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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抗议拼车软件抢生意

韩国“的哥”自焚身亡
据新华社微特稿 韩国一名出租车司机
10 日凌晨在医院不治身亡，警方推断他前
一天在车内自焚，抗议拼车软件抢生意。
韩联社报道，这名男子姓林，64 岁，9 日
晚把车停在首都首尔市中心的美国大使馆附
近，出租车随即遭火焰吞没。多名目击者说，
林某获救时意识清醒，
全身大部分严重烧伤。
据警方消息，林某被送往附近医院，
数小
时后身亡。警方在车内发现熔化的燃料瓶和
一本烧毁的笔记本，据信是林某的日记。警
方提出林某因抗议拼车软件抢生意而自焚的

可能性，启动调查，
以确定起火确切原因。
一个出租车工会的管理人员说，这名司
机给家人留下一份 4 页纸遗书，包含反对拼
车服务的内容。工会定于 10 日晚些时候在
韩国国会附近就这一事件举行新闻发布会。
林某抗议的拼车软件名为 Kakao T，
由韩国信息技术企业 Kakao 研发，现阶段
处于试运营阶段，允许司机每天提供两次拼
车服务。出租车行业强烈反对 Kakao T 发
布，指认软件会抢走他们的生意。数以千计
“的哥”近几个月三次静坐示威，呼吁政府

采取措施，阻止这一软件正式上线。
一名出租车司机去年 12 月为抗议这一
软件自焚身亡，Kakao 公司决定推迟原定
同月 17 日软件正式发布时间。
去年 11 月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8.2%
的韩国人欢迎拼车软件，12.5%反对。法新
社报道，拼车软件可以节省交通费用，向乘
客提供便利服务，但类似软件在韩国的发展
颇为艰难。美国叫车软件企业优步 2013 年
进入韩国市场，因出租车司机普遍反对，
2015 年停止主要业务。

官网修图出错

澳大利亚总理“长”了两只左脚
据新华社微特稿 由于工作人员修图出
错，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在官方网
站张贴的一张照片中竟然有两只左脚，引发
网友转载。
据德新社 9 日报道，这是一张莫里森
的全家照。照片中，他与家人依偎在一
起，穿着休闲。不过，一名署名 Lukerhn

的细心网友发现，图中莫里森穿的白色球
鞋全是左脚。他 8 日晚用“鞋门”标签转
发这张照片，讽刺说：“官网 P 图让总理有
了漂亮的新白鞋，我们缴的税钱花得真辛
苦。”
莫里森在全家照中本来穿着一双旧球
鞋，但工作人员觉得鞋子太旧给他双脚修图

“穿”上一双新鞋，但错在两只新鞋都是左
脚。莫里森官网已经撤下这幅修图出错的全
家照，并换上原来照片。莫里森本人则发推
特说，自己并未要求修图。“我没有要求擦
亮鞋子，如果实在要用 Photoshop 修图，
至 少 应 该 关 注 （稀 少 的） 头 发 ， 而 不 是
脚。
”他在推特中写道。

法国图卢兹
一住宅楼失火

致 19 人受伤
1 月 10 日，消防员
在法国图卢兹的火灾
现场作业。法国南部
城市图卢兹的一座住
宅楼 10 日发生火灾，导
致包括 2 名消防员在内
的 19 人受伤，其中 2 人
伤势严重。
新华社/法新

伦敦今夏将办
“猫咪节”活动
据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镜报》
9 日报道，
“ 猫咪节”定于 6 月 29 日
在伦敦南部的贝克汉姆广场大厦
举行。
“ 猫咪节”网站说，当天将举
行“猫咪巨星”见面会、动物专家和
猫咪书籍作者讲座等等。此外，现
场将放映猫咪主题电影，还将举办
脸部彩绘活动和艺术展。渴了，试
试猫咪主题饮料；饿了，有多种素
食小吃。当然，现场会有诸多可爱
的猫咪出现，如果你感兴趣，或许
可以选一只抱回家。参与活动需
要预订门票，一张成人票 20 英镑
（约合 174 元人民币）。

