒体
'

日报道，宾夕法尼亚
州立大学生物学家布莱尔·赫奇斯等人
是

$%%/

年在巴巴多斯岛上的一块岩石
下发现两条这种蛇的。赫奇斯说，这种蛇
没有毒，身体像意大利面条一样细，比已
知约

'&%%

种蛇中的任何一种都小。它体
表呈暗棕色，有黄色条纹，以白蚁及其幼
虫为食，其他习性几乎不为人知。通过分
析其基因、体表颜色及花纹，生物学家判
断它是新发现的蛇类物种。

动物最大或最小的物种通常在海岛
上被发现，那里的物种彼此缺乏竞争。赫
奇斯等人此前分别在多米尼加和古巴发
现过世界上最小的蜥蜴和最小的青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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