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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洛杉矶10月9日电 美
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9日从美国
西海岸发射“猎鹰9”火箭，一箭十
星，成功将美国铱星通讯公司下
一代全球卫星计划第三批10颗卫
星发射至目标轨道。随后，火箭
第一级再次成功实现海上回收。

当地时间9日清晨5时37分
（北京时间 9日晚 8时 37分），搭
载铱星通讯公司10颗卫星的“猎
鹰9”火箭从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

空军基地发射升空。
视频直播画面显示，发射约

7.5分钟后，火箭第一级成功降落
在太平洋海上无人船“请看说明”
上。发射约57分钟后，卫星相继
开始在近地轨道部署。此后不
久，地面人员在直播中宣布：“10
颗卫星均成功入轨。”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计划
分8次为铱星通讯公司发射75颗
卫星，预计2018年年中完成全部任

务。此次发射的10颗卫星是铱星
通讯公司下一代全球卫星计划
Iridium NEXT的第三批。今年1月
和6月，“猎鹰9”火箭分别将该计划
前两批共计20颗卫星发射入轨。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由硅
谷企业家埃隆·马斯克于2002年创
建，总部位于加州，是美国商业航天
的代表性企业。9日的发射是该公
司今年第15次成功发射“猎鹰9”。

火箭第一级回收的目的是研

制可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迄今
为止，“猎鹰9”火箭第一级已成功
实现 17 次回收，其中海上回收 9
次，陆地回收8次。有趣的是，马
斯克用自己喜欢的科幻作品给用
于火箭回收的无人船起名字。在
太平洋的无人船名为“请看说
明”，意思是让火箭降落时“看着
点，照说明书的步骤着陆”。另一
艘在大西洋的无人船则名为“当
然，我依旧爱你”。

10颗卫星入轨后火箭第一级再次完好无损地落在太平洋上

一箭十星，“猎鹰9”成功海上回收

新华社旧金山10月9日电 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森林大火9
日继续蔓延。当地官员确认，截
至当天16时许，火灾造成10人死
亡。

据当地媒体报道，死者包括

索诺马县7人、纳帕县2人、门多
西诺县1人。索诺马和纳帕两县
主要医院已经收治100多名伤者，
其中两人伤势严重。

加州森林和防火部门发言人
表示，火场至少有15处，过火面积

约3万公顷。大火焚毁至少1500
幢建筑。

加州旧金山湾区北部多地8
日下午发生森林大火，纳帕和索
诺马两县火情最重，逾千名居民
和游客连夜撤离住所，两家医院

被迫疏散人员，多条公路关闭。
加州州长布朗 9 日宣布，因

大火蔓延，纳帕、索诺马和尤巴三
县进入紧急状态。此外，索诺马
县教育部门决定该县近 40 个学
区的学校于10日停课。

旧金山森林冒火，已致10人死亡
加州三县进入紧急状态，逾千名居民和游客连夜逃离住所

据新华社哈拉雷 10 月 9 日电
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 9 日改组内
阁，重新任命 18名部长，其中副总
统姆南加古瓦被免去兼任的司法部
长职务。

穆加贝在本月7日的一场集会
上表示，他要重新分配内阁部长席
位，剔除那些“表现不佳”的部长，让
更有才能和更适合的人进入内阁。

津巴布韦将于2018年举行总统
选举，现年93岁的穆加贝将继续作
为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
线（民盟）候选人参选。今年4月竞
选活动开始以来，穆加贝多次呼吁
民盟内部保持团结。他还表示，自
己的身体状况能够继续胜任总统。

津巴布韦1980年独立后，穆加
贝即出任实权总理。1987 年津巴
布韦改行总统内阁制后，他改任总
统并连任至今。去年12月，穆加贝
被民盟推选为2018年总统候选人。

穆加贝改组内阁
重新任命18名部长

据新华社伦敦 10 月 9 日电 英
国警方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
18岁以下未成年人遭同学或同龄人
性侵案的数量最近4年显著增加，
而其中大约七成报案因施害者也是
未成年人而不了了之。

根据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38家
警局公布的数据，从2013年至今，它
们共接到相关报案约3万起。2016
年到2017年期间接到报案7866起，
比2013年到2014年期间的4603起
增加了71%。英国国家警察局长理
事会负责儿童保护事务的西蒙·贝
利说，这些数据还只是“冰山一角”。

警方认为，一些受害人出于害
怕等原因没有告诉家长，而一些学
校从保护未成年人隐私等角度考虑
也没有选择报案。

英国法律规定，未成年学生遭成
年人性侵，学校必须报案；但如果性
侵者也是未成年人，学校没有义务报
告警方，而是可以按各自校规处理。

英国未成年人遭
同龄人性侵案猛增

10月 10日，现年60岁的卢英
敏赴中国就任韩国驻华大使。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赴华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独家
专访时，酷爱中国古诗词的卢英
敏用这两句诗形容自己履新的复
杂心情。（如图）

8月底，当卢英敏被提名为新
任驻华大使之际，韩国舆论评论
他是“临危受命”。

卢英敏告诉记者，“邻居就是
亲戚”，希望赴任后能尽快促进中
韩关系改善。

他是文在寅“最信任
的亲信”

