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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消息 美国前对冲基金
经理人、前药商马丁·什克雷利 10日因
诈骗投资人钱财等罪名获刑7年。什克
雷利曾将一种艾滋病药物提价50倍，并
时常有不当言行，美国一些媒体将他称
为“最招人厌的人”。

纽约一家联邦法院法官作出这一
判决。除了 7年刑期，法院判决没收什
克雷利 736万美元财产和处以 7.5万美
元罚金。

什克雷利被捕后曾获保释，但去年
9月因违反保释条例再度回到监狱，缘
由是他在社交媒体上“悬赏”5000美元，
寻人揪下美国前国务卿和前“第一夫
人”希拉里·克林顿的一根头发。

曾将艾滋病药物提价50倍
美“最招人厌的人”获刑7年

《新京报》消息 记者从广西文物
保护与考古研究所获悉，考古人员在
对隆安娅怀洞遗址进行了 3个年度的
连续发掘后，已有一系列重要发现。
除出土1万多件文化遗物外，还发现了
距今约 1.6万年前的墓葬及包括完整
头骨在内的人类化石。这个人类头骨
化石是华南地区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
具有确切地层层位和可靠测年的完整
头骨化石，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隆安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卢杰英
表示，考古人员在遗址还发现了2处史
前人类用火遗迹以及距今 1.6万年的
稻属植硅体，并出土了种类丰富的动
植物遗存。

广西隆安发现1.6万年前
人类头骨化石

新华社天津 3月 12日电 又有流
星雨要光临地球了。天文专家介绍，
矩尺座伽马流星雨预计将于14日达到
极大，届时，感兴趣的公众有望观赏到
流星划过夜空的美妙场景。

天文教育专家、天津市天文学会
理事赵之珩介绍说，矩尺座伽马流星
雨的辐射点在子夜前后才会升起，因
此是一个适于后半夜观测的流星雨。
该流星雨活跃期几乎涵盖了整个3月，
今年极大预计出现在 3月 14日，距离
朔月只有3天，因此观测不会受到月光
干扰。

天文专家提醒，由于目前人类还
不能精确计算流星雨母体彗星尘粒的
分布结构，因而不能像预报日食、月食
那样，对流星雨的发生和规模作出准
确预报。对此，感兴趣的公众在观测
时应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矩尺座伽马流星雨
14日光临地球

北青网消息 最近，25岁的成都妹
子符雪薇在社交软件上发布了一张背
影婚纱照迅速收获了近 5000个赞、500
多条评论，还有不少人直说“看哭了”。
照片上符雪薇洁白的长裙拖地，头纱飘
逸只是身边身着西装、拄着拐杖的背影
有些佝偻。原来，这是25岁的符雪薇和
87 岁的爷爷符其全一起拍摄的婚纱
照。去年 9月，原本就多病的爷爷又生
病住院了，身体越来越不好。符雪薇虽
然暂时没有结婚的打算，但又担心生命
中最重要的人看不到她穿婚纱的样子，
符雪薇决定，和爷爷拍一组婚纱照，让
爷爷看到最美的自己，也完成自己的一
个心愿。

女孩和病重爷爷拍婚纱照
还把他头像纹在胳膊上

新华社北京 3 月 11 日电 针对
近期发生的“精日”现象，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沈阳“九·一八”历史
博物馆于 3月 10日共同发布声明，呼
吁不断完善相关法律，同时德法并重，
加强抗战历史教育。

联合声明中，三家纪念馆建议强
化文博场馆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加强
历史观教育。倡导文博场馆在展陈、
文物、图书等传统教育方式之外，加大
教育服务产品的研发。通过仪式性、
体验性、参与性的项目，将爱国主义与
游学、研学相结合，在现场学习中将爱
国变为活化的情感，将爱国主义变为
可实践、能落地的行动。

针对近期发生的“精日”现象
三家抗战纪念馆倡议
抵制历史虚无主义

新华社太原 3 月 11 日电 山西警
方提醒，一些培训机构向求职大学生推
出“培训贷”，侵害学生相关权益，求职
大学生需提高警惕。

“培训贷”是培训企业与信贷机构
合作，由大学生以个人名义向信贷机构
贷款作为“培训费”，“培训费”直接打入
企业账户，大学生无需出钱就能接受

“培训”。
山西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骗子一般会在网上发布“招聘信息”，在
面试过程中对求职大学生洗脑，以大学
生就业难为借口诱导大学生接受培
训。而对于没钱交培训费的学生，他们
就介绍到贷款公司贷款。“骗到钱后他
们进行简单培训，但根本提供不了长期
稳定的工作。”

同时，“培训贷”机构的合同条款
中，大都隐藏“霸王条款”。学生想要提
前终止合约，往往需要承担违约责任，
还面临高额违约金。这些贷款的利率
与高利贷相当，但大学生对这些套路并
不能很快识别，容易受骗，背负贷款产
生的高额利息。

警方提醒：
大学生求职时需防“培训贷”

新华社“雪龙”号 3月 11日电 正
在南极阿蒙森海及附近海域执行海洋
综合调查任务的中国第34次南极科考
队，日前搭乘“雪龙”号极地考察船深
入西风带中心海域和气旋影响区，获
得了南极绕极流核心区域全深度断面
观测数据。

