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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１月１２日选举周本顺为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周本顺，男，汉族，1953年2月
生，湖南溆浦人，1971年9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1975年12月参加工作，武
汉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学专业
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学
位，管理学博士学位，经济师。现任
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党组书记。 （新华、中新）

周本顺当选河北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

关注

你能忍受多少天不洗澡？据伊
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法尔斯省一
个村庄里的80岁老翁哈吉，足足60
年未曾洗澡，打破印度男子辛格38
年不洗澡的纪录。

据报道，哈吉童年时遭遇挫
折，自此隐居避世。即使有好心人
愿意让他免费洗澡，他也断然拒
绝，认为身体干净会生病。

哈吉的饮食口味也十分“独
特”，他最爱吃箭猪腐肉、喝脏水；
此外，哈吉最珍惜的财产是一只钢
制烟斗，但他吸食的并非烟草，而
是动物粪便。

报道说，哈吉虽然满身污垢，
但他也很“重视仪表”。有汽车经过
时，哈吉会用车身的镜子照镜，如
果头发太长就用火烧掉一部分，从
不花钱理发。 （中新）

老翁60年不洗澡创纪录
最爱吃腐肉喝脏水

巴基斯坦少年艾察兹（前译埃
塔扎兹）·哈桑·班加什为阻止一名
自杀式爆炸袭击者而牺牲，拯救数
以百计同学的生命，巴基斯坦政府
决定追授他“勇敢之星”最高奖励。

哈桑１４岁，是巴基斯坦西北部
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名
学生，本月６日阻止一名爆炸袭击
者闯入学校，迫使袭击者在学校大
门附近引爆爆炸物，哈桑伤重不
治。事发时学校内数以百计学生正
在开晨会。没有其他人受伤。

哈桑的堂兄穆萨迪克·阿里·班
加什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天
上午，哈桑和几名小伙伴发现学校附
近一名人员形迹可疑。其他小伙伴不
敢靠近，哈桑走上前，试图抓住那个
人，这时候，袭击者慌了神，引爆身上
的炸弹背心。 （新华）

巴基斯坦
表彰反恐小英烈

时政

1月10日，广西文化科技卫生“三
下乡”集中服务在河池市罗城仫佬族
自治县进行，当天的活动通过发放书
籍、宣传品、宣传画册等方式进行科
普文化宣传，但是许多民众在现场进
行了争抢，有一些工作人员与民众发
生了争执和拉扯。 （综合）

民众哄抢政府宣传品
拉扯工作人员

教育

乌克兰首都基辅一家地区法
院１０日晚宣布，３名男子因２０１１年
图谋炸毁基辅机场附近的一座列
宁纪念碑分别被判处６年监禁。

一些反对派人员支持这３名男
子的做法，认为法院判决带有政治
动机。大约２００人在法院门口举行
抗议，试图阻止警方面包车把罪犯
从法院带走，触发冲突。

由乌克兰反对派控制的“真
理”新闻网站１１日发布照片，显示
反对派领导人、前内务部长卢岑科
受伤，头部被绷带包裹，右眼被一
块手绢遮盖，右眼上方渗出血迹。

按照卢岑科妻子伊琳娜的说
法，卢岑科在试图“劝架”时遭警方
人员攻击，被打成脑震荡，送入医
院重症监护病房。 （新华）

乌克兰再爆冲突
前部长挨打住院

１月１２日有媒体报道，个别培训
机构在２０１４年ＭＢＡ招生考试中，通
过考前发放无线电作弊器材、考中传
送考试答案等方式组织考生在哈尔
滨理工大学考点作弊。教育部已派工
作组赴黑龙江督办查处工作。

教育部重申，对于破坏考试秩
序、组织团伙作弊等违法犯罪行为，
将坚决依法严厉打击，切实维护考
试公平公正。

黑龙江省招生考试委员会１２
日紧急召开发布会，针对有媒体报
道黑龙江省硕士研究生全国统一入
学考试哈尔滨理工大学考点出现通
讯工具作弊事件表示开始专案调
查，并停止哈尔滨理工大学ＭＢＡ中
心２０１５年招生组织工作。

