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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2015年吃煎饺大赛在洛
杉矶小东京举行，这项被吃货大联
盟(Major League Eating)列入年度
重要赛事的比赛，今年也吸引了众
多好手参赛。据悉，吃货大联盟年度
排名前10名的选手中，就有7人参
赛，包括当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史托
尼，以及世界排名第2，同时身兼卫
冕者与世界纪录保持人的彻斯纳
特。

最终，世界排名第一的“大胃
王”史托尼在10分钟内吃掉343个煎
饺，击败卫冕的彻斯纳特。

中新

美举行吃煎饺大赛
大胃王10分钟吃343个夺冠

瑞士上演裸体行为艺术节
挑战民众对公共空间认知

瑞士小城比尔21日至22日举办
了首届“裸体行为艺术节”，艺术家
们在街头用身体摆出各种造型。艺
术节并没有引发当地居民太大骚
动。组织者佐林格接受法新社采访
时说，表演都在平静的气氛下进行。
人们对在画廊和博物馆里的裸体司
空见惯，可若在街上看到就会产生
深深的抗拒心理。举办这一活动意
在挑战人们对公共空间的认知。他
说，为劝说比尔市政府允许开办这
届艺术节，自己颇费了一番工夫。

新华

美国捕获417公斤巨鳄
庞大似恐龙

近日，美国东南部亚拉巴马州
的居民伊凡斯与他的两个朋友，在
当地一个湖里，捕获一只重达417
公斤的短吻鳄。这只巨大的鳄鱼，
被当地人形容像“恐龙”一样庞大，
只能送到一家木材行才能进行称
重。

据悉，去年有人在亚拉巴马河
支流抓住过一只长4 . 92米的鳄鱼，
重达458 . 8公斤，不过其中有52公
斤是它胃中一只鹿的重量。 中新

希腊执政党分裂
25名议员建新党谋组阁

女子携酒机场安检被拒
当众喝完后醉倒

8月21日中午，赵女士从美国回
来随身携带了一瓶500毫升装的洋
酒，在转机过国内安检时工作人员
告知洋酒不能带上飞机。赵女士进
退两难，觉得扔掉花了折合人民币
近千元的洋酒太可惜，最后当众将
一瓶洋酒喝干后通过了安检。在登
机口候机时，酒的后劲开始发作，赵
女士不胜酒力，在登机口大喊大叫
并倒地不起，工作人员无奈报了警。

首都国际机场公安分局民警接
警后迅速赶到现场，该航班机长认
定该女子当时的状态不适合乘机，
民警遂将该女子扶至休息室休息，
安排专人妥善照看以确保其安全，
同时通知急救医生为其检查身体，
并及时联系上了赵女士的家属。

新京报

南京袭警官员被撤职
曾称我是处长我有钱

23日下午，南京市纪委、监察
局公开通报了8起发生在群众身边
的“四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其
中包括玄武区住建局原副调研员
陈爱平酒后与他人发生争执并殴
打他人问题。

2015年7月11日晚，陈爱平酒
后陪同他人在宾馆前台办理住宿
登记手续时殴打宾馆服务人员、保
安人员，又与到场的民警发生争执
并袭击对方，被公安机关给予行政
拘留十三日，并处罚款人民币1000
元的行政处罚。如今，陈爱平又受
到留党察看一年、行政撤职处分。

现代金报

泰警方追捕曼谷爆炸嫌犯
悬赏金升至54万人民币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8月22日
报道，泰国警方将提供信息、追捕曼
谷四面佛致命炸弹袭击案主要嫌疑
犯的悬赏金额提高到加了300万泰
铢(约合54万元人民币)。

报道说，泰国警方此前公布了
他们锁定的主要嫌疑人的面部画像
和视频，认为此人是外国人，并属于
某个集团。17日，这名男子把背包放
下并离开后，这个游客经过的地方
发生了爆炸，导致20多人死亡。

