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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一对母子跌落站台，父亲跳下营救，这时列车来了

三人躲进坑逃过一劫
英国伦敦贝克街地铁站 7 日晚出现惊险
一幕：一对母子跌落站台、摔到铁轨上，父
亲跳下搭救；这时，列车进站，三人躲入铁
轨下一个坑，逃过一劫。
那名母亲大约晚 10 时推着婴儿车，边走
边抬头，看屏幕显示的列车进站时间。铁路
警察局 8 日报告：
“她没有意识到（自己）离站
台边缘有多近，不小心推过（边缘），她、婴儿

车和车里的孩子摔到铁轨上。
”
孩子的父亲跳下站台搭救，列车随后进
站。按铁路警察局的说法，“三口人极幸运
地躲入铁轨下一个坑，列车开过他们的头
顶；他们都没有受到严重伤害”。
见到这一幕的乘客当时冲着列车司机尖
叫、挥手，示意停车，但为时已晚。这个家
庭的另外一个孩子在站台上目睹整个过程。

铁路警察把一家三口救离铁轨，送他们去医
院接受检查。一名看过监控录像的消息人士
称：“他们能活下来是奇迹；另外一件幸运
事是铁轨带电，他们没有遭到电击。
”
伦敦地铁有 5 条线路经过贝克街站，
其中
两条是铁轨下有坑或沟的“深线”，另外三条
“浅线”
没这种设置。幸好这一事情发生在
“深
线”
之一
“千禧线”
的站台。
（据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泼酸案激增
警察拟配测酸设备
英国内政部 8 日说，计划为警
察配备能检测出腐蚀性物质的设
备，以应对近年不断增加的酸性物
质袭击案。
这套设备由英国最大防务科
研机构、国防部下属防务科技实验
所研制，可当场迅速检测出腐蚀性
物质。内政部还打算增加警察权
限，允许警察在公共场所怀疑对方
持有腐蚀性物质时，无需任何其他
理由便可拦截搜查。依据现有英国
法律，警察只有获得证据证明嫌疑
人有用腐蚀性物质伤害他人的意
图，才能对对方拦截搜查。由于缺
少检测工具，警方目前无法当场辨
别对方所持物质是否具有腐蚀性以
及腐蚀程度。
警察部长尼克·赫德说：“一
瓶酸性物质可以和刀或枪械一样致
命，这些新权力将使警察能防止这
些 卑 劣 暴 徒 实 施 可 怕 的 犯 罪 。”
（据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国家反犯罪局计划秋季推
出首个针对 4 岁至 7 岁儿童的防网
络性骚扰培训项目。
这一项目构想由英国全国警察
局长理事会提出，以应对针对儿童
的互联网性犯罪高发的问题。按计
划，大约 7000 名教师和幼儿护理
人员将接受培训，主要内容包括提
醒儿童不要在监护人不知情的情况
下擅自上网、不要与他人分享隐私
照片以及透露个人信息等。
理事会儿童保护部门负责人西
蒙·贝利称，近年来，随着越来越
多儿童经由手机和电脑等个人终端
设备上网，经由互联网诱骗儿童以
图性侵犯的案件激增。犯罪嫌疑人
诱骗儿童拍下私处照片或不雅视频
传给他们，而孩子们根本想不到这
些图像“最终出现在恋童癖者的
（个人终端） 屏幕上”。贝利说，防
网络性骚扰项目能够帮助孩子们尽
早发现网络性骚扰迹象，在他人诱
骗时意识到分享隐私照片等行为的
风险。这一项目不仅将在小学推
广，中学也会加强教育。
（据新华社微特稿）

意大利文化与旅游部 8 日说，
北部城市科莫一家古旧剧院地下室
里存放的数百枚古罗马时期的金币
重见天日。意大利媒体报道，这些
金币估价数以百万欧元计。
法新社报道，
这些金币可追溯至
公元 5 世纪罗马帝国末期，
存在剧院
地下室一个类似于石瓮的容器内。
剧院距离当地一处古城遗址不远。
文化与旅游部长阿尔贝托·博尼索
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
“我们尚不
清楚这一发现具体有何历史意义和
文化意义，但这一地区确实是我们
考古的宝藏。
” （据新华社微特稿）

