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球万象

25日下午，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
的吴先生称，他在等人时听见从西面
传来急促的警笛声。吴先生循声看见
一辆特警车正追赶一辆白色越野车
从西向东高速驶来，很快，警车与越
野车并排行驶，警车里民警用扩音器
不断高喊，“马上靠边停车”。

然而越野车丝毫不减速，反而
疯狂撞击右侧警车。在撞击两次后，
警车失控冲过路边的马路牙子撞向
路边，失控后转了几圈，在撞到其他
车辆和一些来不及躲闪的行人后才
最终停下来。警车损毁，两名路人被
撞身亡。警方已抓获28岁的肇事酒
驾司机。 (京华)

赤峰特警车遭撞击失控
撞死两个行人

社会

最近，美国一名神秘的推特用
户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做慈善，他秘
密地在旧金山的不同地方放下或贴
上钞票，再拍摄钞票所在位置，并将
照片上传推特账户，发文写下线索，
提示网民“找钱”。

这位神秘富豪自爆因投资地
产，过去数年财富增加数百万美元，
远超预期，所以决定向慈善机构捐
钱，并以这种“贴钱”的特殊方式散
财。 (中新)

5岁男童交往三个女孩
称压力大想重回4岁

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郊
区57岁的女子哈莉在自家后院养
了2只老虎。这2只老虎分别是1只
名叫“军刀”的雄性白色孟加拉虎，
体重约600磅，还有1只大约400磅
的雌性孟加拉虎。哈莉说，她每天
都会喂养并抚摸这2只老虎，其中
更年幼的“军刀”只有在吸吮她的
手指后才能入睡。

这两只老虎分别是她2002年
和2007年带回来的，她说她和老虎
就像母子一样。 (综合)

女子在自家养2只老虎
吮吸她的手指才能睡着

普京于当地时间24日表示，俄
罗斯已准备好与日本就争议岛屿问
题进行谈判，但称日本可能“还没做
好准备”。报道称，普京在圣彼得堡
国际经济论坛间隙向记者表示，俄
方做好了磋商准备，但日本是否做
好准备，他对此不太确定。

普京当天还称，双方均有解决
争议的强烈愿望，但要解决争议则
需“艰苦的共同努力”。他说：“任何
解决方案，都不应损害任何一方的
利益；而任何妥协，都不应让任何一
方觉得输了。” (中新)

普京：俄已准备好
就争议岛屿问题与日谈判

韩国总理提名人安大熙26日
回应外界对其财富过去半年来激增
的质疑，称自己为人正直，这些资金
的来源可以在国会听证会上“说清
楚”。

媒体报道，前韩国大法院大法
官安大熙去年7月开设律师事务所
以来，半年内进账16亿韩元(约合
156万美元)。舆论质疑，这些收入与
他曾担任大法官一职有重要联系。

安大熙26日回应：“我个人生
活一向清白，对财富增长我感到遗
憾，但这能够在(总理提名)确认听
证会得到充分解释。” (新华)

韩国总理提名人
财富激增引质疑

时政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26日召开
会议，研究进一步推进新疆社会稳
定和长治久安工作。中共中央总书
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要把严厉打击暴力
恐怖活动作为当前斗争的重点，使
宗教极端势力渗透蔓延和暴力恐
怖活动得到遏制。

会议强调，深入开展法制宣传
教育，集中开展专项打击行动，保
持对“三股势力”严打高压态势，有
效遏制恐怖活动在新疆多发频发
和向内地蔓延。 (新华)

政治局召开会议
研究推进新疆社会稳定

5月23日早自习，浙江平阳中学
高三学生小峰没有现身。24日下午4
时，在学校附近的一条河里发现了
小峰的尸体。监控显示，5月23日凌
晨2：45，小峰从学校里的一座桥走
下，就此消失在监控的画面中。

在同学眼中，小峰是典型的学
霸。出事之前，小峰曾告诉同桌，用
数字对应英文字母，是最基本的密
码破译方法，而小峰生前留在课桌
上的纸条写着：9 1 13 9 14 23 1
20 5 18，对应英文字母正是“I am
in water”，也就是“我在水里”。小
峰为什么会在高考前夕投河自尽
尚不知道。 (综合)

