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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巴西狂欢节期间的周六，在
距离里约热内卢市300公里的历史古城
帕拉蒂，能够看到一群浑身上下涂满
黑色泥浆的人，在狂欢节的乐曲声中
浩浩荡荡从附近的海滩向市中心进
发，这就是与西班牙奔牛节、番茄大
战齐名的巴西泥浆狂欢节。

从周六上午开始，就有参与者陆
续来到离市中心 2 公里的雅巴夸拉海
滩，跳入海中，将全身涂满黑泥。下
午3时人群开始集中在一起，整个方阵
全是乌黑的人，仅头上用树叶、海藻
等作为装饰，下午5时起往市中心地区
唱着跳着行进，最后在帕拉蒂的另一
个海滩把自己冲洗干净。

泥浆狂欢节已经有 32 年历史。创
始人内伊·帕拉蒂告诉新华社记者，这
个节日的形成完全是一个意外。“在我
十几岁的时候，我和同伴在附近海滩
的红树林里捉螃蟹，因为有很多蚊
虫，我们就将泥浆涂在身上，用海里
的淤泥防蚊应该是以前附近印第安人
的土方。由于正好是狂欢节期间，我
们捉完螃蟹就往市中心走去凑热闹，
谁知道大家以为我们身上的泥是狂欢
节的妆容，就有人跟着我们一起走。”

第二年，内伊干脆就组织了一个
方阵，与十几个朋友一起涂了泥浆参
加狂欢节。这一做法到现在已经 32 年
了，每年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最多
时达到 4000 人，后来市政府也对这个
方阵进行支持和宣传，成为帕拉蒂狂
欢节的名片之一。

泥浆狂欢节的成功首先得益于涂
了黑泥后的形象。在巴西，狂欢节在发源地欧洲的传统
上添加了很多当地印第安人的元素，不少地方制作形象
骇人的玩偶来赶走传说中的“恶灵”，而浑身黑泥的人群
被认为能够吓跑“恶灵”。

此外，黑泥有一定的药用功效。据说已经证实这种
淤泥富含碘和硫，而且只在红树林海滩才有这种黑色的
淤泥。

参与狂欢的人都表示涂泥浆后身上有非常凉爽的感
觉，来自里约市的亚历山德拉今年已经是第5年来到帕拉
蒂，她说：“我不知道是否有科学依据，但我5年前就是
因为来这里玩泥浆，困扰我好多年的皮肤病神奇地好
了，所以我后来每年都来参加。”正因为如此，泥浆狂欢
节的参与者除了当地人、附近小商贩外，还有很多教
师、医生，泥浆狂欢节的现象在圣保罗大学被作为社会
项目来研究，很多参与者帮助组织者利用狂欢节的机会宣
传保护红树林、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土著人文化遗产等。

帕拉蒂市文化局副局长若泽·塞尔吉奥·巴罗斯说：
“帕拉蒂是一个历史古城，我们在保留历史遗迹的同时，
鼓励多元文化并存。泥浆狂欢节最初是几个朋友间的游
戏，但现在却是巴西，也可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活
动，所以我们愿意为他们宣传。况且他们在娱乐的同时
也呼吁保护面积正在缩小的红树林，也为我们城市的发
展作出了贡献。”

“乌嘎乌嘎，啦啦！让我们保护红树林！乌嘎乌嘎，
啦啦！让我们保护环境！”今年的泥浆方阵又出发了。

（据新华社电）

题图：2 月 10 日，在巴西圣保罗，桑巴舞校的演员
参加狂欢节游行。当地时间9日晚9时，伴随着里约热内
卢甲级组舞校的第一支队伍走进桑巴大道，巴西全国各
地的狂欢节庆祝活动全面展开。在接下来的近一周时间
里，巴西全国将沉浸在载歌载舞的狂欢中。

新华社/法新

11 日，为期 6 天的新加坡航展落幕。
展览期间，来自中国的无人机企业备受
瞩目。

无人机成航展亮点

2月 6日开幕的 2018年新加坡航展吸
引来自全球约 50 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家
参展企业，其中包括空中客车、波音、
等全球百强航空企业中的65家。

本届航展上，无人机成为亮点。前
来参加航展的中国航空学会理事张维表
示，本届新加坡航展的总体规模、参展
的军用和民用飞机数量都比往届航展有
所缩减，但军用和民用的无人机系统在
航展中所占的比重更大。

事实上，本次航展上美军展示的装
备 中 除 了 F － 35B 战 斗 机 之 外 ， 还 有
RQ－4“全球鹰”无人机。空中客车、
以色列航空工业公司等国际知名航空企
业也纷纷对各自的无人机产品做了展示。