科考队领队、首席科学家杨惠根
说，这是中国南极科考队首次在西风
带和南极绕极流核心海域开展全深
度断面观测，获得的数据对研究最近
几十年南大洋水团和环流变化有重
要参考价值。

中国获南极绕极流
核心区数据

小伙撞伤人后逃逸
母亲怒训：去跪倒给人认错

《成都商报》消息 “你今天去赔礼
道歉，跪倒给人家认错！”杨浩（化名）刚
走进家门，母亲便把他拖到一旁，用力
捶打，声嘶力竭训斥着眼前的“不孝
子”。面对母亲的训斥，杨浩一声不吭
地躲在角落里，脸上充满了悔恨。他知
道，自己已经犯了严重的错误。

2月27日晚10点过，家住温江的杨
浩开车回家途中，将一名行人撞翻在
地，看着满地的鲜血，杨浩脑子里一片
空白，在恐惧和慌乱中，他转动方向盘，
踩下油门驾车逃离了现场。在经历了
一夜的不安后，他决定躲藏，可没过多
久温江交警还是找上了门。在家人电
话劝说下，他返回了家中，随后发生了
上述的一幕。

杨浩声称，害怕患病的母亲担心，
不想给家里增加负担，才没有说自己撞
人了。不过，得知儿子撞人逃逸后母亲
大发雷霆，训斥他犯了错就要认错，不
能逃避。

谈到母亲当日训斥他的严厉行
为，杨浩表示：“我母亲虽然只有小学
文化，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但是她知道
是非分明，从小就教育我不能做违法
乱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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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洋洋搬家

搬公司、搬厂、专业搬
钢琴、空调拆装、起重、
长短途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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浔阳晚报旗下
生活服务平台

运通车检
电话：0792-8929666 18162121088
地址：市汽车工业园安顺路005号（昌河厂旁）

安检、环检、保险
一站式服务

小分类
大市场

我司招聘九江至昌北机场定制客运（7座商务车）驾
驶员6名。
具体要求：持有C证及以上驾照、有从业资格证、三
年内无责任交通事故、无违法犯罪记录、熟悉九江城
区道路、能迅速规划“门到门”接送旅客路线、遵规守
法、品行端正、团结合作、职业素质良好。
待遇：保底工资+各项奖励收入约3800元/月，试用
期2个月，一经录用，公司统一办理五险一金。
联系电话：13803569467 联系人：李先生

九江长运集团公司高速
客运分公司招聘启事

都 市 情 缘
没有婚托的婚介

海量信息 真实保密 假日不休！招聘红娘

96967会员，87年，170cm，城西港人，中专，
优企职员，月薪6000元，有婚房，诚实善良，有
担当，有上进心。觅：86-92年出生的女孩，愿
做上门女婿。
96886未婚女，92年，160cm，大专学历，医院
护士，活泼可爱，皮肤白皙，甜润柔和。觅：经商
或有稳定收入的男士。

网址：WWW.0792love.com
百合老师：8123820 QQ：2224386035
肖总电话：13879260948（可加微信）
地址：烟水亭电信营业厅附近大交通巷三楼（大华牙科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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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洲九悦廷小区
联盛超市旁，上
下两层，证上面
积93.4m2。

旺铺低价售
18779296455

浔阳路 308 号（秀玉茶楼旁）
100-3000平方米整体或分租。

18007927790 张先生
招
租

文在寅被外国电视台
当作杀保姆嫌犯
韩国炸锅

海外网消息 2 月 25 日，土耳其一
家电视台在报道中东发生的菲佣遇害
藏尸事件时，误将韩国总统文在寅的照
片当成嫌疑人播出。更可笑的是，当主
持人念到“嫌疑人夫妇被捕”时，画面
上，竟然出现了文在寅与美国总统特朗
普女儿伊万卡握手的照片。乌龙报道
令韩国社会极为不悦，韩国驻土耳其大
使馆要求该电视台删除新闻并道歉，韩
国网友也是愤愤不已。

不过荒唐的是，新闻从一开始就把
文在寅和菲佣受害者的照片并排展示，
让人自动联想到杀人嫌疑犯。而且，当
主持人说到“亿万富翁夫妇有作案嫌
疑”“嫌疑人夫妇被国际刑警组织抓捕”
时，画面上展出的却是冬奥期间伊万卡
访韩时与文在寅握手的照片。

据报道，短短 1分 40秒的新闻里，
文在寅以“嫌疑犯”的身份露面8次。

美直升机坠入纽约东河
机身完全淹没致5人死亡

海外网3月12日电 当地时间11日
晚间 7点，美国一架直升机失控坠入纽
约市东河中，目前有 5人受困。据最新
消息，受困的5人已确认死亡。

据英国《每日快报》报道，经美国联
邦航空局确认，事件发生在格雷西大厦
附近。有目击者捕捉事故发生时的画
面，并称：“它没撑过5分钟，现在看起来
机身已经完全淹没了。”

报道称，直升机落入河中后，有1人
试图脱困，另外5人被困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