综合

教科书发行
不得搭售教辅材料

为规范中小学教辅材料管理，
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和
学生家长的经济负担，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日前发布关于印发《中小学教辅
材料管理办法》的通知。据悉，该办
法自今年10月1日起施行。

通知要求，出版单位出版中小
学教辅材料须符合依法批准的出版
业务范围，严禁买卖书号、刊号、版
号和一号多用等违法违规行为；各
级行政主管部门和负责实施考试命
题、监测评价的单位不得组织编写
有偿使用的同步练习册、寒暑假作
业、初中和高中毕业年级考试辅导
类教辅材料。 北京青年报

户口出生地为“四川重庆”
欲办港澳通行证遭拒

1997年重庆升级为直辖市，在
此之前重庆属于四川省，因此很多
在1997年之前出生的人，户口簿上
的出生地都是“四川省重庆市”。近
日，因户口簿上注明是重庆直辖前
的“四川省重庆市”，家住广州天河
路的曾先生(化名)就遭遇了出生在
重庆还是四川的难题。无奈之下，
曾先生只好先把通行证出生地改
为四川省，这才顺利办下港澳通行
证。 广州日报

现任前任女友发生争吵
男子看架不劝架被分手

农历七夕晚上11点多，重庆男
子小陈陪女友逛街，偶遇前任女友
及其闺蜜。现任遇前任，火星撞地
球，两个女人一句话不投机就大打
出手。

现任和前任在抓扯过程中，小
陈既不调和，也不劝架，这引起现
任女友的强烈不满。她将自己所受
的气全部发泄出来，并当场说不再
与小陈交往。小陈的七夕浪漫之
旅，因一场不期而遇的掐架，搞得
灰头土脸，一个字，惨！ 重庆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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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架战机在英航展时坠毁
造成至少7人死亡

22日下午，英军退役飞行员安
迪·希尔驾驶一架老式“霍克猎人”
式喷气式战机在英国一个航空展作
飞行表演时，坠入一条繁忙公路，造
成至少7名路人遇难。

警方说，已经确认7人遇难，正
搜寻现场，查看是否有更多遇难者。
14人在这场事故中受轻伤。飞行员
希尔在碰撞和大火中存活，身受重
伤，被空运至医院抢救。警方没有说
明飞机坠地前希尔是否弹射跳伞逃
生。 新华

印度去年强奸案逾3.3万起
近9成为熟人作案

印度国家犯罪档案局最新发
布的年度报告显示，印度2014年共
有超过33 . 79万起针对女性的暴力
案件，包括强奸、性骚扰、绑架、家
庭暴力等，比2013年增加9%。其中，
强奸案为33707起，增加9%。

令人吃惊的是，86%的强奸案
是由熟人作案，例如父亲、兄弟、叔
伯、邻居、单位领导、同事和朋友。

受传统观念影响，印度不少地
区存在歧视女性现象，未成年女子
首当其冲。基于性别选择的堕胎、
童婚、家庭暴力、被泼硫酸、强奸案
等频繁发生，而作案者往往能够逃
脱应受的法律制裁。 新华

武汉越野车撞多名行人
致3死2伤

记者从武汉市公安局新洲区
分局获悉，22日18时许，武汉市新
洲区阳逻街平江东路发生一起车
辆撞人事件。一辆越野车接连撞倒
数名行人，造成3死2伤。肇事车辆
车头严重受损，卡在绿化带上。目
前，警方正在就事故原因展开调
查。 央广

缺水之城郑州洒水治霾
巨量耗水引质疑

近期，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全
国均值1/10的缺水之城郑州，为降
尘治理雾霾，市区洒水日耗3 . 5万余
吨，此举经当地媒体报道后，引发市
民持续热议，质疑声众。连日来，记
者采访获悉，洒水所用水几乎都为
自来水管网中的南水北调水。相关
部门负责人指出，目前“南水”入郑，
虽然去年全城“喊渴”的局面得到缓
解，但随着用水量的递增，测算到
2020年，会再次面临缺水的压力。同
时，有专家认为，洒水降尘治霾扬汤
止沸，洒水对扬尘有作用，抑制不了
雾霾，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实现花费
与收效的平衡。 中新