男生留神秘数字后死亡
曾是同学眼中学霸

24日晚，网友微博爆料称，因
屡次劝阻跳广场舞的居民无果，武
汉一小区物业公司在小区外围广场
竖起百余米长的铁丝网，显著位置
贴有“有刺危险，请勿触摸”“商业广
场、禁止跳舞”等标语。第二天，大妈
们将铁丝网剪开，在旁边大跳广场
舞，对铁丝网视而不见。

之前的21日晚，物业工作人员
前来劝阻无果，10余名小区管理人
员和安保人员被四五百名跳舞者围
住，发生拉扯，城管、民警均来到现
场调停。第二天，物业架起了铁丝
网。 (新华)

为阻广场舞架起铁丝网
大妈将其剪断继续跳

在泰国，有一只名为彼得的大
象。它的乐感极佳，能与钢琴家合奏

“蓝调”。最有趣的是，演奏的时候它
还会一边点头，一边扇耳朵，看上去
就像是在打节拍。

这有趣的“合奏”发生在泰国的
大象村。虽然大象偶然有“丢拍子”
的情况，但这丝毫不会影响音乐的
精彩。彼得的大象伙伴有时也会加
入这场音乐节，与彼得一起随音乐
起舞，看上去快乐极了。 (综合)

大象会弹钢琴打节拍
能与钢琴家合奏

近日，25岁的挪威概念艺术家
亚历山大在他的毕业展览开幕时披
露，他曾吃掉自己的髋骨，有一股野
羊肉的味道。

据悉，亚历山大天生臀部畸形。
在他21岁时，医生用金属代替了原
先的臀部，他将被取下的骨头用来
展出。他说：“为了得到骨头，我必须
先把肉煮熟。在我把肉刮下来的时
候，我在想：为什么不尝尝看呢？我
可不是每天都有机会吃到自己新鲜
的肉。于是我便尝了一小块，味道真
的不错。” (环球)

挪威艺术家吃自己的肉
说味道不错有羊肉味

女子被男友推下站台
遭火车轧断双腿身亡

23日晚上10点多，网友“南平
微新闻”发布微博称，在南平火车南
站，有人掉下铁轨被火车碾死。“人
被截成两半，只抱上来一半。”一位
当时在火车上的乘客在微信中这样
说道。

25日上午，福建省公安厅发布
信息，称经查，是一名江西男子因感
情经济纠纷，将其女友推下站台，致
女友被驶来的火车轧断双腿，送医
院抢救无效死亡，犯罪嫌疑人则已
投案自首。 (海峡都市报)

奥巴马突访阿富汗
欲会见卡尔扎伊遭拒

奥巴马25日夜突访阿富汗，停
留4小时，但未与阿富汗总统哈米
德·卡尔扎伊“打照面”。

按美国官员的话说，奥巴马提
出在巴格拉姆空军基地会见卡尔
扎伊，而不是前往后者官邸。此举
引发阿富汗政府不满。卡尔扎伊在
一份声明中说：“阿富汗政府准备
在总统府热情欢迎奥巴马，而不是
去巴格拉姆见奥巴马。” (新华)

埃及总统选举投票于当地时间
26日9时在全国27个省区正式拉开
帷幕，这是自去年7月前总统穆尔
西被解除职务后埃及举行的首次总
统选举。

此次总统选举投票持续两天，
每天9时开始至21时结束。投票结
果最迟将于6月5日公布。前军方领
导人塞西和左翼政治家萨巴希两名
总统候选人将展开角逐。此前舆论
普遍预计，塞西最终获胜的希望较
大。 (新华)

埃及举行总统选举
舆论称塞西获胜希望大

日本将研发
可下潜万米载人潜水艇

据日本新闻网26日报道，日本
政府海洋研究开发机构正在开发可
深潜1 . 2万米的有人潜水艇，以帮
助探寻深海资源。这艘有人潜水艇
已经被命名为“深海12000”。

