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象 环球社会

美国总统奥巴马27日证实，他
当天与伊朗总统鲁哈尼就伊朗核问
题及近来进展通电话。这是美伊两
国断绝外交关系30多年来两国总统
首次直接对话。

奥巴马当天下午在白宫就预算
问题发表电视讲话，在讲话前特意
宣布了自己刚与伊朗总统鲁哈尼通
电话。奥巴马说，两人主要探讨了围
绕伊朗核问题近日正在展开的最新
外交努力。尽管障碍不少，他相信各
方有可能找到“全面的解决办法”。

奥巴马说，他和鲁哈尼当天通
电话是美伊两国总统自1979年以来
首度对话，这一事实本身就凸显两
国之间深深的互不信任，美方也清
楚寻求共识的努力面临艰巨挑战，
相信寻求“有意义的协议”的努力今
后还面临艰难道路，但此次对话也
显示出变化的可能性，他相信美方
正面对一个与伊朗新政府取得进展
的独特机遇。 (新华)

美伊总统30多年来
首次通电话

联合国安理会27日晚通过一
项关于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的决
议，强烈谴责叙境内使用化学武器
的行为，要求叙利亚与禁止化学武
器组织和联合国合作消除其化武
计划，同时呼吁尽快召开叙利亚问
题国际会议以落实日内瓦公报。

安理会在当晚就叙利亚问题
举行的公开会议上经过投票表决，
一致通过一项关于叙利亚化学武
器问题的决议。决议说，安理会认
定在任何地方使用化学武器都对
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同时最
强烈地谴责叙境内违反国际法使
用化学武器的行为，特别是2013年
8月21日的袭击。

决议说，安理会认可禁化武组织
的决定，该决定中有迅速消除叙利亚
化学武器计划并就此进行严格核查
的特别程序，要求以最快最安全的方
式全面执行这一决定。 (新华)

安理会通过
涉叙化武决议

9月28日，有网友在微博发帖
称，上海欢乐谷的过山车发生故障，
游客被困在顶部。

记者从欢乐谷方面了解到，11
点30分许，欢乐谷的绝顶雄风过山
车在运行至顶部、距离地面约60米
的高空时突发故障停运，当时该游
乐设施上共有28名游客。事件发生
后欢乐谷方面立即组织被困游客从
旁边的设备安全梯步行下来，停止
了该游乐项目，并组织专人进行排
查，目前初步查明系传感器过分敏
感所致。 (新民)

过山车卡在半空
28名游客步行下梯

中国驻美国芝加哥总领事馆领
事张庆新２７日说，接到伊利诺伊大
学香槟分校警方通报，称学校一名
中国女留学生当天中午遇害。

香槟分校警方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说，一名２５岁中国女留学生
２７日中午在其位于校园附近的公寓
里遇害。她２９岁的前男友作为嫌疑
人已被警方拘留，他是伊利诺伊大
学香槟分校一名中国博士留学生。

警方没有说明被害人的被害经
过，并拒绝公开被害者姓名。警方已
经通知被害者在中国的亲属。

当地媒体先前援引香槟分校警
察局警官布莱恩特·沙拉芬的话说，
这名女生遇害时，其室友也在屋内，
但是遭捆绑，室友挣脱捆绑后报警。
张庆新说，总领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
急机制，加强同警方的沟通。（新华）

美伊利诺伊大学
一中国女生遇害

26日下午4点多，南京石鼓路天
堂街附近一家公司里，有一名男员
工从5楼坠落，摔在2楼雨棚上。南京
秦淮分局特巡警大队“帮荣号”巡逻
车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救助，
该男子只是肋骨断裂、肺部受伤，经
及时抢救，目前已脱离生命危险。

记者从警方及现场目击者等多
方调查得知，从5楼坠落至2楼雨棚的
男子乐某，是该写字楼5楼某公司一位
业务员。坠楼前，乐某因工作业绩结算
财务上的问题，跑到该公司的财务室，
与财务人员发生争执，情急之下，乐某
动手打了该公司一位行政管理部门
的同事耳光，而那位年轻女同事碰巧
怀孕在身。其他同事见状，堵住大门不
让乐某离开，纷纷讨要说法。乐某见
从大门走不出去，情急之中纵身爬
窗失足，从5楼窗口摔落到2楼雨棚
上。 (《扬子晚报》)

