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洲之星”
带你游虚拟海底

“欧洲之星”列车推出虚拟海底
游活动。 戴上列车免费提供的虚拟
现实头盔， 坐着火车就能如临其境
地进入海底世界“畅游”一番。

这项名为“欧洲之星冒险之旅”
的活动从本月14日开始，持续整个
暑假。 当列车驶入英吉利海峡海底
隧道时， 乘客用手机登录列车自带
娱乐系统，戴上头盔，会立即感觉车
厢变成透明， 还会看到车厢外出现
了一个奇妙的海底世界。

在这段虚拟游览中， 会看到千
奇百怪的海洋生物、 沉没的海底宝
藏，聆听海盗船、美人鱼和大章鱼的故
事，还可以玩互动游戏。 ■据新华社

暑运大幕拉开，各地火车站
人流量迅速增加， 铁路公安部
门提醒乘客， 在乘坐火车时，尽
量不要携带防晒喷雾等自喷压
力容器。

15日7时15分， 在厦门火车
站北进站口， 来厦门旅游的深圳
籍旅客黄小姐持一张厦门开往深
圳北的动车车票进站。 经过安检
仪器时， 民警发现黄小姐行李中
出现异常成像，于是将其拦下。

经细致检查， 铁路民警在该
旅客包裹内找到一瓶300毫升的
防晒喷雾。“携带防晒喷雾是有一
个限量的， 自喷压力容器的允许
携带范围是120毫升以下， 超过
120毫升的喷雾容器就不允许携

带了。”民警耐心地向其解释。
不到半小时， 民警又发现一

名男子准备携带发胶乘车， 也因
容量超标被留置。

据厦门铁路公安处民警介
绍，半个月来，厦门铁路警方就在
安检时查获各类违禁品2000多
件，其中发胶、防晒喷雾等易燃易
爆气罐类1300件、 管制刀具324
件、钝器378件。易燃易爆气罐类
占比高达69%。

厦门铁警在此提醒广大旅
客，乘坐火车时，携带的指甲油、
染发剂容器不得超过20毫升；携
带的冷烫精、发胶、杀虫剂、空气
清新剂、 防晒喷雾等自喷压力容
器不得超过120毫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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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4时左右， 江苏常熟虞
山镇漕泾新村2区74幢发生火
灾，造成22死3伤。经公安部门调
查取证，这是一起纵火案，嫌疑人
姜某某已被抓获。

16日4时29分， 常熟公安部
门接到群众报警， 称虞山镇漕泾
新村二区74幢发生火灾。119指
挥中心立即调集14辆消防车、71
名消防官兵赶赴现场处置，5时
28分大火被扑灭。

事发地为一处城市居民出租
商品房屋， 系江苏四阿哥餐饮管
理有限公司租住的员工宿舍。起
火建筑为两层带阁楼砖混结构，
建筑面积约200平方米， 过火面
积约200平方米。 现场有汽油焚
烧的痕迹，房门均被反锁。经调查
核实，事发时该房屋内共住有29
人（包括犯罪嫌疑人姜某某）。经
对现场彻底清理， 确认死亡22
人。6人（5男1女）救离现场， 3位

伤者均为轻伤，无生命危险，正在
医院接受治疗。

火灾发生后， 江苏省委省政
府主要领导与公安部领导赶赴现
场指挥救援和处置，苏州市、常熟
市立即成立了应急处置领导小
组，组成现场搜救、医疗救治、原
因调查、善后处置、舆情发布等工
作小组， 还成立了24个由司法、
民政、社区、心理疏导专业人员等
组成的善后处置工作小组，“一对
一” 做好死者和伤者家属的接待
安抚工作。

据报道， 犯罪嫌疑人姜某某
曾藏匿于常熟市漕泾五区3幢2
单元顶楼水箱内。 当地警方经询
问承租人“四阿哥”餐厅老板姜某
怀（男，39岁，本省淮安人），其员
工姜某某（男，41岁，本省淮安人，
与姜某怀是叔伯兄弟关系） 有放
火的重大作案嫌疑。

■综合新华社

美国海外属地关岛的
一些政客认为，关岛“是时
候”举行公民投票，决定是
否彻底独立。

不过，这一提议在关岛
居民间引发争议，一些人担
心，严重依赖美国社会福利
的关岛是否具有足够的政
治能力， 进而展开全权自
治。

关岛位于西太平洋。
1898年，美国从西班牙手中
夺取关岛。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关岛曾在1941年被日
军占领，1944年7月21日再
次被美军“夺回”。