项目负责人介绍，目前，海洋研
究开发机构的“深海6500”潜水艇
只能深潜6500米。如果新开发的潜
水艇能够深潜1 . 2万米的话，将可
实现前人未有的超深海有人深潜。
消息称，这艘正在开发的“深海
12000”潜水艇将可搭乘2人，计划
于2023年投入使用。 (中新)

法制

3男子轮流殴打一少年
涉案嫌疑人全部落网

记者从北京警方获悉，截至26日
中午，经过警方连续30小时侦查，网
传视频“3男子轮流殴打一少年”中涉
案的3名嫌疑人全部落网。据了解，视
频中被打少年已接受治疗，身体状况
平稳。

经初步审查，郭某等3人交代因
琐事发生纠纷，5月23日在北京市奶
西村一荒地处殴打被打少年。据悉，
被打少年在事发后自行离开，未将被
打情况告诉家人，也未报警。目前，在
北京警方协调下，少年已到医院接受
治疗，身体状况平稳。 (新华)

法国军舰在青岛开放参观
将与中国海军联演

5月25日下午，正在青岛进行
友好访问的法国海军“牧月”号护卫
舰举行舰艇开放日，1200多名青岛
市民凭票免费登舰参观，与外国军
舰、云雀直升机、舰员“零距离”接
触。

除了市民参观，中法海军官兵
之前也组织了“串门”，互相参观取
经。26日上午9时，“牧月”号将驶往
青岛外海，与中国海军石家庄舰举
行海上联合演习。“牧月”号是从香
港抵达青岛访问的，联演结束后将
前往韩国釜山访问。 (中新)

记者26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
悉，检察机关在介入晋济高速公路
山西晋城段岩后隧道“3·1”特别重
大道路交通危化品燃爆事故调查
中，已依法对21名事故所涉责任人
以涉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和贿赂
犯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今年3月1日，晋济高速公路山
西晋城段岩后隧道发生特别重大道
路交通危化品燃爆事故，造成40人
死亡、12人受伤，42辆车被烧毁，直
接经济损失达8197万元。 (新华)

晋济高速特大燃爆事故
21人涉嫌职务犯罪被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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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3月12日，湖北省钟祥市小陈
的女朋友来家里“上门”。按照当地
风俗，陈家拿了9600元给女方一行
人。但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小陈不
停地拨打女方的电话，可始终未能
寻找到女方及家人。万般无奈下，
小陈向公安机关报案。

民警将女子抓获后得知，23岁
的女子张某和男友的母亲许某一
起，以与别的男性相亲为名，诈骗
钱财，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以
同样手法骗得“彩礼钱”10 . 5万元。

(中新)

婆婆和准儿媳组团骗婚
一月骗“彩礼钱”超10万

近日，一个5岁男童因谈恋爱压
力大的视频风靡网络。在视频中，只
有5岁的男孩愁眉苦脸，他母亲问：

“你不能同时与3个女孩恋爱吗？”他
摇头回答：“不能，只可以与2个。”
母亲又问他：“与那么多女孩恋爱是
否压力很大？”他非常挣扎：“是的，
我不知该放弃哪一个，她们全都可
爱漂亮。”

这位母亲见儿子如此困扰，就
说：“做5岁的小朋友很难，对不对？”
想不到男童认真回望母亲，坚定地
点头说：“我希望重回4岁的时光。”

(综合)

神秘富豪随处放美钞
拍照提示大家捡钱

中国母女菲律宾被绑

家属遭勒索428万元赎金

菲律宾警方26日透露，上周在
菲律宾南部遭绑架的一对中国母
女家属已接到电话，遭绑匪索要
3000万比索(约428万元人民币)赎
金。

据报道，菲律宾伊萨贝拉市警
长拉如比斯向当地媒体说，“人质之
一林狄娜周日(当地时间25日)打电
话回家通知赎金事宜，儿子已证实
是母亲的声音”。

菲律宾警方此前称，初步调查
显示，绑架这对中国母女的疑似为

“阿布沙耶夫”恐怖组织。 (综合)