男子殴打怀孕女同事
爬窗想跑从5楼坠落

江西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许润龙
因涉嫌严重违纪，被撤销政协江西
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资格。

据江西省政协27日晚发布的消
息，当天结束的政协江西省第十一届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撤销许润龙政协江西省
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
许润龙因涉嫌严重违纪，江西省纪委
已对其进行立案调查，根据《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第二十九条规
定，政协江西省第十一届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决定，撤销许润龙政协江西省
第十一届委员会委员资格。

据了解，许润龙此前在江西省
交通厅主要分管公路、水运重点工
程建设与质量监督、交通建设市场
管理、离退休干部工作。 (新华)

江西交通厅原副厅长

被撤销省政协委员资格

关注

记者28日从山西汾西正升煤业
有限责任公司透水事故抢险指挥部
获悉，9月28日凌晨3时10分，汾西矿
业集团公司正升煤矿东翼回风巷发
生透水事故，经反复核查比对，当班
入井42人，安全升井30人，12人被困
井下。

事故发生后，当地立即成立抢
险指挥部。当前，井下2台排水泵正
在加紧向外排水。同时，其他排水泵
和排水管道正在紧急铺设和增加
中。为了实现通风和排水，地面向井
下打了两个钻孔。在井下相邻的回
风巷，救援人员正在打钻、掘巷，送
风、送营养。目前，煤矿透水事故原
因还在调查中。 (新华)

山西煤矿发生透水事故
12人被困井下 海市蜃楼常发生在海边或沙漠

地区，在内陆地区，这种现象极为罕
见。而就在27日上午，山东潍坊青州
市民有幸看到了这样的奇幻美景。

27日上午7点30分左右，站在潍
坊青州市仰天山景区的山顶，一片连
绵起伏的山峦悬挂在景区东部的上
空。这可不是景区内的山峰，海市蜃
楼形成的山峦连绵起伏，绵延几公
里，在若隐若现的山顶上，十几架风
车一字排开，肉眼看就十分清晰。整
个海市蜃楼的景观历时2个多小时，
直到10点左右才逐渐消失。（央视）

青州现海市蜃楼
山峦起伏持续2小时

当地时间9月24日，一名27岁中国
游客在位于美国犹他州的拱门国家
公园游玩时，私自攀爬60英尺高的红
砂岩结构拱石，不慎跌落造成重伤。

美国拱门国家公园发言人保
罗·亨德森25日表示，这名来自北京
的游客是在24日下午7点摔下来的，
被发现时已不省人事，头部正在流
血，但很快恢复意识。不过他告诉医
护人员他的双腿失去知觉。

伤者随即被直升机送往科罗拉
多州的圣玛丽医院进行救治，目前
情况非常危急。

目睹事发经过的徒步旅行者戴
维·戴维斯告诉记者：“出事的中国游
客和另一名年龄相当的女性在一起，
她似乎一直在警告他要当心。然而当
他试图爬上一块较矮的拱石时脚下
一滑，他手脚并用试图固定住自己，
但最后还是摔了下来。”(《中国日报》)

攀爬美国公园拱石
中国游客摔成重伤

9月27日，在津巴布韦万基国家
公园，一具大象的尸体躺在地上。这
头大象因饮用有毒的水而死亡。

津巴布韦地方法庭25日判处3
名毒杀万基国家公园80多头大象以
获取象牙的盗猎者16年监禁，并处
罚金20万至60万美元不等。津警方
近日摧毁了一个作案手段残忍的盗
猎团伙，他们向万基国家公园内大
象饮水的水池内投入氰化物，待大
象被毒死后再取走象牙。据统计，被
毒死的大象数量目前已上升至87
头，另有一些狮子和水牛在饮水后
也中毒死亡。 (新华)

津巴布韦盗猎者
毒杀80多头大象

声音

9月25日，轰动一时的夏俊峰
案终于有了最终结果，来自最高人
民法院的复核决定称，夏俊峰持刀
行凶，致两名城管死亡，一名重伤，
对夏俊峰执行死刑。

结果一出来，再次引爆舆论。
但是，正如以往一些重大社会事件
一样，网络上充斥着呐喊和热泪；
也正如每一次与城管有关的恶性
事件一样，几乎所有人都站到了弱
势的小贩夏俊峰一边。