在韩国，卢英敏被视为总统
文在寅的长期“心腹”。

卢英敏1976年考上韩国名校
延世大学。因投身反对军政府统
治的学生运动，他经历了14年的
超长大学生涯，直到1990年才大
学毕业。后来，卢英敏又参加了席
卷韩国的劳工运动，为此放弃了大
学就读的经营学专业，改学电工。

“2000年步入政坛之前，我已
经是一名有15年工龄的资深电工
技师了。”卢英敏回忆说。

青年时期的这段经历，坚定
了卢英敏后来投身政治的决心。
2000年，卢英敏被时任韩国总统
金大中相中，参与创建新千年民
主党，开始涉足政坛。2004年至
2016年，卢英敏连续三次当选国
会议员。

卢武铉政府时期，卢英敏与
时为卢武铉心腹智囊的文在寅产
生交集。相似的人生经历，让文
在寅与卢英敏一开始就有了惺惺
相惜的亲近感。2012年，文在寅
首次参选总统时，卢英敏出任文
在寅竞选团队的秘书室室长。正
是从那时起，他被贴上了文在寅

“心腹”的标签。2015年，文在寅
曾对媒体公开表示，在遇到重要
的疑难政务问题时，他都会“与卢
议员商量”。

文在寅二度竞选总统期间，
卢英敏再次被委以重任，担任文
在寅竞选对策委员会的组织本部
长，为文在寅登上总统宝座立下
汗马功劳。韩国舆论评价，卢英
敏是文在寅“最信任的亲信”。

今年 8 月，韩国总统府青瓦
台宣布卢英敏的提名时表示，卢
英敏对韩国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和
国际关系的方向有准确把握，是
合适的驻华大使人选。

他说“邻居就是亲戚”

卢英敏在专访中说，驻华大
使的任命不仅是对自己的肯定，
更体现了“文在寅对中韩关系的
重视”。但毋庸讳言，因韩国引入

“萨德”反导系统等问题，当前中
韩关系处于低潮。卢英敏作为大
使，势必服务于韩国政府的整体
外交政策。

他对此表示，作为东北亚地区
的近邻，中韩可以说是命运共同
体，有着共同利益。他说，对韩国
而言，美国是朋友，中国则是邻居，
韩语中有句俗语叫“邻居就是亲
戚”，用来比喻中韩关系十分恰当。

不久前，在接受韩国媒体采
访时，卢英敏曾表示理解中国对
于“萨德”的担忧，还直言在华韩
企目前遭遇的经营困境原因复
杂，不能简单归咎于所谓的“萨德
报复”。在保守势力仍占主流的
韩国政坛，卢英敏的这些涉华言
论遭到保守舆论猛烈攻击。

卢英敏对记者表示，因为理
解中国的做法就被批判，这是不
对的。

他钟爱中国古诗词，
最喜欢杜甫

除了是总统“最信任的亲信”
这一因素，谙熟中国文化，也为卢
英敏成为驻华大使加了不少分。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专访开头，卢敏英便引用自己最
喜欢的诗人杜甫名作《春望》中的
两句诗，向记者描述他即将赴任
驻华大使的复杂心情。

卢敏英解释，这首诗在表达了
杜甫忧国忧民情怀的同时，也反映
出他在逆境中对未来和平安定生
活的向往，这恰恰与自己的心境相
似。虽然目前中韩关系面临一些
困难，但他仍抱有积极的信念。

卢英敏是韩国政坛少有的诗
人，出版过几本诗集。他对中国
古诗词情有独钟，在专访中随口
背诵整首《登鹳雀楼》。

他告诉记者，自己对中国的
历史文化做过不少功课，从政后
也曾多次访问中国。他到访过北
京、广州、杭州、沈阳等许多中国
城市，亲眼见证了中国经济和社
会的飞速发展。南京大屠杀纪念
馆给卢英敏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他说，那段历史给中国民众带来
的痛苦，自己感同身受。

谈及赴任后的计划，卢英敏信
心满满：“我希望赴任后能有机会
继续学习中国历史、文化、哲学，广
交朋友。期待尽快改善中韩关
系。”（新华社首尔10月10日电）

文在寅的“心腹”到北京履职来了
他爱中国诗词他是杜甫的“死忠粉”，他任韩国驻华大使他盼“走亲访友”

据新华社东京10月10日电 日
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与三菱重
工 10日利用一枚H2A运载火箭将

“引路”4 号导航卫星送入预定轨
道，这是“引路”系列导航卫星的第
4颗，日本将从明年4月1日开始运
用这一自有卫星导航系统。

这是日本第36次发射H2A火
箭，发射成功率达97.2%，其中连续
成功发射30次。

日本“引路”系列导航卫星被称
为准天顶卫星系统，也被称为日本
版的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引路”1号
于2010年发射升空，今年又陆续发
射了“引路”2号和3号，至此日本初
步构建了一个拥有4颗卫星的导航
系统，作为美国全球卫星定位系统
（GPS）的辅助应用，最小可将定位
误差降至6厘米。

目前，日本在卫星定位方面完
全依赖美国GPS系统，日本政府希
望建立能兼容GPS并提高定位精度
的自有卫星定位系统，并计划于明
年4月 1日开始运用自有的卫星导
航系统，到2023年拥有7颗导航卫
星，从而达到不依赖GPS系统也能
实现高精度定位的目标。

日本成功发射
第4颗导航卫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