中国企业备受瞩目

中国企业的参与为新加坡航展上的
“无人机热”再添一把火。早在上个月，航
展主办方在记者招待会上，就将两家首次
参展的中国无人机企业隆重推介给媒体。

珠海佰家科技有限公司在航展上展
示的蜘蛛103无人机不时吸引着观众们在
展台前驻足咨询。据公司总裁贺晓军介
绍，蜘蛛103无人机在飞行控制等方面处
于世界领先地位，在航展上受到了很大
关注，新加坡等多个东盟国家的官员专
门到展台参观咨询，并且有两家客户提
出了采购意向。

此外，中国朗星无人机系统有限公
司在新加坡航展中展出了 AT200 大型货
运无人机的模型和相关解决方案。

公司副总经理刘伏虎说，中国大型
民用无人机发展突飞猛进，目前领先全
世界半个身位，尤其是产品的应用场景
广泛，目前在海岸线巡查、航测、电力
线和石油管线的巡检等场景都有应用。
此次航展朗星公司专门展示了为东南亚
多海岛国家设计的货运无人机解决方
案，该方案使用的无人机对起降条件要
求很低，非常适合为海岛居民的日常快
递需要提供服务。

除了民企以外，中航技进出口有限
责任公司也在本届航展上对翼龙－1与翼
龙－2无人机进行了静态展示。

“反无人机”方案亮相

有矛也有盾。距离无人机企业的展

台不远，来自中国的“反无人机”企业
的展台也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目光。作为
一家雷达视频监测融合系统解决方案提
供商，成都智航天启科技有限公司在新
加坡航展上展示了面向警用、安防领域
客户的反无人机应用。

公司首席执行官张昕介绍说，该公
司的反无人机应用能够对500米高度以下
的近空低、小、慢目标进行反制，通过

压制无人机的控制信号和 GPS 信号，迫
使无人机降落或返航。

他表示，智航天启公司是首次参加
新加坡航展，目标主要是增加曝光度，
进行品牌宣传。但是由于该公司的反无
人机系统性价比突出，在几个交易日
里，很多来咨询交流的潜在客户听到报
价后都表现出很大兴趣，已有一些来自
马来西亚、缅甸、越南和泰国的潜在客
户提出了采购意向。

张昕说，就像矛和盾，无人机的应
用越多，反制系统的需求也就越大。未
来，反无人机系统将在近空领域为人们
提供安全保障。

（据新华社电）

火药味渐浓

近来，中东颇不太平。
以色列国防部 10 日证实，以军一

架 F-16 战斗机当天遭叙利亚防空火力
击落，在以北部边境地区坠毁，2名飞
行员逃生。以色列 《国土报》 评论称，
号称是不可战胜的以色列空军战机被击
落，这打击了以色列的民族自豪感。

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以色
列国防军随后空袭了叙境内 12处目标，
包括 3 个叙利亚防空设施以及 4 个被认
为是“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设施”，这被
视为以军对叙击落F-16战斗机的报复。

以叙边境的紧张局势自去年 12 月
不断升级。2017年 12月 2日和 4日，以
色列两次向大马士革市郊发射导弹。今
年 1 月 9 日，以色列对叙境内多处目标
发射导弹。叙防空系统对这些导弹均进
行了拦截。

“伊斯兰国”势力目前已经基本被

剿灭，然而，中东却并未因此平静下
来。美国领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
联盟 1 月宣布，将与“叙利亚民主军”
共同组建一支 3 万人的“边境安全部
队”，目前该计划已经启动。此举招致
土耳其、叙利亚、俄罗斯和伊朗等国强
烈反对。土耳其随即在叙利亚北部阿夫
林地区展开军事行动。另一方面，2017
年 12 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从叙利亚
撤出俄军的半个月后，普京又签署法律，
批准俄叙两国扩建塔尔图斯海军基地的
协议，并在塔尔图斯和赫迈米姆空军基
地组建常驻部队。有评论认为，塔尔图斯
港是俄罗斯打入地中海的“楔子”。

博弈在继续

此次以叙冲突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
注。法新社称，这是 2011 年叙利亚内
战爆发以来以色列与伊朗之间最严重的
对抗，也是以色列首次公开承认其攻击
叙利亚境内的伊朗军事目标。

“以色列通过这次空袭再次向周边
国家和世界大国表明，以色列不会坐视
各方势力瓜分叙利亚利益、培植反以势
力。”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
魏亮博士认为，从此次以色列空袭叙境
内目标可以看出，以方长期密切跟踪、
侦察叙国内局势发展以及伊朗、黎巴嫩
真主党在叙势力分布。

分析人士认为，以色列近来加大了
对叙利亚的空袭力度，目的是遏制伊朗
在叙境内修建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设施。
俄新网引用俄社会学家阿萨福夫的话表
示，以色列希望阻止伊朗扩大在叙利亚
影响力，因此一直找各种借口对叙利亚
境内的伊朗目标实施打击。