一边倒的舆论让很多人忽略
了这些细节，当人们谈论司法独立
的时候，一些人往往希望司法不受
行政的干扰，却乐于看到舆论去影
响司法审判，乐于看到“舆论施压”
或“舆论审判”的案例，而这，对司
法公正及独立也是一种伤害。更不
要说媒体本身能否做到公正、中立
地报道案件，也是一个疑问。而自
媒体的出现，则使得情况更加复
杂。

(《法制日报》)

该倾向司法
还是倾向夏俊峰

近日，广西南宁市法制办公室
发布《南宁市城市公共汽车客运管
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意见稿》
规定，乘客应当有序乘车，遇有老、
弱、病、残、孕等特殊乘客时，应当
主动让座。如果乘客违反此条规
定，“经劝阻拒不改正的，驾驶员、
乘务员可以拒绝为其提供营运服
务”。

同老、弱、病、残、孕者一样，拒
绝让座者也拥有占座权。以“拒绝
为其提供营运服务”相威胁，其客
观结果是以正义之名剥夺了一部
分人的正当权益，剥夺了他们享用
社会公共服务的平等权益，弱势群
体的权益需要保障，可另一部分公
民的正当平等权益也不能受戕害。
利用公权力强制让座的做法，同样
有滥用职权的负面现实客观存在。

（红网）

公权力强制让座难治本

近日，中国艺术团体频登维也
纳金色大厅，给钱就能演出的消息
引起热议。有统计显示，仅仅今年
前8个月，就有133个国内团体在那
里演出。有媒体对此报道称，被国
人视为“音乐圣殿”的维也纳金色
大厅，已经“沦陷”成为中国演员的

“镀金大厅”。至此，有舆论质疑：国
内团体去金色大厅镀金，到底花谁
的钱？

金色大厅已经成了不折不扣
的“镀金”之所，这对于处于信息不
对称地位的国人来说，简直就是一
种赤裸裸的欺骗和玩弄。金色大厅
的商业行为无可厚非，但将其作为

“世界音乐圣殿”来热炒，中国文艺
团体过度追求来此“镀金”无疑值
得深刻反思。

(《南方日报》)

维也纳“镀金大厅”
到底花谁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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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开发出新植物
同时结出西红柿和土豆

英文初学者常会混淆土豆(po-
tato)和西红柿(tomato)两个单词。不
过，现在混淆也无所谓了，因为真的
出现一种名叫Tomtato的植物，它根
茎处结土豆，开花后结番茄。

总部位于英国伊普斯威奇的汤
普森摩根公司26日宣布，这家园艺
公司使用非转基因技术开发出一种
新的植物，可同时结出西红柿和土
豆 。这 种 植 物 果 实 被 命 名 为
Tomtato，今后将在英国市场上市。

这家公司说，尽管先前也有类
似嫁接植物问世，但果实口感不佳。
新研发出的植物结出来的西红柿

“甜而香”，土豆“白又鲜”。这一品种
适合商业化投产种植，在全球尚属
首次。 (新华)

28日，记者从河北保定市北市
区政府获悉，一名小学教师因遭家
长举报涉嫌猥亵女童被当地警方刑
事拘留。

9月21日6时许，一名小学女生
在其父母的陪同下到公安机关报
案，称9月18日上午，该女童被学校
一名男教师猥亵。

接到报案后，当地警方高度重
视，立即展开调查。当事学校立即召
开班子会议，研究解决处置措施。保
定市北市区区委、区政府立即成立领
导小组，进一步做好调查处理工作。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新华）

小学教师
猥亵女童被刑拘

韩国总统朴槿惠２８日接受涉及
婚外情和私生子丑闻的韩国检察总
长蔡东旭辞呈。

韩联社援引一名青瓦台总统府
官员的话说，朴槿惠担忧检察总长
不能正常履行职务会妨碍检察工
作，因此接受蔡东旭辞呈。

韩国《朝鲜日报》９月６日披露蔡
东旭与一名女子保持婚外情并育有
一名私生子。蔡东旭否认报道内容、
坚称清白，但于１３日提出辞呈。

前一天，韩国法务部发布声明，
说掌握有关蔡东旭婚外情传闻的证
据，建议朴槿惠接受蔡东旭辞呈。声
明说，已掌握足够证据证明蔡东旭
与一名林姓女子保持不正当关系，
长期前往这名女子在首尔与釜山开
办的餐饮场所。 （新华）

