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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瞭 望 台
［本报综合］9月13日，一名22岁女孩跑

到山东省临沂市公安局求助，称想要回家。民
警将其安置好等待家人期间，发现女孩是个大
学生，但眼角青紫红肿，走路一瘸一拐，民
警感觉异常。但女孩不愿多谈，经过一天的开
导，民警惊讶得知，这个来自东北某高校的大
三学生竟然被黑龙江一名男子顾某某非法拘禁
控制达数月之久，沦为性奴。（图为受害女大
学生向民警展示瘀伤）

据了解，嫌疑人和女大学生网聊相识，并
编造大量谎言取得女孩信任。今年2月，嫌疑
人将女孩带离学校，并以不听话要杀掉女孩家
人、网上发布其裸体视频为要挟，将女孩控制
虐待至今。15日下午，小红被家人带走，而顾
某某也因涉嫌非法拘禁罪和强奸罪被警方刑事
拘留。

频繁出事的中国女大学生
8月9日，20岁的女大学生高渝在重庆“搭错车”

不幸遇害；8月21日，22岁的女大学生小金在济南被黑
车司机绑架、囚禁4天，并惨遭殴打、性虐；8月28日
凌晨，江苏吴江19岁女大学生高秋曦失联半个月后确
认遭抢劫被杀害；9月2日，新浪微博上题为“河南大
学一名女生报到途中失踪携1.5万元现金”的消息再次
引起多方关注。为什么出事的总是女大学生？在微信
圈里有条标题为《为什么世界上最容易走丢的就是中
国女大学生》的文章被大家迅速转载。

安全教育应该从小抓起
“女大学生这个群体比较特殊，她们年轻貌美，

而又势单力薄。她们通常涉世未深，容易相信别人，
在处理突发的危险事件时经验也不够丰富，这些特点
是嫌犯选择女大学生下手的重要原因。”海口市公安
局美兰分局刑警大队胡峰警官说。

如何更好地保护女大学生，学校方面似乎一直在
努力。海南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研究生辅导员齐有
伟介绍，学生一开学，学校就会召开专门的安全动员
大会，告诉同学们要注意安全。同时，校团委还要求
辅导员为班级建立微信圈，在圈里随时会为学生提供
一些安全自救的方法和手段。

但大学生的安全教育并不单单是大学教育的责任
与义务，安全教育应该从小抓起，从家庭教育和幼儿
教育抓起。“我们对中小学生的教育往往只停留在泛
泛的道德层面，却很少涉及安全内容，而且内容不接
地气，缺乏可操作性，于是，在这样的教育下，很多
很傻很天真的女孩就慢慢长大。”文章举例：英国教
孩子，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不许别人摸，而我们教
孩子“要听叔叔阿姨的话”；英国教孩子坏人可以
骗，而我们只停留在“孩子，你要诚实，不可以撒
谎”。

本报编辑整理

江泽民因膀胱癌逝世？
近日，在中国社交媒体微博和

微信中流传一则消息，称“江泽民
因为膀胱癌去世”，并表示，有关
消息是301医院传出的。301医院是
位于北京的解放军总医院，也是专
为中国军政高层领导人提供医疗服
务的医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
答记者对此传闻的提问时表示，“第
一次听到有关消息，无法证实”。

这是中国官员首次罕见地回应
有关中共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去世
的传言，而且没有驳斥有关传言为
谣言。
令计划传言声中密集亮相

9月16日，中国政协副主席令计
划出席中国宗教界和平委员会议。9
月期间，令计划多次现身官方活
动，出席中央社会主义学院2014年
秋季开学典礼，出席第三届台胞社
团论坛。虽然几次活动，令计划未
能作为主角，但是官方媒体均给予
报道。

稍早之前，令计划兄长山西政
协副主席令政策落马，其兄被调查
也引起令计划是否安稳的猜测，此
种情况下令计划的行踪备受外界关
注。
中国驻冰岛大使夫妇竟是日本间谍！