叙利亚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有中东
媒体评论称，以前叙利亚军事目标常遭
到以色列空袭。对此，叙多采取忍气吞
声的态度。近来，在叙内战中取得重要
军事胜利之后，叙利亚似乎打算修改边
境地区的“游戏规则”。叙政府军不断
加大对以色列空袭的回应。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田文林指出，截至 2017 年底，在叙利
亚肆虐的“伊斯兰国”被完全击溃，持
续数年的叙利亚内战首次出现明显降温
态势。不过，因外部势力竞相插手，且
各方立场和诉求各异，叙利亚危机看似
缓解，实则新一轮博弈才刚刚开始。

冲突会升级？

接下来，此次冲突会如何演变？

德国《世界报》网站报道称，几周
来爆发武装冲突的可能性大增。最近，
以色列内阁召开了一场富有象征意义的
会议，旨在向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以
及伊朗发出警告信号。而伊朗和叙利亚
也毫不示弱。因此一些评论员担心，击
落战机事件可能演变成一场新的战争。

德国《时代》周报网站报道甚至认
为，现在有发生新冲突的危险，可能不
只局限在叙利亚领土上，它可能会扩展
到黎巴嫩和以色列本身。

情况或许没有那么悲观。
美联社 10 日援引以军发言人乔纳

森·孔里库斯的话报道，以色列无意进
一步激化局势。事实上，以色列总理内
塔尼亚胡已经与美俄进行了通话。魏亮
认为，内塔尼亚胡同美俄通话主要出于
两个考量，一是解释安抚，表明以方无
意扩大冲突；二是提出关切，希望俄美
能够理解以色列在叙利亚局势中的关切
和利益。而俄美将约束以色列对叙军事
行动，防止当下局势向战争形势发展。

以色列国防军前飞行员鲁文·本·沙
洛姆也认为，目前在以叙边境爆发战争
的可能性较小。以色列和伊朗只是在各
自展示军事实力，战争“既不符合伊
朗、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利益，也
不符合以色列的利益”。

不过，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副研究员潜旭明表示，由于外部力量和
叙利亚各派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叙利亚
低烈度冲突恐将常态化，在可预见的范
围内，叙利亚仍难以实现和平。

以军空袭为叙乱战添火
本报记者 张 红

2月11日—16日，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出访中东，参

加由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会议。“伊斯兰国”

势力几乎土崩瓦解，然而西亚却似乎迎来了新一波动荡。

2月11日—16日，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出访中东，参

加由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会议。“伊斯兰国”

势力几乎土崩瓦解，然而西亚却似乎迎来了新一波动荡。

环球热点

2月10日，以色列士兵在以色列控制的戈兰高地执勤。 新华社/法新2月10日，以色列士兵在以色列控制的戈兰高地执勤。 新华社/法新

伊拉克重建国际会议 12 日在科威特开
幕。这是伊拉克取得打击极端组织“伊斯
兰国”胜利后举行的首次伊重建国际会议。

伊拉克重建包括哪些内容？目前面临
哪些挑战？

880亿——2014年以来，伊政府军与
“伊斯兰国”的战事给冲突地区的基础设施
和民众财产造成了巨大破坏，完成伊拉克
的重建需要约880亿美元。

157个——伊拉克政府将在会上提出
157个大中型投资项目。伊拉克政府还将在
会上提出一个到 2030 年的国家建设总框
架，以期翻开国家经济发展新篇章。

13.8万和180亿——约13.8万套房屋
在战事中受损，其中半数被完全毁掉，家
园被毁和没有收入来源是流离失所平民返
乡的主要障碍。仅住房领域的重建就需要
180亿美元资金。

1100万和 2.5亿——伊拉克重建需要
清理1100万吨废墟，主要是战事中被炸毁
的房屋废墟。此项工作需花费2.5亿美元。

150起和50起——2014年以来，在伊
拉克已发生150起针对教育设施的袭击和
50起针对卫生设施的袭击。目前，伊拉克
境内一半学校需要修复。

335 万 和 247 万 ——2014 年 1 月至
2018年1月31日间，伊拉克共有约335万流离
失所平民返乡，超过247万平民无家可归，其中
约76万人来自战事最为惨烈的尼尼微省。

300万和90％——2014年至2017年 6
月间，伊拉克境内有300万儿童不能有规律
地接受教育，120万儿童失学，而在受冲突
影响地区，儿童失学率超过90％。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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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无人机闪耀新加坡航展
李晓渝

2月7日，中航技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的“翼龙II”无人机在新加坡樟宜展览中心
举行的航展上展出。 邓智炜摄 新华社发

2月7日，中航技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的“翼龙II”无人机在新加坡樟宜展览中心
举行的航展上展出。 邓智炜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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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德国““玫瑰星期一玫瑰星期一””大游行大游行
每年11月到次年2月是德国传统的狂欢季，“玫瑰星

期一”狂欢大游行是狂欢季的高潮，也是结尾。美因
茨、杜塞尔多夫及科隆 3 座城市是狂欢季的中心地区。

▶2 月 12 日，在杜塞尔多夫，一名女子在“玫瑰星
期一”大游行上化妆。

▼2 月 12 日，在杜塞尔多夫，人们参加“玫瑰星期
一”大游行。 新华社/美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