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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微特稿 日 本 中
部山梨县山梨市的市长望月
清贤 7 日被捕，缘由是他涉嫌
为一名参加公务员考试的考
生篡改成绩，以助后者“顺利
上岸”。据说，这名考生是他
的熟人。

共同社援引调查人员的
话报道，望月涉嫌给这名考生
开后门，篡改其招录考试中笔

试部分的成绩。据《产经新
闻》报道，山梨市的公务员招
考分笔试和面试两部分。除
篡改笔试成绩外，望月还违反
市长不参加面试的惯例，亲自
参加面试，因此有媒体怀疑望
月在面试中也“照顾”了该考
生。

望月东窗事发实属意外。
望月的前妻望月治美 6 月因诈

骗罪被东京警视厅逮捕。当警视
厅人员因其前妻的诈骗案到望月
清贤家中搜查时，发现了可疑文
件，这起公务员考试舞弊丑闻才
曝光。望月一旦被押送到东京，
将很快接受警方讯问。

望月现年70岁，2014年2月
当选山梨市长前担任山梨县议会
议员。山梨市位于山梨县首府甲
府旁。

日本公务员分为国家和地方
公务员两类，前者供职于国家机
关，后者供职于地方自治体（地方
政府）。上自首相、国会议员、都
道府县知事，下至各政府部门职
员、学校教师、警察、司法人员及
公共事业单位的工程设计和管理
人员等，都是公务员。

上世纪60年代后，日本经济
高速发展，民间就业机会增多，公
务员工作不像二战后初期那么紧
俏。上世纪90年代初，日本经济
开始走下坡路，到上世纪末跌入
谷底，一时间，公务员成为热门职
业，报考者趋之若鹜。如今，当公
务员仍是部分大学毕业生的优先
选择。

为公务员考生改成绩

日本一市长被捕

新华社大马士革8月6日电（记者郑一晗 车宏亮）据
叙利亚媒体 6 日报道，叙政府军 5 日夺取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在中部霍姆斯省的最后一处重要据点苏赫奈市。

叙通社援引军方消息报道说，收复苏赫奈市后，政府军
继续对逃窜至沙漠深处的“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进行打击。
军方称，“伊斯兰国”在许多头目被消灭、武器装备遭捣毁
后，实力大为削弱。

叙政府军 5 日从三个方向对苏赫奈市形成包围，面对
政府军的攻势，“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试图发起反攻，但被挫
败。

苏赫奈位于霍姆斯省东北部，夺取该城市将有助于政
府军进一步向东推进，进攻代尔祖尔省。后者是叙利亚主
要石油产地，目前“伊斯兰国”仍控制该省大部分地区。

叙利亚政府军夺取
“伊斯兰国”重要据点

韩国政府消息人士 6 日透
露，总统文在寅从青瓦台“搬
家”的时间表已经初步拟定。
如果计划进展顺利，文在寅有
望于 2019 年搬到位于首尔市
中心光化门广场附近的一座政
府大楼办公，成为首位“光化门
总统”。

根据韩国行政安全部消息
人士的说法，政府将于今年下
半年成立“光化门总统时代委
员会”，研究总统府搬迁的详细
规划，争取在年底前敲定搬迁
计划并走完相关法律和行政程
序。

上述步骤完成后，政府预
计将从 2018 年起对位于光化
门广场附近的政府大楼进行重
新设计和装修。

而后，总统府搬迁工作将
于2019年正式启动。届时，总
统办公室、秘书室和警卫室等
都将从青瓦台搬出，迁入新
址。新旧办公地点的距离约 1
公里。

总统府迁入光化门政府大
楼的同时，行政安全部则要在
2018 年从这一大楼中搬出，迁
至位于韩国中部的世宗市。迁
往世宗市后，行政安全部将暂

时租用当地一处办公楼，待新办
公楼 2021 年建成后再入驻。消
息人士透露，新办公楼耗资预计
将达 1480 亿韩元（约合 8.8 亿元
人民币）。

“光化门情结”
光化门是朝鲜时代王宫景

福宫的正门，独特的地理位置使
它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韩国“国
门”。此外，光化门附近区域还
是重要的商业中心，韩国一些大
型企业、金融机构的总部都设在
那里。

前总统朴槿惠“亲信干政”事

件去年底曝光后，不断有首尔市
民在光化门广场举行大型烛光集
会，敦促朴槿惠下台。正因朴槿
惠后来广失民心、被国会弹劾，韩
国总统选举得以提前举行。

从竞选期间到当选总统，文
在寅多次表露自己的“光化门情
结”。竞选期间，他承诺要做“光
化门总统”，计划把青瓦台变成

“民众的休息空间”。而在就职仪
式上，他再次提及此事，表示待一
切准备就绪将离开青瓦台，在光
化门政府大楼办公，以便随时和
民众沟通。

对于文在寅来说，光化门广
场也是他的一大政治舞台。总统
选举拉票活动启动当天，文在寅
一大早就赴光化门广场进行演
讲。而在选举投票前一晚，文在
寅阵营在光化门广场举行造势晚
会。