按法新社说法，关岛现
有约16万名居民。作为美国
海外属地，关岛被联合国认
定为世界上目前仅有的17
个“非自治领土”之一。

尽管关岛居民被赋予
美国公民权，但其拥有的权
利有限。比如，关岛居民不
能在美国大选中投票，而关
岛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仅设
一名没有投票权的代表。

法新社16日报道，代表
关岛的前众议员埃迪·杜埃
尼亚斯说，就关岛是否独立
的全民公投“一拖再拖”。鉴

于关岛明年即将进行总督
换届选举，届时，这一公投
应一同举行。

按法新社的说法，关岛
约4.49万名居民、1.565万户
家庭如今过日子依赖于美
国政府提供的食品券以及
公共医疗福利。此外，关岛
预算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
要来源是美国联邦拨款和
税收收入。

当地居民玛丽特·施瓦
布说，她担心，如果关岛独
立，其是否具有足够的政治
能力，全权自治。

“（如果独立）， 关岛将
如何维系眼下由联邦政府
提供的（社会）服务？”施瓦
布说，“具体计划是什么？我
需要看到一些切实的东西
……”

此外，法律的限制也成为
阻碍关岛举行公投的一大因
素。

法新社报道， 几十年
来，关岛多次因法律争议搁
置计划举行的公投。 今年3
月，美国一家联邦法院就曾
推翻关岛的“独立自治”公
投计划。

■据新华社

美国斡旋未果
法国也要“劝架”中东

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斡旋
卡塔尔断交风波前脚刚走，法国外交
部长让-伊夫·勒德里昂就现身卡塔
尔首都多哈，声称法国同样愿意致力
于科威特主导的斡旋努力，在这一过
程中承担起“促进者”角色。

此前，蒂勒森的斡旋以失败告
终。 蒂勒森在为期4天的“劝架之
行” 中马不停蹄地穿梭于科威特、
卡塔尔和沙特， 会见相关国家外
长，但令人失望的是，斡旋未能取
得突破。蒂勒森13日抱憾离开卡塔
尔。 ■据新华社

出租屋凌晨突发纵火案，22人死亡
事发江苏常熟一餐馆员工宿舍 嫌疑人已被抓获

不再做美属地？
关岛政客寻独立公投

乘车时防晒喷雾等容器
不得超过120毫升

7月16日，工作人员在火灾事故现场忙碌。 新华社 图

湖南省博物馆筹建于 1951
年，1956年正式对外开放，是湖南
省最大的历史艺术博物馆， 也是
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 中央地方
共建国家级重点博物馆、 全国优
秀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湖南
省AAAA级旅游景点。2012年6月，
博物馆暂停对外开放服务；经过5
年建设修建， 现阶段湖南省博物
馆新馆即将正式对外开放， 为了

提高服务水平和壮大湖南省博物
馆志愿者组织队伍， 将长期招募
以下志愿者。
一、报名条件：

1、 年龄在18-65岁， 身心健
康， 有意愿且能够遵守博物馆各
项规章制度， 可以每年完成24天
服务；

2、有一定历史文化知识或相
关志愿讲解经验者优先；

3、具备与所参加的志愿服务
相适应的基础知识和技能， 外语
专长优先。
二、服务内容：

1、为观众提供讲解导览；
2、 协助开展亲子、 学生、成

人、特殊人群、社区、移动博物馆
等公共教育活动，并协维护秩序；

3、协助进行编辑设计、摄影
摄像、文献翻译、外联推广，参与

文创开发、藏品登记、专业研究、
陈列展览等专业服务。
三、报名须知：

报名时间，即日起，登陆湖南
省博物馆官方网站（http://www.
hnmuseum.com），下载《湖南省博
物馆志愿者报名表》，填写完成后，
直接发送至湖南省博物馆志愿者
电 子 邮 箱 ：xbzyz@hnmuseum.
com；或将《报名表》邮寄至：湖南

省博物馆教育中心，邮编：410005，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东风
路50号湖南省博物馆教育中心，咨
询电话：0731———84535566转8319
四、备注：

报名人员须经过初审 、面
试、岗前培训，通过考核方可成
为正式志愿者。面试时间与地点
另行通知，报名信息请务必填写
准确。

湖南省博物馆2017年志愿者招募公告

龙舟上的女“指挥家”
7月15日至17日，为期三天的第十三届全运会群众比赛项目龙舟决赛在湖南常德市柳叶湖举行。在女子

项目比赛中，福建龙舟队鼓手林洁以出众的外貌和出色的技术成为赛场上的焦点。
今年20岁的林洁之前在龙舟队里曾担任过划手，比赛中，林洁沉着冷静，犹如一位优雅的指挥家在船头

引领队员冲向终点。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