学校已决定对相关责任人
ＭＢＡ中心主任、研究生学院常务副
院长停职检查，其他问题正在调查
之中。 （新华）

哈理工被停止
２０１５年ＭＢＡ招生

白血病患者李女士正在华东一
家医院接受治疗，近日发微博称：“急
寻２０１３年１０月１０日湖北武汉为上海
白血病女患者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
愿者，我是那名幸运的患者，现在身
体很虚弱，急需您的帮助。”她还在微
博中公布了捐献者姓名等相关信息。

尽管相关微博很快即自行删
除，但还是在网上引发关注。有网民
认为，公开点名求助给捐献者造成
压力，微博点名求助，把本来助人为
乐的一件自愿的事情，变成了要挟。

被公开点名的志愿者柴先生，
今年４６岁，系湖北人，目前在外地务
工。去年１０月捐献过一次造血干细
胞后，柴先生的身体尚在恢复中。按
规定，做二次捐献，至少要等休养３
个月后才能再次捐献。

柴先生表示，只要体检合格，
“愿再次捐献救对方一命”。（新华）

骨髓库志愿者
被公开“逼捐”

埃及军方领导人表示
可能参与竞选总统

据埃及官方媒体《金字塔报》网
站１１日报道，埃及过渡政府第一副
总理、国防部长塞西当天公开表示，
他可能参加总统竞选。塞西呼吁所
有埃及人积极参与将于本月１４日、
１５日举行的新宪法草案公投。

随着海外公民陆续开始对新宪
法草案进行投票，埃及新一轮政治
过渡进程迎来首个重要节点。１４日
至１５日，埃及将就草案举行全民公
投。分析人士认为，草案如果获得通
过，将为埃及顺利实现政治过渡打
下良好基础。否则，埃及恐将继续处
于政治分裂和社会动荡中。（新华）

韩国维和部队返还
日本自卫队1万发弹药

据韩国《中央日报》网站报道，
韩国派驻南苏丹的维和部队韩光部
队1月10日通过联合国南苏丹共和
国特派团将1万发弹药还给了日本
自卫队。报道称，韩国派驻南苏丹的
韩光部队在南苏丹内战爆发之后，
于去年12月21日通过UNMISS向
日本陆上自卫队借了1万发5 . 56毫
米弹药等，获得了弹药和武器支援。

但是，由于这是韩国军队建军
以来第一次向日本获取弹药支援，
因而引发了激烈争议，时隔18天，
韩光部队最终将弹药还给了日本。

（据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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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沈阳市公安局了解到，沈
阳某银行客服经理在2013年诈骗人
民币8200万后逃窜至海外多国，被列
为网上逃犯。犯罪嫌疑人已于近日投
案自首，并被公安机关押解回沈。

据沈阳市公安局经侦支队介绍，
支队于2013年6月24日接到控告人报
案，称某银行沈阳分行客服部经理王
某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
以办理承兑汇票和验资用款的名义，
与控告人等人签订合同，共骗取人民
币8200万元后逃匿。 (新华)

沈阳一银行客服经理
诈骗8200万元自首

利比亚安全部门官员１２日说，
工业部副部长哈桑·朱劳伊在东部
城市苏尔特遭枪击身亡。袭击原因
暂不清楚。朱劳伊先前是利比亚

“全国过渡委员会”成员。过渡政府
成立后，担任工业部副部长。

利比亚眼下暴力冲突频发，治
安较差，而且民兵武装派别林立。
１１日，南部重镇塞卜哈发生部族武
装冲突，造成至少２０人死亡，２５人
受伤。 （新华）

利比亚工业部
副部长遭枪杀

截至１１日下午，江西新余市市
直涉改单位公务用车四场拍卖会全
部结束。参加竞拍的近５００辆公车
中已有４６４辆成功“易主”，总成交
额达２６８９．２５万元，较评估价溢价
２０．２１％。

据了解，此次公车实拍４６４辆，
流拍２７辆，流拍的２７辆公车评估价
总值９１．１万元。据新余市有关方面
介绍，这些公车将在重新评估后，再
次向社会公开拍卖。 （新华）

江西新余举办车改拍卖
４６４辆公车成功“易主”

在房地产项目中受贿
海南三名干部被“双开”