新华社专特稿

拟于2019年

韩国总统搬离青瓦台

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杨伯
翰大学研究人员在美国心理学
会年会上发布报告说，孤独和
社交孤立对公众健康的危害或
许超过肥胖，而且其影响还在
日益加剧。

心理学教授朱莉安娜·霍
尔特—伦斯特德带领研究小组
收集、整理、分析了之前众多相
关研究，在报告中呈现两组数
据。第一组数据基于148项研
究，涉及 30 万研究对象，显示

社交往来较多关乎早逝风险降低
50％。第二组数据基于 70 项研
究，涉及340多万人，结果显示社
交孤立、孤独或独居生活都对早
逝有着显著影响，影响程度大于
或者等于肥胖。

美国每日科学网站 5 日援引
霍尔特—伦斯特德的话报道，有
充分证据显示社交孤立和孤独显
著增加早逝风险，随着老龄化人
口日益增加，孤独对公众健康的
影响只会加剧，事实上，世界上不
少国家正面临“孤独流行病”。

美国最近一次人口普查结果
显示，美国超过四分之一人口独
自生活，超过半数未婚或离异。
与前一次人口普查结果相比，结
婚率和每户家庭孩子数量有所下
降。霍尔特—伦斯特德说：“这些
趋势显示，美国人的社交往来正
在减少，变得越来越孤独。”

或甚于肥胖

美国研究显示：

孤独危害公众健康

新华社马尼拉8月6日电（记者袁梦晨 战艳）俄罗斯
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6 日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表示，如果美
国“放弃其对抗性姿态”，俄罗斯就准备恢复俄美正常对话。

拉夫罗夫是在6日与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举行双边会谈
时作上述表示的，两人目前均在马尼拉出席东亚合作系列
外长会议。

拉夫罗夫在会谈后对媒体说，他与蒂勒森进行了长时
间对话，蒂勒森希望了解俄方反制美方制裁措施的细节，俄
方对此做出了解释。拉夫罗夫表示，莫斯科已做好恢复同
美正常对话的准备，但前提是华盛顿需要“放弃其对抗性姿
态”。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 7 月下旬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
伊朗和朝鲜的制裁法案。除对 3 国实施制裁外，法案还
加入了国会将拥有限制美国总统解除对俄制裁权力的
条款。8 月 2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这项法案。作
为回应措施，俄罗斯总统普京稍早前下令裁减美驻俄使
领馆工作人员数量，并禁止美使馆使用其位于莫斯科的
多所房屋。

俄外长表示：

可有条件恢复
俄美正常对话

就韩国三星电子副会长李在
镕行贿前总统朴槿惠一案，检察
官 7 日建议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判
处这名三星集团实际“掌门人”
12年监禁。

“李在镕是这起行贿案的最
终受益者，却始终把责任推卸到

其他被告身上。”一名特别检察组
成员向法庭陈述道。同案被告还
有4名前三星集团高管，检方要求
判其中3人10年、1人7年刑期。

今年 2 月，检方逮捕并起诉
现年49岁的李在镕，指控其曾向
时任总统朴槿惠的“闺蜜”崔顺实

贿赂 433 亿韩元（约合 3800 万美
元），以换取朴槿惠政府在 2015 年
三星集团旗下两家子公司的合并案
中给予政策方便，而该合并有助于
身为三星电子副会长的李在镕加强
对整个三星集团的掌控。

李在镕是三星集团会长李健熙

的长子，其父近年健康欠佳，开始着
力培养李在镕在三星集团的“接班”
地位。

因涉嫌任由崔顺实干政并通过
后者收受企业贿赂，朴槿惠今年 3
月被弹劾下台，4 月被检方起诉。
李在镕是亲信干政案所牵涉韩国企

业高管当中最显赫的一人。除了行
贿，他还涉嫌非法向海外转移资产、
隐藏非法所得等罪名。李在镕否认
所有指控。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有望于本月
27 日、即李在镕当前拘留期满之前
宣判。 新华社微特稿

系亲信干政案所牵涉高管中最显赫一人

韩国检方求判三星“太子”12年监禁
新华社曼谷8月7日电（记者汪瑾 杨舟）中国驻泰国

普吉领事办公室 7 日向新华社记者证实，当地时间 6 日 20
时左右，一辆载有 22 名中国游客的大巴车在普吉岛翻车，
车上20名游客不同程度受伤，多为轻伤。

据介绍，这辆大巴是在前往巴东地区的路上下坡时发
生翻车的，目前 1 名游客入院治疗，无生命危险，其他游客
已于 6 日晚在医院处理完伤口后回酒店休息，暂无大碍。
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据报道，事故发生地段非常陡峭，是事故多发区，今年
以来已经发生过多起车祸。

一辆大巴在普吉岛翻车

20名中国游客受伤

8 月 6 日，在委内瑞拉瓦伦西亚市，士兵在遇袭的军营
附近拦截一辆轿车。

委内瑞拉北部卡拉沃沃州瓦伦西亚市一处军营6日凌
晨遭到袭击，造成2名袭击者死亡、1人重伤。

新华社／美联

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牛津大学一
项研究显示，晚上睡眠时间超过 9 小
时可能容易做恶梦。相关论文刊载于