在孟加拉国骑摩托
不戴头盔不给加油

南苏丹一架飞机坠毁至少 17 人死亡
防网络性骚扰
英国要从娃娃抓起

意大利剧院施工
发现数百枚古金币

社交媒体获得的照片显示，9 月 9 日，在南苏丹东湖泊州，一架飞机坠毁在湖水里。南苏丹地
方官员 9 日证实，一架小型飞机当天上午在南苏丹东湖泊州坠毁，造成至少 17 人死亡。 (新华社)

美国一大学餐厅枪击案 1 死 4 伤
美国南部亚拉巴马州奥本大学 9 日发布消
息说，校园里一所麦当劳餐厅内发生枪击事
件。当地警方说枪击已致 1 人死亡、4 人受伤。
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当地时间 9 日凌晨
2 时 30 分左右，警方接到关于有人持枪袭击他

人的报警。警察到达现场后发现一名 20 岁男
子已经死亡，另有 4 人受伤，其中 1 人伤势较
重。警方说，枪击或由口角所致，随后双方拔
枪互射。警方未公布嫌疑人信息，说更多细节
仍在调查之中。
（据新华社）

时隔三年

韩国重现中东呼吸综合征病例
韩国卫生部门 8 日说，首都首尔一名病人
当天确诊患上中东呼吸综合征 （MERS）。自
2015 年中东呼吸综合征疫情结束以来，这是
韩国发现的首例中东呼吸综合征患者。
韩国疾病管理本部当天说，病人现年 61
岁，男性，身份没有公布。当地时间 8 日下午 16
时左右，他确诊患有中东呼吸综合征。这是韩
国时隔 3 年来首次发现这一病症的患者。
这名男子 8 月 16 日至 9 月 6 日在中东国家
科威特商务旅行，7 日返回韩国。回国后，他出
现发烧、
咳痰等症状，
前往医院就医，
现在位于首
尔市中心的首尔国立大学医院接受隔离治疗。

为更有效控制这次疫情，
韩国政府宣布把疾
病防控主管部门疾病管理本部升级为副部级单
位。韩国媒体援引医学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确
诊病人前往首尔国立大学医院前，
曾在首尔南部
的三星医疗中心就医。三星医疗中心说，
与这名
病人有过接触的一些患者已被隔离，
院方正在检
查他们是否感染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
韩国疾病管理本部官员郑恩敬 （音译）
说，已确定 20 名航空运营商空乘人员和医疗
部门工作人员与确诊患者有过密切接触；这些
人已在家中隔离。同时，所有从中东国家飞往
韩国的航班将接受检疫。 （据新华社专特稿）

为改善交通安全状况，孟加拉
国首都达卡警方出台新规，要求摩
托车驾驶员必须戴头盔，否则不能
加油。
“加油站老板已被告知，不要给
没戴头盔的摩托车驾驶员加油。”法
新社 5 日援引达卡警察厅警监阿萨
杜扎曼·米亚的话报道。他说，除驾
驶员外，摩托车乘客也应戴头盔。
此外，警方还将处罚两座摩托车搭
载一名以上乘客的驾驶员。
在达卡，人们驾驶摩托车时很
少戴头盔，两座摩托车也通常搭乘
多名乘客。达卡人口约 1500 万，
近年来摩托车数量增长迅速，与之
有关的交通事故频繁发生。
随着经济增长，孟加拉国摩托
车销售持续增长，去年全国售出
36 万 辆 摩 托 车 ， 比 上 一 年 增 长
50%。法新社援引一家私人机构的
数据报道，孟加拉国平均每年有
1.2 万人因交通事故死亡，即平均
每天 30 多人死于交通事故。
（据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男孩得怪病
全世界仅八例
英国 11 岁男孩本杰明·埃德蒙
森-布朗患有种罕见怪病，
不能自主
行走、说话、吃东西或哭泣，还不时
严重癫痫。由于这种病全世界仅发
现八例，
医学界迄今没有命名。
本杰明与家人住在达勒姆郡，
由于早产了 10 周，本杰明出生时体
重仅 1.36 千克。他虽然凭借顽强
的生命力活下来，但去医院成了家
常便饭。截至目前，医生只能诊断
出本杰明患上的是一种遗传疾病。
由于不能产生眼泪，溃疡致使他的
左眼部分失明。癫痫发作时，他剧
烈抽搐，甚至撞墙。
本杰明现在只能就读特殊学
校。尽管本杰明给父母添了许多麻
烦，他们并没有抱怨。他们还与慈
善机构建立联系，为本杰明筹集善
款。
（据新华社微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