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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级飓风“迈克尔”直扑美国佛罗里达州
特朗普：
“上帝保佑你们”

10 月 10 日，迫近美国的飓风“迈克尔”已经升级为
4 级飓风。由于飓风“迈克尔”迫近，佛罗里达州进入紧
急状态，政府已组织沿岸约 37.5 万的居民撤离。
当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向佛罗
里达人致辞时说：
“上帝保佑你们”！
10 日，被称为怪物的 4 级飓风“迈克尔”逼近美国佛
罗里达州。在当天白宫的一场说明会上特朗普表示，已
经做好准备，飓风过后大量的水和食物将会送往灾区。
他或将在飓风过境后的本周日或下周一前往灾区。

特朗普表示感到很难过，一些处于飓风路径上的地
区比较贫困，很多人并没能及时撤离，
“有人困住了，他们
困在了那里”。他说：
“他们会好的，他们是坚强、智慧、美
好的人民。
”
“迈克尔”是近一个月来登陆美国本土的第二个大
西洋飓风。9 月中旬，1 级飓风“弗洛伦斯”从美国东海
岸的北卡罗来纳州登陆，缓慢掠过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
罗来纳州，已造成至少 51 人丧生。
□ 据《环球时报》

“迈克尔”登陆：已致 2 人死亡
“迈克尔”当地时间 10 日下午以四级飓风强度在美国佛
罗里达州登陆，飓风带来巨大的风暴潮、狂风和暴雨，已造成
至少 10 万用户停电。同时已造成 2 人死亡，佛州数千人涌向
避难所，有居民拍到火车被飓风吹翻。当地时间 11 日凌晨，
“迈克尔”降级为热带风暴，但仍将继续影响乔治亚州。
□ 据中新社
CNN 报道称，乔治亚州塞米诺尔县一名儿童因“迈克尔”
登陆死亡。这是“迈克尔”10 日以四级飓风强度登陆以来的
第二起死亡事件。10 日，在佛罗里达州格林斯博罗附近，有
一名男子被一棵树砸死。
“迈克尔”在经过陆地后现已减弱为热带风暴，不再是飓
风。截至美国东部时间 11 日凌晨，热带风暴“迈克尔”位于距
离佐治亚州梅肯市 30 英里的地方，预计将以每小时 20 英里
的速度向东北移动。它的最大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 70 英里，
阵风甚至更高。

不过，尽管“迈克尔”自 10 日登陆以来减弱，有关当局称，
风暴可能会继续影响乔治亚州至 11 日晚，带来“前所未有的
风力破坏”，以及降雨和可能出现的短暂龙卷风。
据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斯科特说，近 6700 人涌向 54 个
避难所，以抵御“迈克尔”最严重的袭击。飓风登陆时强度为
4 级，是自安德鲁飓风以来袭击美国大陆的最强风暴。
“迈克尔”移动时，当局警告市民待在室内直到有关官员
通知警报解除。有 9 个县实行了全面或有限的宵禁，以便人
们远离危险的道路。
斯科特说，数以千计的紧急救援人员已经准备就绪。佛
罗里达当局动员 3500 名士兵和飞行员在登陆前进行协调和
规划。他们专注于高水位搜索和救援行动。
近 1000 名州执法人员准备部署到受灾地区，另有 1.9 万
名恢复供电的人员准备应对断电。
此外，风暴追逐者迈克·塞斯还在佛罗里达州巴拿马城拍
摄了一辆被“迈克尔”吹离轨道的火车。