16 国际·社会
新西兰一航班
因“诈弹”被取消
据新华社惠灵顿 1 月 10 日电
（记者郭磊 卢怀谦）新西兰航空公
司一航班 9 日晚因“诈弹”被取
消。新西兰警方 10 日早晨发布消
息说，一名男子因涉嫌在民用航班
上散布恐吓信息而将被起诉。
这架航班原定 9 日晚从新西兰
奥克兰飞往澳大利亚悉尼。据新西
兰媒体报道，航班的起飞时间是晚
上 7 时 40 分，但在起飞前有乘客
声称机上有炸弹，机长立即将情况
报告机场塔台。飞机在跑道上滞留
了 1 个多小时，警察登机后拘捕了
一名年轻男子，他声称携带了炸
弹。然而，警察和防爆犬排查后没
有发现任何异常。
新西兰航空公司发言人表示，
虽然没有发现可疑物品，但航空公
司仍决定取消该航班。

亿万富商之妻遭绑架
被索赎金 900 万欧元
据新华社微特稿 挪威警方 9
日说，挪威富商汤姆·哈根的妻子
安妮－伊丽莎白·哈根遭绑架，疑
为绑匪的人索要赎金。
安妮－伊丽莎白现年 68 岁，去
年 10 月 31 日起失踪。她的丈夫哈
根投资地产和电力等产业，在挪威
《资本》周刊发布的挪威富豪榜上排
名第 172 位，身家大约 20 亿美元。
挪威通讯社援引警方消息报
道，哈根位于首都奥斯陆东部的家
中出现疑为绑匪的留言条，要求以
网络虚拟货币“门罗币”支付赎
金。警方没有公开赎金数额。挪威
《世界之路报》 报道，赎金要求为
900 万欧元 （约合 1030 万美元）。
《世界之路报》 报道，绑匪警
告，一旦警方介入，就杀死安妮－
伊丽莎白。警方认为安妮－伊 丽
莎白在家中遭人劫持，尚未锁定
嫌疑人。挪威警方已经着手与欧
洲联盟刑警组织和国际刑事警察
组织合作。

想留下美好第一印象

试试抓住 27 秒

沙特女子因家暴出逃
澳大利亚或提供庇护
新华社微特稿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玛丽
斯·佩恩 10 日访问泰国，可能与泰方商议为
一名因为家庭暴力而逃至泰国的沙特阿拉伯籍
女子提供庇护。
澳大利亚政府 9 日声明，考虑为拉哈芙·
穆罕默德·库农提供庇护。这名女子现年 18
岁，因不堪家暴出逃。库农上周与家人在科威
特旅行时逃走，从科威特飞往泰国首都曼谷，
5 日抵达素万那普机场，试图转机前往澳大利
亚，入境时遭泰国执法部门拒绝。库农在机场
转机区经由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一旦遭遣
返，她的生命安全将受到威胁。

随着这一消息在互联网上扩散、且库农拒
绝登上返回沙特的航班，泰方 7 日允许她进入
曼谷，把她移交给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
署工作人员照顾。库农目前待在曼谷一家酒
店，拒绝与 8 日抵达曼谷的父亲和兄长相见。
库农的父亲否认女儿“身体和精神”遭受家
暴。泰国移民事务官员说，得知女儿平安，库
农的父亲“松了一口气”。她的家人 9 日与联
合国难民署工作人员见面，当天回国。
同一天，澳大利亚国土安全部说，联合国
难民署希望澳方为库农提供庇护；如果难民署
认可库农的难民身份，国土安全部将考虑接纳。

新华社微特稿美国一项涉及
2000 人的调查显示，工作面试或者
第一次约会，要想给对方留下美好
的第一印象，不用费多少时间，只要
抓住 27 秒就够，首先要记得微笑。
英国 《每日邮报》 9 日援引调
查结果报道，第一次见面时，70%
的调查对象在对方开口说话之前形
成对对方的第一印象，平均用时仅
27 秒；如果是男女首次约会，形
成 第 一 印 象 的 时 间 更 短 。
调查对象评出留下好印象的十
大方法。微笑排名第一，受 53%
的调查对象认同；礼貌得票相同；
随后是良好的谈吐、眼神接触、善
于倾听、体味清新、善于掌控对
话、肢体语言、语调和着装。
调查还显示，最容易破坏第一
印象的行为是体味难闻、傲慢和着
装不当。
这项调查由在线男性护理用品
平台“一美元剃须俱乐部”发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