《社会精神病学与精神疾病流行病学》
杂志。

研究人员借助在线调查，分析
了 846 人两周内做恶梦的频率，并
了解恶梦引起的郁闷程度、睡眠时
长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忧虑、猜疑、幻
觉、摄入酒精量和压力情况。结果
显示，睡眠时间超过 9 小时与做恶梦
的频率相关，但不影响恶梦的可怕
程度。研究人员认为，这一关联可
能是因为睡眠时间长意味着快速眼
动睡眠期较长，恶梦多发生在这一
阶段。

研究人员还发现，做恶梦的频率
和可怕程度还与生活中的忧虑、幻觉
和猜疑存在关联。但是，酒精摄入或
运动与恶梦没有关联。而先前研究
显示，这两者也会延长快速眼动睡眠
期。

睡得多或
易做恶梦

新华社巴黎 8 月 6 日电（记者应强）法国反恐部门 6 日
决定对一名持刀冲击埃菲尔铁塔安全警戒线的男子展开反
恐调查。

据当地媒体报道，当地时间 5 日 23 时 30 分左右，一名
男子持刀冲击埃菲尔铁塔下的安全警戒线，高喊“真主至
大”并试图攻击军警。该男子立即被警方逮捕，现场没有造
成人员伤亡。

巴黎检方 6 日决定以“与恐怖分子关联”“试图伤害他
人和影响公共秩序”等罪名对该男子进行调查，调查行动由
警方反恐部门及法国情报机构负责。

据报道，该男子是法国籍，1998年生于毛里塔尼亚，目
前居住在巴黎北郊，有极端主义倾向记录并曾入院接受心
理治疗，他自称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成员有联系。

埃菲尔铁塔管理公司发表公报称，警方于 6 日零时 30
分进行清场，对埃菲尔铁塔地面和各层进行全面检查，在确
认安全后，铁塔在6日白天正常开放。

1889 年建成的埃菲尔铁塔是巴黎的地标性建筑。
2015年巴黎遭受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后，铁塔参观人数略有
下降。为保障游客安全，巴黎市政府决定今年10月开始在
铁塔下方广场设置玻璃围栏。

男子持刀冲击埃菲尔铁塔

法国将进行反恐调查

新华社微特稿 每个人都有些行
为癖好不愿为人所知，不过可以告诉

“ 网 络 树 洞 ”。 匿 名 社 交 应 用 软 件
Whisper 一些用户吐槽的怪癖，有些
真是让人无语。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一名网
友特别喜欢吃拌沙拉用的小萝卜，说
是一吃就停不下来，小萝卜“就是我的
薯片”。

还有一个网友爱吃面粉，不是做
成馒头或面条来吃，而是干吃面粉，一
天三顿都吃，一周就吃掉 5 磅（2.27 千
克）重的一袋。

有人特别喜欢闻洗衣粉的味道，
有人忍不住要摸自己耳朵，有人喜欢
买婴儿服，问题是自己还没怀孕。有
人老是揪自己头发，结果年纪轻轻就
头发稀疏。

有人喜欢挤压海绵，还喜欢放嘴
里又咬又嚼。一个网友吐槽自己喜欢
玩胶带，一直玩到没胶为止，而且必须
随身携带双面胶。

有个网友喜欢偷东西，而且只偷
没用的东西，比如码头上没有扶手的
椅子、自己讨厌的服饰、一打一打的袜
子等。

还有个网友，小便不对准便池，偏
喜欢往水槽里尿。

缺德玩意儿，别让人知道是你干
的！

外国网友吐槽的
这些怪癖

你有吗？

新华社布拉柴维尔 8 月 6 日电
（记者王松宇）金沙萨消息：刚果（金）
首都金沙萨一家华人工厂 6 日遭持枪
抢劫，造成5名中国人受伤。

中国驻刚果（金）大使馆证实，
当地时间 6 日 18 时许，数名当地人
来到位于金沙萨的一家华人工厂实
施抢劫。工厂监控录像显示，6 名抢
劫者持枪从大门进入工厂后，将数
名男性中国工人控制，并用棍子打
伤他们的手臂和腿部，随后实施了
抢劫。其中 3 人伤势较重，已被送往
医院救治。

据悉，经初步清点，该工厂被抢走
1.8 万美元和超过 100 万刚果法郎（1
美元约合 1555 刚果法郎）的现金，另
有数部手机和电脑被抢走，财产损失
共计约3万美元。

当地侨团负责人林文钦表示，警
方已根据监控录像展开调查，并对逃
逸的抢劫者发起追捕。他说，初步判
断此案为事先预谋，涉嫌内应的工厂
保安已被控制。

刚果（金）一华人工厂遭抢劫

5名中国人受伤

8月6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名儿童在投票站入口玩耍。肯尼亚于8月8日举行大选。 新华社／路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