日本护照在全球通行最广
中国护照排名上升
英国亨氏咨询公司 9 日发布的最新
“亨利护照指数”显示，日本公民在全球
通行范围最广，享有 190 个国家和地区
的免签证或落地签证待遇。中国护照排
名上升至第 71 位，是免签或落地签增加
数量最快的国家之一。
新加坡护照排名第二，持有人在 189
个旅行目的地可以免签或落地签。德国
护照今年年初在“亨利护照指数”排名榜
首，现在以 188 个目的地与法国和韩国
并列第三。
美国和英国同样以 186 个目的地与
另外 5 国并列第五。美英两国今年都没
有新增免签或落地签目的地，短期内没
有 希 望 夺 回 2015 年 占 据 的 榜 首 位 置 。
俄罗斯排名下滑，以 119 个目的地与帕
劳群岛并列第 47 位。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是过去 10 多年
来护照通行范围扩大最成功的国家，
2006 年居第 62 位，现在以 161 个目的地
排名第 21 位。
依“亨利护照指数”显示，中国签证
持有人获得 74 个国家和地区免签或落
地签待遇，排名比 2017 年年初提升 14
位，与莱索托并列第 71 位。
□ 据新华社

第六届“美好安徽”全省少儿书画大赛作品征稿启事

历届“美好安徽”全省少年儿童书画大赛颁奖现场
一、活动背景
为深入贯彻《教育部关于推进学校艺
术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落实教育规划纲
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
育，改进美育教学，提高我省青少年学生审
美和人文素养，激发学生想象力和创新意
识，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由
市场星报社主办“第六届‘美好安徽’全省
少年儿童书画作品大赛”，征稿事宜如下：
二、组织架构
主办单位：市场星报、安徽画报
承办单位：星报国学堂
三、活动要素
1、活动主题：艺海童心 放飞梦想
2、
活动时间：
2018 年 9月 18 日~2018 年
11月10日截稿。
3、参赛对象：幼儿园、中小学、少年宫、
培 训 机 构 的 学 生（分 组 参 评 3~6 岁 、7~11
岁、12~16 岁）

4、强势宣传：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
星空艺术网、掌中安徽 APP、星报艺术微
信公众号等报道。
四、评审专家
聘请著名书画家，一线教师组成专家
评审团。
五、送评作品要求
1、凡年龄 16 周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均
可参加，画种不限，作品要求内容健康向
上，充分发挥少年儿童的想象力，创造力和
表现力，作品画面表现出少年儿童的童真、
童心和童趣；
2、送件作品背面右下角请写明姓名、
年龄、标题、辅导老师、参赛学校、家长联系
电话及详细通讯地址，并同时发一份电子
版资料，发送到 51155564@qq.com。
六、作品尺寸规格
1、绘画（中国画、水彩、粉画、儿童画、
素描、版画、线描、油彩、漫画、泥塑等）；

2、书法（软笔、硬笔）；
3、剪纸；
4、摄影作品；
5、尺寸：中国画、书法不超过四尺对开
或斗方，其它作品控制在四开以内，摄影作
品 12 吋。
七、分组评选评奖
1、幼儿组 3~6 岁；
2、儿童组 7~11 岁；
3、少儿组 12~16 岁。
八、奖项设置
1、
作品个人奖：
金奖、
银奖、
铜奖、
优秀奖；
2、优秀辅导老师；
3、少儿艺术培训优秀学校（机构）
九、成果展示
1、金奖获得者作品将在《市场星报》发
表+礼品；银奖获得者作品将在《市场星报》
发表；铜奖获得者作品将在掌中安徽发表；
优秀奖获得者作品将在星空艺术网发表。

2、举办颁奖典礼。
十、声明
1、主办单位对参评作品有展览研究、
摄影、录像、出版及宣传权，限于人力，参赛
作品不退稿。本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主办
单位所有；
2、凡参评作品、参评小书画家及家长、
辅导老师、学校（教育机构）应视为已确认
并遵守征稿启事的各项规定。
十一、收件时间、地址
1、2018 年 9 月 18 日 11 月 10 日，以当
地邮戳为准；
2、收件地址：合肥市黄山路与西二环
交口时代数码港 23 楼市场星报艺术中心，
收件人：余陈盼 15156219631
5、每幅作品收取参评费 40 元。
6、咨询电话：18855177634（卜先生）、
18226629388（江女士）、18956068820（叶
女士）、0551-643769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