中 国 外 交 系 统 又 爆 间 谍 案 疑
云。驻冰岛大使马继生及其夫人钟
月涉嫌向日本方面泄露国家机密，
于今年农历年后被国家安全部门逮
捕。但官方并未对外宣布，中国驻
冰岛大使一职从2月悬空至今。
阿里巴巴在美国上市

9月19日，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
巴巴将在美国纽约上市（IPO）。这
或许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IPO，
一些观察者认为，一家中国公司成
为美国资本市场上的宠儿，也显示
出中国高速的经济与其落后的证券监
管及纠结于公司属性之间的矛盾。

上 周 ， 阿 里 巴 巴 还 向 媒 体 透
露，由于投资者的认购情况好于预
期，阿里巴巴可能提前结束认购。

然而，美国国会下属的美国美
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
却在9月12日对热情的投资者发出警
告，称阿里巴巴等美国上市中国互
联网企业“存在重大风险。”
中 国 官 员 明 确 说 ： 决 不 允 许
facebook进中国

在香港拥有逾430万活跃用户的
社交网站facebook，内地人想使用
的话，可能遥遥无期。被外界视为
备受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看重的中央
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
（网安办）主任鲁炜9月10日强调，
中国决不允许外国网络公司占了中
国市场，赚了中国的钱，还“捅刀
子”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对于
facebook即将进入中国的传言，鲁炜
明确说：“不可以！”
达赖喇嘛制度将终结

流亡境外的十四世达赖喇嘛9月
7日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
将是最后一位达赖喇嘛，达赖喇嘛
这一宗教制度将会伴随第十四世达
赖喇嘛而终结。他还说，如果第十
五世达赖喇嘛来到这个世界并使达
赖喇嘛建制蒙羞，他宁愿达赖转世
的传统在他之后终结。

“博讯”网16日传出消息称：
“北京方面和达赖喇嘛代表的谈判
出现惊人突破，达赖喇嘛将到五台
山朝圣。在过去几个月，双方代表
在东南亚等地频繁接触沟通，谈判
进展顺利。达赖喇嘛表达了强烈的
回国意愿，而北京方面对此也持开
放态度！”
中国民间主流观点：中日在未来必
将有一战

于9月10日公布的一份调查访
问了中日两国的国民，结果有53.4%
中国受访者认为两国在未来将会开
战，当中更有五分之一人认为冲突
会在几年之内发生。抱有相同想法
的日本受访者则有29%。两年前，日
本欲购买争议岛屿（中称钓鱼岛，
日称尖阁诸岛），将其国有化，

令两国关系转趋紧张。争议持续至
今，在调查公布的当天，中国派4艘
海警船进入了岛屿附近范围巡航。
著名导演王全安嫖娼

近来中国娱乐圈不太平静，前
有黄海波嫖娼，后有柯震东、房祖
名吸毒，整个夏季愈演愈烈的明星
失格和触犯法条等系列事件仍在风
口浪尖，不料15日又传来柏林“金
熊”得主、第六代导演代表人物王
全安嫖娼被北京警方抓获的消息，
再度激起舆论热议。
老人乘公交要求让座未果 扇小伙4耳
光后猝死

9月9日，郑州市一辆919路公
交车上一名老人突然倒地猝死。车
上乘客称，老人之前曾因让座问题
与一名小伙子发生争执，并动手打
了小伙子四个耳光。老人家属接受
急救人员询问时称，老人患有心脏
病。
武汉博士生捐献精子时猝死 家属索
赔400万

某高校一位研究生在一家生殖
中心捐精时猝死，其家属将高校、
生殖中心等相关单位告上法庭，索
赔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共400余万元。一审法院判定该研究
生与生殖中心均无过错，共同分担
损失。近日从市中级法院获悉，该
案二审维持原判。
女子冒充爱心人士探望白血病女孩 
偷走救命钱