中航资本原总经理
被情人举报

23日晚，中航资本母公司中国
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官方微博及其微
信公众号同时发布消息，通报关于
中航资本原总经理杨圣军被其所包
养情妇举报的情况。

通报称，中航工业纪检监察部
门已经当面接访并受理了举报人关
于反映中航资本原总经理(已免职)
杨圣军有关问题的举报。目前，中航
工业纪检监察部门正在按照纪检监
察信访举报工作的规定程序办理过
程中，一经查实，严肃处理。

综合

已婚男驾车撞残怀孕情人
还阻止别人施救

单身女子徐某与已婚男子邓某
恋爱后同居。2012年6月初，徐某怀
孕，邓某要求其做人工流产，遭到徐
某拒绝。2012年6月29日23时许，邓
某酒后驾车至双方租住地停车时将
徐某撞到墙上，导致徐某流产、身体
多处受伤。据侦查机关调查，事发
时，邓某不仅不及时抢救，反而阻止
其他人协助抢救，急救人员到现场
后，邓某仍以暴力性语言相威胁。

近日，北京一中院经审理，最终
判决邓某赔偿33 . 17万余元。

京华时报

女子遇离奇盗窃
手机失灵后被转走13万

近日，广东韶关市区的杨女士
遭遇的一宗离奇“盗窃”案，没有欠
费的手机突然“失灵”，电话打不出
也接不到，赶到手机卡所属通讯公
司营业厅查询，却发现手机卡已经
被人“补办”，并将绑定手机银行卡
内的13万余元通过第三方平台转
走。

由于警方介入侦查，及时冻结
了杨女士的账户，为她挽回损失4万
余元。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
中。 广州日报

公安部官微晒清单
18个证明不该公安出

22日，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暨打
四黑除四害专项行动办公室官方微
博发布消息称：不要再白跑了！居民
身份证丢了，要办理临时身份证才
能不耽误乘机、取款、考试；办理银
行贷款，要提供房产情况证明、偿还
能力证明……问题来了：这些重要
的证明材料，哪些是公安机关办不
了的？又该找哪个部门办理呢？并通
过九张图片的形式公布了18个不该
公安出具的证明相关内容。

人民

省部级官员违纪违法线索
多在担任下一级领导期间

日前，中共中央印发了新修订
的《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巡
视工作条例》修订工作组成员、中央
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张
本平近日透露，修订条例时，针对地
市级主要领导为党的中高级领导干
部重要来源、省部级领导干部发生
的违纪违法线索多在其担任下一级
领导职务期间等实际，按照“下沉一
级”的原则，对受理信访和到有关地
方(单位)或者部门了解情况等方式
作了较大改进。

中新

陕西滑坡58名失踪者家属
已签署补偿协议

“8·12”突发特大山体滑坡事故
抢险救援指挥部22日发布通报，已
与65名失踪(遇难)人员中58人的亲
属签订补偿救助协议，其中50人的
救助资金已完成兑付。

通报显示，截至22日12时，依据
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已签订
补偿救助协议58人，已兑付补偿救
助资金50人。其中，丹凤县5人、商州
区1人、商南县1人、山阳县28人、洛
南县1人、镇安县1人的补偿救助协
议已全部签订、资金全部兑付到位；
柞水县签订协议18人，资金兑付13
人；五洲公司签订协议3人。 新华

中国驻蒙古大使易人
邢海明接棒王小龙

据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官网披
露，8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蒙
古国第十六任特命全权大使邢海明
抵达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履新。

公开报道显示，邢海明曾担任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公使街参赞。在
赴蒙古国之前，邢海明的职务为外
交部亚洲司副司长，此次是接棒王
小龙成为中国驻蒙古大使。 新华