考古

河北出土元代
西夏文汉文合璧墓志铭

近日在河北大名旧治乡陈庄村
发现一块元代西夏文与汉文合璧墓
志铭，高60厘米，宽35厘米。一面为西
夏文，两行并列共11个字，翻译过来
为“小李统军大”“田氏，夫也，阿母”。
一面为汉文，顶部有篆书“小李钤部
公墓志詺”8字，正文为《小李钤部公
墓志》，全文共21行，500余字。

专家们表示，这是迄今已知的
元代唯一西夏文与汉文合璧墓志
铭。 (新华)

新疆暴恐案4伤者出院
多数重伤员脱离危险

“5·22”暴恐案发生后，来自国
家卫计委的14位专家于案发当日
抵达乌鲁木齐，参与到伤员救治工
作中。目前，4名伤者已经出院，大
多数重伤员已脱离危险。 (综合)

环保局长迷奸女下属
甘肃华池称已免职

2 5日，有网友在微博中称：
“2014年5月23日，华池县环保局长
以到陕西吴起考察为由，携女下属、
好友田某(华池县物价局局长)乘高
某私家车到吴起县城，强劝女下属
喝下‘竹叶青’白酒，女下属喝醉时，
两名局长将其扶进吴起某宾馆迷
奸，现被吴起警方刑事拘留。”

记者了解到，华池县环保局局
长陶某于5月24日被吴起县公安局
刑事拘留。目前，陶某已被免职，田
某被停职接受调查。 (新华)

广西一男子为泄私愤
砍伤3名广场舞跳舞者

广西北海市官微“北海发布”
称，5月25日21时许，北海市发生一
起故意伤害案，一青年男子持刀将
三名群众砍伤。接到群众报案后，民
警将19岁的犯罪嫌疑人李某抓获。

李某交代当日20时许其到事
发地附近的姐姐开的铺面，后因琐
事与其姐姐发生争吵，觉得对面广
场的跳舞音乐太吵，一怒之下从铺
面拿起一把刀冲到广场将正在跳舞
的三名群众砍伤。目前三名伤者已
送医院治疗，无生命危险。 (新华)

北京一线特警增发子弹
遇行凶暴徒可直接开枪

北京市执行反恐防控任务的一
线特警，近期随身配发的子弹已经
增加一倍。根据公安部指令，一旦面
对正在实施暴力活动的恐怖分子，
无需“亮明身份、鸣枪示警”等一系
列警告程序，可直接开枪。记者26日
从北京特警总队了解到，近来一线
特警集体加练九二式手枪“运动中
速射”科目，针对反恐工作的实际情
况，提高实战能力。 (北晚)

近日，网曝合江县交警大队副
大队长许江带女下属开房弄丢配
枪。四川省公安厅调查认定，许江严
重违反了《公安机关公务用枪管理
使用规定》。许江被开除公职、开除
党籍。对于网友反映的其他问题，相
关部门正在进一步调查。

(华西都市报)

带女下属开房丢枪

交警队副大队长被双开

印度新任总理莫迪
正式宣誓就职

印度新任联邦政府总理莫迪26
日在新德里正式宣誓就职。就职仪
式在印度总统府广场举行，印度总
统慕克吉主持仪式。在莫迪宣誓后，
新的联邦政府内阁40多名部长和国
务部长相继宣誓。

在今年4月至5月举行的印度人
民院(议会下院)选举中，莫迪领导
的印度人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30
年来首次成为印度议会下院拥有绝
对多数席位的政党。 (新华)

日称战机未进演习空域
外交部反问：那它在哪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26日
主持例行记者会。对于日方称自卫
队飞机并没有进入中俄演习空域，
秦刚称，如果说日方战机没有进入
有关空域，那它到底在干什么？它
到底在哪？难道中方主动去挑事
吗？

秦刚说，我再次强调指出，日
方的有关行动是非常危险的，也是
非常具有挑衅性的，日方应该认真
进行反思，并克制约束自己的行
为，避免双方误判，进而导致摩擦
和冲突。否则，可能由此产生的一
切后果应该由日方来承担。(中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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