一名18岁女孩小倩，在进入大
学校门前查出得了白血病，媒体报
道此事并帮助寻求帮助。在西京医
院进行化疗的小倩受到很多热心人
士的帮助，却也被遭遇另外一位“热
心”人士。据小倩及家人介绍，近
日一位称要捐献血小板的女孩去医
院探望小倩，却偷走了小倩用来救
命的善款。
台湾“上校共谍”判18年 赴大陆搜
情报被“策反”

台湾前“国防部军事情报局”
上校罗奇正涉嫌“共谍案”10日宣
判，“台湾高等法院”更二审判决
他18年有期徒刑，全案可上诉。

台湾“中央社”10日报道称，
罗奇正2011年4月被台“高等军事法
院”依贪污与间谍等罪名合并判处
无期徒刑，“最高军事法院”后来
也维持原审刑度，全案经上诉，发
回“高院”重审。法院称，罗奇正
自2007年1月起多次收取贿赂出卖情
报给敌人，并虚报情报，向单位诈
领工作费。“国安局”2009年4月将
全案交由“法务部调查局”跟进，
次年10月当场查获罗奇正把存有军
事机密的光盘交给民间人士罗彬。
武汉班主任悬赏50元怂恿学生跳楼 
一男孩摔断腿

汉阳一小学班主任悬赏50元怂
恿学生从二楼跳下，一四年级学生
经不住诱惑跳下把腿摔断。
九旬院士人民大会堂站着做报告 学
生睡倒一片

9月16日，92岁高龄的国家科技
最高奖获得主吴良镛院士一手拄着
拐杖，一手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
一步一步缓缓走上了的人民大会堂
报告台。半个小时之多，他坚持站
着做完了报告。工作人员怕出现意
外专门搬了把凳子坐在报告台吴老
身后。此情此景让人不少与会的人
动容。但放眼台下，就在吴老做报
告的过程中，大批后排的学生一片
片“倒”下，趴在桌上睡去。当
天，台下坐着的是首都多所高校近
6000名新入学的研究生。
北京高层次外籍专家539位 美籍近
六成

中国官方媒体8日消息称目前
北京市拥有高层次外籍专家539位。
从国籍看，美国专家238位，人数最
多。

这539人中70%集中在节能环
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
高端装备制造和新能源汽车等五
大领域。从国籍看，美国专家238
位，占总数的59.53%；加拿大专家
31位，占总数的7.91%；德国专家30
位，占总数的7.65%；从学历看，博
士346位，占总数的88.27%；具备硕
士学历的专家40位，占总数的10.2%。

北京市外专局表示，今后将实
施更加积极的外专政策，推动“融
智北京”计划，打造“外国专家之
家”，为外国专家们提供最温馨、
最高效、最到位的服务，打造国际
人才之都。

女大学生频繁出事

招聘仓库管理员
现 在 印 地 招 聘 仓 库 管 理 员 一

人。要求会英文，熟练操作计算
机，会开叉车。年薪和福利根据资
历和经验面议。有开叉车经验者优
先。有意者，请联系：
CTG International (North America), 
Inc.
Attn: Mr. Li
1268 E Edna Place, Covina, CA 91724
or email: lizhicun@hotmail.com

习近平出访印度
印度：承认“一个印度”换承认“一个中国”

［本报综合］本月12日至19日，习
近平对塔吉克斯坦、马尔代夫、斯里
兰卡、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
塔吉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的上海合
作组织领导人峰会，其间，在印度就
中印关系及中国对南亚政策发表演讲。

习近平紧急撤换驻印度大使
在抵达印度的前一天9月16日，习

近平紧急撤换了驻印度大使。中国外
交部官方信息显示习近平根据人大决
定免去魏苇的驻印度大使职务，任命
乐玉成为中国驻印度大使。

对 此 ， 《 多 维 》 发 表 分 析 文 章
称 ， 此 事 件 体 现 了 中 国 对 印 度 的 重
视。文中说：“从年龄来说，魏苇现
年58岁，还未达到中国公职人员退休的
年龄，不属于超期服役被撤换；从任
期来说，中国历届驻印度大使的任期
一般为3年到5年、6年不等。魏苇2013
年1月被任命为驻印度大使，迄今为
止上任不足两年，他的去职不符合惯
例。且乐玉成2013年8月才被任命为驻
哈萨克斯坦大使，任职刚满一年，此
番再次被任命为驻印度大使实际上是临时上任。