海南省纪委１２日晚间发布消息
称，海南省澄迈县委原副书记卢勇、省
国土环境资源厅机关工会原主席卢志
刚、澄迈县住房保障与房产管理局原
局长林中校因严重违纪违法，被给予
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海南省纪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卢勇、卢志刚、
林中校的行为构成严重违纪违法，
并已涉嫌犯罪。依法处理。（新华）

经过两天半的追逐飞行，美国
私营企业轨道科学公司的“天鹅座”
货运飞船１２日在印度洋上空“抓住”
国际空间站，与其成功对接。这是

“天鹅座”飞船第一次正式为空间站
运送物资。

“天鹅座”飞船９日从美国东海岸
外的瓦勒普斯岛升空，携带总重约
１．２６吨的食品、备用零部件和科学实
验设备，其中包括２３种由美国和加拿
大学生提供的科学实验器材。（新华）

美私企货运飞船
与空间站成功对接

科技

去年的12月31日，河源市东源
县漳溪乡村民吴伟青扶起摔倒的老
人周火仟。后来吴伟青却被指认为
肇事者。今年1月2日，自认无处伸冤
的吴伟青，在巨大精神压力下选择
了跳入水塘自杀“以证清白”。吴伟
青的女儿吴海燕说，父亲死前打来
电话，第一句话就让她录音，说遭到
交警的恐吓，要他交十几万元。

但1月9日，曾声称“被撞”的老
人周老汉却在家属不在场的情况
下，对深圳市知名公益人士陈观玉
承认是自己摔倒在地。

为什么要冤枉吴伟青？周老汉
给出的解释是，“没钱治病，指望他
给钱用。” (新华)

男子扶老人后自杀
老人终于承认自己摔倒

据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新闻办
通报，1月10日上午，丽江古城区百
余商户与市场承包商发生纠纷，随
后到古城区政府上访时，强行冲击
政府机关部分办公室、扰乱办公秩
序。警方已刑拘10人。

古城区宣传部部长李润兰告诉
记者，本次纠纷实际上是丽江华汇工
业品市场商铺承租户与承包商之间
的纠纷。原先的租赁合同在2013年年
底到期，承包商准备涨价，涨价幅度
为8万至15万元。然而，承租户觉得价
格太高，双方一直未谈拢。 (新华)

上访户“冲击政府机关”
警方已刑拘10人

11日，蒲城县公安局长表示，5
日发生的大巴爆炸案已告破，而制
造客车蒲城爆炸案的犯罪嫌疑人党
某某作案动机不明，已在爆炸事故
中死亡。目前该案已上报公安部。

党某某的岳父樊某说，事发当
日，党某某和妻子一起去西安，两人
下午返回蒲城，没想到就出事了。

据了解，党某某当时并没有和
妻子坐在一起，妻子坐在车子前排
位置。 （据央视、《华商报》）

陕西客车爆炸案
嫌犯动机不明

中科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耳
鼻喉医院教授王正敏被学生王宇澄
举报学术作假的消息，近日再度回
到公众视野。

王正敏对记者说：“有一天，他
突然拿了一个题目叫做《我的爱徒
王宇澄培养计划》给我，里面用我的
口吻拟了稿子。他要做我的终身荣
誉秘书。我的生活、我的工作，一切
都由他来安排。我说：‘这怎么能答
应？答应了我就连自由也没有了。’
他在‘培养计划’里要求在两年内做
我院耳鼻喉科的学科带头人，即科
主任。他的业务很一般，当时他勉强
升上了副高。我没有答应他，也没权
力答应他，也跟他解释了。我们两人
之间所谓的矛盾就这样产生了。其
实我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情。”

王宇澄则回应说：“他现在想偷
换概念，把大家引入‘师徒恩怨’的
故事里去，我不想被他牵着走。我现
在做的事情，都是‘只问是非、不计
利害’。” （据《羊城晚报》）