朴槿惠接受
检察总长辞呈

江苏扬中一座“河豚”巨型雕塑
引起网络热议。这条金光灿灿，摇头
摆尾的“河豚塔”，黄铜披身，是扬中
市的新地标，花费7000万，正在准备
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

花7000万买条“大金鱼”，有何
意义？当地认为，扬中是河豚之乡，
建河豚塔有利提高城市品牌形象。

但是公众却不买账。一是，打造
城市形象不一定非得花巨资建这样
一个外表蠢笨、实用性不高的建筑；
二是，“河豚”之乡花7000万造一条
河豚，太湖、阳澄湖边是否也要竖个
大螃蟹呢；三是，相比造个大金鱼，
7000万用于民生有更大的意义，可
以解决多少贫困家庭的生活费、医
疗费、教育经费，这7000万岂不是白
扔了？

(《新京报》)

7000万元“河豚塔”
民众需要吗

重庆一小青年看到别人强奸少
女，不仅不上前制止，反而阻止他人施
救，这种行为是否犯罪？重庆市长寿区
法院近日对此案宣判，阻碍他人施救
被强奸少女的小青年邹某构成强奸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经查明，2013年4月17日，年仅20
岁的邹某和朋友余某、小红、叶某、陈
某等人在徐某家玩耍。玩耍中，小红骂
了余某一句，余某便要教训一下小红，
将小红拉入一间卧室，要求小红与其
发生性关系，小红不从，余某就动手殴
打、言语威胁，强行奸淫了小红。其间，
叶某听到卧室有动静，问怎么回事？邹
某说是余某在强奸小红，奉劝叶某少
管闲事。过了一会儿，陈某试图到卧室
阻止余某，但邹某起身恐吓陈某：“你
敢进去，两刀子捅死你。”陈某因受到
恐吓也不敢再过问。 （新华）

阻碍施救被奸少女
小青年因强奸罪获刑

记者28日从辽宁省海上搜救
中心获悉，一条渔船上午在长兴岛
海域沉没，10人遇险，目前已有2人
获救，1人遇难，其他7人失踪，救助
行动正在进行中。

28日10时30分，辽宁省海上搜
救中心接到报告：一渔船在长兴岛
恒力石化码头外5海里附近海域沉
没，船上共10人，2人获救，8人失
踪，请求救助。现场西南风5-6级，
阵风7级。

经进一步核实，遇险渔船为
“辽大金捕2005”，9月28日2时许沉
没。截至28日14时，事故中已有2人
获救，现场发现并打捞起一具遗
体，7人失踪。救助行动仍在进行
中。 (新华)

一渔船沉没
1人遇难7人失踪

香港

香港特区政府２８日公布，香港首
条贫穷线以住户平均月收入中位数
的５０％划线。按住户人数制订的２０１２
年贫穷线，一人住户为３６００港元、二
人为７７００港元、三人为１１５００港元、四
人为１４３００港元、五人为１４８００港元、
六人或以上为１５８００港元。

按上述数据推算，在政府政策
介入前，２０１２年香港的贫穷住户为
５４．１万户，涉及１３１．２万人，贫穷率
１９．６％；政府各项恒常现金政策介
入后，主要包括综援、高龄津贴和学
生资助等措施，贫穷住户降至４０．３
万户，涉及１０１．８万人，贫穷率
１５．２％。 （新华）

香港公布首条贫穷线
贫穷率１５．２％

法制

公安部解救
92名被拐卖儿童

公安部27日通报，近日，在公安
部统一指挥下，河南、云南、四川、山
东、广西等11省区警方同步开展抓
捕和解救行动，成功摧毁一特大拐
卖儿童犯罪网络，抓获贺某某、闫某
某等主要犯罪嫌疑人301名，解救被
拐卖儿童92名，被拐妇女2名。(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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