与习近平此轮大规模出访几乎同时，乐玉成9月10
日抵达印度，9月12日匆忙向印度总统慕克吉（Pranab 
Mukherjee）递交国书后就开始履行职务。9月13日乐
玉成赴印度古吉拉特邦首府甘地那加为习近平访问印
度的首站打前站。

从级别上来讲，乐玉成出任驻印度大使属于高
配。中国驻外大使一般分为五个等级，一级为副部级
大使，二级为正司级别大使，三、四级为副司级别
或领事，五级为处级大使或领事。魏苇曾在2006年至
2010担任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司长，赴任印度之前曾出
任驻新加坡大使，属于正司级别大使。而乐玉成早在
2009年至2011年担任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司长，2011年
11月到2013年8月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已经从正司级
别升任副部长级别，此番赴任印度属于副部级大使。

印度政府换届之后，虽然一开始中国对印度新总
理莫迪（Narendra Modi）持观望态度，中国领导人
无论是向莫迪发贺电还是打电话都晚于美日领导人。
但在中国总理李克强与莫迪通话后，北京开始后发制
人，习近平特使王毅6月8日访问印度，习近平更成为
莫迪上台以来首个访问印度的大国领导人。

在江胡时期中印元首进行国事访问一直停留在10
年一次的频率，江泽民1996年开启中印建交以来，中
国国家元首首次访印的先例后，胡锦涛在2006年对印
度进行了国事访问。同样印度时任总统纳拉亚南2000
年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之后，2010年印度时任总统莫
吉克才访问中国。此次习近平访问印度是8年来中国国
家元首首次访问印度，实际上是将中国国家元首访问
印度的频率增加了。

此前，李克强在2013年5月首访印度也打破了中国
总理访问印度的时间惯例。温家宝第一任期在上位2年

后的2005年访问了印度，第二任期在上任3年后的2010
年访问了印度。然而李克强在上任第一年的首访对象
就选择了新德里，印度在中国外交中国的地位重要性
陡然猛升。

此番高级别的乐玉成在习近平访问印度之前临时
走马上任体现了中国对印度的高度重视。习近平访印
的第一站选择了印度总理莫迪的家乡古吉拉特邦，而
这一天是莫迪的生日。据印度媒体称，习近平和莫迪
将在萨巴尔马提河沿岸的河边公园见面、用餐，并在
河边漫步。这些细节的安排也说明习近平旨在与莫迪
建立起紧密的私人友谊。”

印度外长：承认“一个印度”换承认“一个
中国”

就在印度上下等待习近平到访之时，印度外交部
长斯瓦拉杰却向中国提出了尖锐的要求：她在8日明确
表示，要印度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中国领导人应
尊重“一个印度政策”。

《印度时报》9日清晨报导，印度自2010年起拒绝
支持“一个中国政策”。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到访问
印度时，印方就把这个概念从联合声明中撤除。

印度外长斯瓦拉杰表示，中国对印度谈到西藏和
台湾问题时，印方感同身受。同样地，印度也希望中
方能理解并领会印度对阿鲁纳恰尔邦（中国藏南地
区）的感受。

印度长期占据中国藏南地区，并称之为阿鲁纳恰
尔邦。该地区处于西藏自治区6个县的管辖范围之内，
中国政府一直不承认印度拥有该地区的主权。

斯瓦拉杰同时表示，印度总理莫迪与习近平有
着“平等的关系”，并希望习近平的此次访问有实质
意义。

习近平17日下午抵达印度古吉拉特邦，对印度展开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习近平
首先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图为习近平和夫人在印度荡秋千。（来源：新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