据日本媒体报道，22日从诺贝
尔奖得主益川敏英等发起的“反对
安全保障相关法案的学者会”汇总
的数据获悉，日本全国有90所大学
的师生等成立了反对安保相关法案
的组织。此外，东日本大地震灾区岩
手、宫城、福岛3县的大学部分人士
共同组建了团体，还有爱媛、高知两
县等以县为单位成立的组织等，学
术界反对安保法案的行动正在扩
大。

上述学者会计划8月26日召集
各大学有关人士在东京举行记者
会，再次要求废除安保法案。

中新

日90所大学师生成立组织
反对安保相关法案

器官移植费用将定标准
目前中国“全球最便宜”

8月22日，全国政协常委、原卫
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称，关于器官移
植，中国现在没有统一的费用标准，
但国家卫计委在跟一些试点单位进
行中国器官移植费用完善工作，准
备将器官移植做成单病种收费，未
来中国器官移植的费用，跟世界相
比是最便宜、最可及的，而且是高质
量的。 综合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近日
一段视频在网上引起极大关注，俄
罗斯三名男子故意驱车碾压一头棕
熊达8次之多。

视频中，一名男子驱车将棕熊
撞倒，致使熊掌不幸被压在车下。为
防止熊挣脱，他不断踢熊，还骑在熊
背上。从画面中可以看到三人讨论
如何用刀残害熊的过程，其中一人
甚至自吹可以在熊身上碾压多次。
可怜的棕熊在被“蹂躏”中也仍顽强
抵抗，最后成功逃脱，并用爪子和牙
齿破坏轮胎，进行疯狂反击。见此
状，三名男子匆忙转移至另一辆车
上，仓皇离去。

该视频被上传至网络后，三名
男子因残害动物，遭到舆论谴责并
被警方逮捕，获刑6个月。

中新

俄罗斯三男子太残忍
蓄意开车碾压棕熊8次

女子出租屋内遭碎尸
其夫案发后失联

21日下午4时许，漂亮、年轻、开
朗的西安女子代某，被人发现在她
和丈夫王某租住在长安区的一间房
屋中遇害，而且被碎尸，目前警方已
经展开调查。

受害女子亲属表示，最近一直
联系不到王某，电话也接不通，就到
王某工作的酒店去找，酒店表示当
天王某根本就没上班。21日下午4时
许，他们设法找到了小夫妻俩的租
住房子，当时敲门里面也无人回应。
房东也没有钥匙，于是家属就立即
报警，并且找来开锁公司打开了房
门，结果发现代某已经被人杀害碎
尸。

警方已对这起命案展开紧密追
查，详细案情暂时不方便透露。

华商报

当地时间23日上午10时，圆满
完成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任务
的中国海军第二十批护航编队与第
二十一批护航编队分航，驶离亚丁
湾海域开始执行环球访问任务。

这是中国海军舰艇首次远离本
土执行完为期4个多月的远海护航
行动后，直接转入环球访问。 新华

海军第二十批护航编队
开始环球访问

希腊辞任总理亚历克西斯·齐
普拉斯所属阵营部分议员21日宣
布，正式退出执政的激进左翼联盟
党，另建新党，党首是前环境和能源
部长帕纳约蒂斯·拉法扎尼斯，正式
宣告与齐普拉斯决裂。

这25名退党人士属于激进左翼
联盟党内部的“极左翼”，极力反对
希腊政府与国际债权人达成的第三
轮救助协议。鉴于加入新党的议员
人数已经超过第三大党所持议会席
位，这一新党可能有机会按照序列
获得组阁权。根据希腊宪法，总理和
内阁辞职后，总统将依次授权议会
中席位最多的三个政党组建政府，
每个政党有3天时间组阁。如果三个
政党都不能成功组阁，总统将宣布
在一个月内举行大选。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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