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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0年前
农民就面临“城市病”

发表在新一期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上的一
项研究显示，大约9000年前的古代农民已经面临
过度拥挤、暴力和传染病等现代城市病。

一个国际考古团队在位于土耳其中南部的恰
塔尔霍于克遗址发现，这里的房屋密集，定居者架
梯子从房顶出入，垃圾堆和动物圈舍就建在房屋旁
边，屋子内墙和地板经过多次粉刷，其中有动物和
人的粪便痕迹。

恰塔尔霍于克是人类最早的农业部落之一，占
地13公顷，人类定居者在公元前7100年到公元前
5950年间在这里开展农业活动。

研究人员发现，这些古代定居者患传染病的比例
很高，其早期定居者的遗骨显示，大约三分之一感染了
疾病，而人口拥挤和卫生状况不佳可能是主要原因。

研究显示，这一遗址发现的93个颅骨中，25
个有愈合的骨裂，其中12个受伤2到5次，裂纹形
状显示裂纹由硬质圆形物体造成，而遗址中也发现
了大小相当的泥球；受伤者的伤口多数在头顶和脑
后，表明他们是被偷袭的。

论文第一作者、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人类学教
授克拉克·拉森说，公元前6700年到公元前6500
年，这里人口达到高峰（约3500人到8000人），定居
者的颅骨伤也相应增加，这可能是过度拥挤造成社
区压力增加，从而导致冲突。

拉森说，人类今天面临的挑战与恰塔尔霍于克
定居者一样，只是规模更大，研究古代人类如何构
建社区有利于现代人了解自己生活方式的起源。

特朗普启动连任竞选活动

美国总统特朗普18日晚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
市举行的一场集会上发表演讲，正式宣布启动连任
竞选活动。

集会在奥兰多安利中心体育馆举行。特朗普
在演讲中延续此前风格，一面攻击新闻媒体和民主
党候选人，一面强调自己上任两年半以来的政绩。

他提及持续两年的“通俄门”调查，坚称自己
“清白”、是民主党和媒体“猎巫”行动的受害者。他
还表示，如果连任成功，他将继续在移民问题持强
硬立场并继续加大对毒品的打击力度。

《纽约时报》认为，这场演讲名义上是启动连任
竞选活动，但特朗普并没有抛出任何有新意的政
策，只是重复了之前集会上的一些论调。

中国超算备受国际业界关注
6月17日，在德国法兰克福，人们参观第34届国际超级计算大会华为公司展台。
从E级超算到量子计算，从提高超算能效到将其与人工智能（AI）等新技术结合，正在德国

法兰克福举行的第34届国际超级计算大会多方位勾勒未来超算技术发展及应用的图景。大会
上，中国在超算领域的创新能力备受国际业界关注。

本版图文均据新华社

19日晚，四川长宁“6·17”地震召开了第三次
发布会，截至19日16时，灾区搜救工作已基本完
成，目前正重点对房屋垮塌严重的废墟进行集中清
理，确保无一遗漏。

据宜宾市政府秘书长李廷根介绍，此次地震共
造成220人受伤，24万余人受灾，紧急转移安置5
万余人。目前受伤的220人中，有153人住院，危
重8人，重伤12人。20名危重伤员均已送到市级
以上医疗机构进行治疗，并对其制订了一对一专家
会诊治疗方案。目前住院人员伤情稳定，多数已逐
渐好转。

经初步核查统计，震区电力、通信、供水、供气、
交通设施和生态环境不同程度受到损坏，倒塌和严
重损坏房屋9532户20185间，目前灾情还在进一
步核查中。地震发生后，森林救援、消防救援、武警
部队、矿山救护队、应急民兵及社会救援力量共
3100余人全力开展人员搜救。目前搜救工作已基

本完成，正重点对房屋垮塌严重的废墟进行集中清
理，确保无一遗漏。

李廷根还介绍，当前国家、省、市的卫生防疫专
家已深入长宁县，指导对双河镇水厂的出厂水、末
梢水进行采样检测，并对停放遇难者遗体的医院进
行消毒处置。据初步统计，对灾区安置点、医疗救
治点等重点区域的清洗消毒面积约12.75万平方
米；开展灾后卫生防病知识宣传和健康指导工作，
发放宣传单11000余份，进行心理疏导113人次。
目前灾区无重大传染病疫情报告。

此外，目前宜宾全市所有煤矿已停工，并撤出
所有人员，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并对19家危化品企
业进行全面排查。已完成629处地质灾害隐患点
的专业排查工作，发现25处原地质灾害隐患点呈
现变形加剧，新发现地质灾害隐患点23处，现已按
地质灾害防范要求进行妥善处理。

长宁地震搜救工作基本完成
无重大传染病疫情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