被举报院士谈举报者：
他想当我终身秘书被拒

南宁市公安局兴宁分局１２日通
报，１月１１日发生的街道办副主任被
小贩持刀杀害一案，两名犯罪嫌疑
人已于当日２时２０分许到公安机关
投案自首。

１月１１日１３时许，南宁市兴宁区
民主路官塘村一小巷发生一起故意
伤害案，造成兴宁区民生街道办两
名工作人员一死一伤。 （新华）

南宁街道办副主任被杀
犯罪嫌疑人自首

北京部分低年级小学生
期末考改为玩游戏

这几天，要是问北京的低年级小
学生，今年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估
计很多孩子会回答说，没有考试了！

在北京市东城、西城、海淀等部
分学校，一年级学生期末考试告别传
统试卷，改玩游戏，甚至家长可以一
起陪考。在西城区的一些学校，考场
中看不到传统的试卷，却到处是孩子
们的笑声，他们考试不答卷，改为做
游戏，答对了还能有奖品。育才学校
的孩子们人手一张“智慧闯关 快乐
遨游”的体验卡，可以尝试“把耳朵叫
醒”、“蚂蚁搬家”、“分秒不差”、“奇思
妙想”等等多个项目关卡，每通过一
项体验，家长志愿者评委便会给他们
几颗代表得分的小星星。

人大附小和人大附小京西分校
一年级的期末考试更“好玩儿”，家
长可以“陪考”，与孩子一起做游戏，
来共同攻克“难题”。 （央广）

记者从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
获悉，近日东莞中院对原告冀中星
诉被告东莞市人民政府不履行政
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纠纷一案作
出一审判决，驳回冀中星的诉讼请
求，并已通过邮政特快专递向原告
代理律师邮寄送行政判决书。

法院审理认为，对因何故致残
的调查属于公安部门的职责范围，
并不属东莞市人民政府信息公开
的范围。而东莞市人民政府虽未及
时将转交东莞市公安局办理的情
况告知冀中星，但已就冀中星提交
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答复。答
复行为存在一定瑕疵，但并不违
法。故东莞中院作出一审判决，依
法驳回冀中星的诉讼请求。（新华）

冀中星诉东莞市政府
被法院驳回

法制

1月7日15时许，广西武鸣县马
头镇全苏村朗三屯村民陆女士在
清理旧宅时，在已故多年的丈夫床
底下发现一箱东西。经过清点，箱
子里竟然有14枚军用手榴弹和68
发步枪子弹。据了解，陆女士的丈
夫数十年前曾经是基干民兵，这些
弹药可能是当年配发给民兵后没
有按规定上交的。这些弹药虽然已
放了数十年，但仍保存完好。

目前，马头派出所已将收缴的
手榴弹和子弹依法移交武鸣县公
安局治安管理大队依法进行处理。

（据《当代生活报》）

妻子在已故丈夫床底
发现14枚手榴弹

1月9日凌晨1时左右，安徽省池
州市区翠微西路秀山门前的十字路
口，一辆失控的宝马轿车冲向附近
工地围墙，事故目前已造成2死4伤，
其中一名19岁小伙伤情较重在池州
二院重症室抢救。记者11目从池州
公安交警部门获悉，宝马车驾驶员
经测试涉嫌醉驾。

交警介绍，当时出事的宝马轿
车内共坐有6名年轻男女，年龄都在
二十岁左右。事发前，车上人员从一
酒吧出来，后上车从该市大润发超
市地下停车场驶出。（据中安在线）

6名年轻男女驾宝马
冲向围墙致2死4伤

11日凌晨3时许，福建安溪一女
士酒喝多了，竟拿起菜刀，向自己的
左手砍去，造成自己左手重伤。据了
解，该女子姓郑，广西人，26岁，挥刀
自残的原因，可能是感情问题。

11日上午9时许，记者在医院手术
室外，见到了伤者的一位女性朋友。据
介绍，她与郑女士一起当服务员。当
晚，两三个姐妹一起喝酒，郑女士“心
情不好”，多喝了一点后，竟拿刀伤了
自己。据知情人士透露，郑女士是因感
情问题才作出过激反应，对此，郑女士
的这位女性朋友不肯回答。

据主治医生介绍，郑女士被送
到医院时，伤情非常严重，手掌的骨
头与手臂脱开，肌腱、血管、神经断
裂。经过3个多小时的手术，虽然肌
腱等都已接上，但仍可能存在后遗
症。 （据《海峡都市报》）

女子因感情问题
酒后挥刀自断左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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