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阿拉斯加州一所小学日前
发现了一起三名一年级小学生试图
谋划毒杀另外一名同学的事件，不
过这起策划并未真正实施，而是被
一名无意听到该计划的学生上报给
了老师。该事惊动了警方，但后者最
终决定不对这3名学生采取行动，而
是交由学校老师处理。

据悉，涉事学生目前已被停课。

这起“儿童杀人案”也在美国掀起轩
然大波。

计划将硅胶放进午餐
毒死同学

美国媒体报道称，事情发生在
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的温
特博里契约学校。3名还在读一年

级的女孩，谋划将一袋硅胶放在另
外一名孩子的午餐中，并试图毒死
对方。该校校长莎娜于3月22日向
所有学生家长发送邮件通报了这
一事情。事实上，这3名小女孩所计
划用到的“毒物”，是从密封食品袋
中找到的一小袋装有硅胶的物质，
这种东西常被用作干燥剂，但却没
有毒性。不过这3名小女孩以为，这
就是有毒物质。

安克雷奇市警察局的发言人詹
妮弗称，一名儿童无意间听到她们
的计划后，将此报告给了学校老师。

“我们非常感谢这位学生能在如此
小的年纪，就知道把这样的事情告
诉老师。”詹妮弗称，“我们从这件事
中，学到的重要一课是，一定要教给
你的孩子，如果听到类似计划，或者
发现有人试图给别人带来伤害时，
一定要立即告诉自己所信任的人。”

学校发言人海蒂称，校方已安
排心理学家和3名涉事小女孩进行
过谈话，以便了解她们是否明白自
己要做什么，这究竟是打算搞一出
恶作剧，还是她们真正想要伤害其
同学。“所有这些问题都会进行讨

论，尤其是她们的年纪还这么小。”

同学间的不合
更多细节还在调查

警方称，这次谋划毒杀案件起
因是这3名女孩和另外一名孩子不
合，但却没有透露更多其他细节。

“在调查期间我们无法透露任何信
息，仍有许多谈话要做，我们需要了
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学生们的
感受。”海蒂称，校方还和上报此事
的学生进行了谈话。

虽然此事惊动了警方，但警方
最终却决定不对这3名小女孩采取
任何行动，而是将纪律管理权交到
校方手中。校方在发现这起毒杀谋
划的同一天，就给所有家长发了邮
件。邮件中称此事引起“严重后果”。

海蒂称，她无法透露这3名小学
生将面临何种处罚的具体细节。但校
长莎娜此前在接受采访时称，涉事学
生目前已被停课。而在被问及发生此
事后，担心的家长是否打电话到学校
询问时，海蒂回应称，“没什么重要的
事情发生”。 （综合参考消息）

全球通用
拒绝脸

皱起的眉头、紧抿的嘴唇、抬
起的下巴……人们经常用这样的
面部表情表达否定或“不”的意思。
近日美国科学家研究发现，这种

“拒绝脸”的面部表达方式在全球
都是通用的，不论你身在世界上哪
个国家，或者说哪种语言。

据外媒报道，美国研究人员经
调查后发现，全世界的人都会用这
种“拒绝脸”来表达否定或者负面

的情绪，不论是在英语、西班牙语
还是中文，甚至是手语中，人们都
能通过面部表情轻易地表达出

“不”的意思。
而这种面部表情动作是全球

通用的。研究人员认为，“拒绝脸”
是融合了厌恶、愤怒和蔑视的混合
体。他们之所以寻找这一表情是因
为，在人们能够进行交谈之前，辨
别危险的能力是人类生存的关键。

研究人员对约 158 名分别以
英语、西班牙语、中文为母语和使
用手语的学生做了一项调查，观察
学生们在被问及“一项研究表明，
学费应该提高 30%。你觉得怎么
样？”这一问题时的表情。他们在仔
细分析后得出结论，在一个句子或
手语中，在相同频率下，人们的脸
部通过肌肉收缩会形成表达反对
的表情。这也就是说，人们会像使

用语言或手语一样，本能地使用面
部表情来说“不”。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认知学
专家亚历克斯·马丁内斯是该研究
的首席研究员。他说，“就我们所
知，这是首份且独特的证据，表明
我们使用面部表情来表达负面判
断时，这种面部表情已经融合成语
言中一种独特的、通用的部分。”

（综合中国日报）

皱起眉头、紧抿嘴唇、抬起下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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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天休假正从纸面走进现
实。自4月1日起，山西省晋中市、
江西省吉安市开始正式实行2.5
天休假模式，这两地机关事业单
位的工作人员一个月可享有两
次周五下午调休安排。为了避免
影响群众办事，两地均提出相关
措施，要求不得因弹性休息而影
响工作正常运转。

真在休了
8省市发文鼓励2.5天休假

国务院办公厅去年8月份
下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旅游投
资和消费的若干意见》，首次提
出鼓励“周五下午与周末”2.5
天休假。

此后，各地积极响应，记者
梳理发现，目前已先后有河北、
江西、重庆、甘肃、辽宁、安徽、陕
西、福建等8个省市正式出台意
见，明确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
和单位实行2.5天休假模式。

譬如，今年2月初公布的《陕
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旅
游投资和消费的实施意见》明确
提出，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单位
根据实际情况，依法优化夏季作
息安排。有条件的行政、事业、企
业单位可按照“先行先试”的原
则，实行2.5天的周末休假方案。

一些城市率先出台实施办
法，明确了2.5天休假的具体实
施时间表。今年3月21日，江西省
吉安市公布《吉安市周末弹性作
息制度试行办法》，提出全市每

年从4月1日至10月31日实行周
五下午弹性作息制度，原则上每
位工作人员一个月可享有两次
周五下午调休安排。

山西省晋中市去年12月下
发《推行全市周末弹性作息实施
办法（试行）》，明确每年从4月1
日至10月31日期间实行周五下
午弹性作息。原则上每位工作人
员一个月可享有两次周五下午
调休安排，每周五下午不少于一
半工作人员在岗。

此外，贵州省黔南州明确，
每年5月1日至10月31日每周五
的下午，由各单位自行安排轮流
休假。江西省上饶市提出，每年
的6月1日至8月31日实行周五下
午与周末休假。

有人吐槽
机关事业单位“小众福利”？

从上述已明确实施的地区
来看，2.5天休假的实施人群多
集中于机关事业单位。例如，晋
中市明确，本办法适用于全市党
政机关、团体、事业单位，社会组
织、企业可比照本办法执行，政
府窗口服务单位暂不实行。

吉安市提出，本办法适用于
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本市范围内的各类企业及中央、
省属单位可参照执行。

有声音指出，很多私企连周
末双休、带薪休假都落实不了，
2.5天休假在企业中恐怕难以实
施，从而有可能会沦为机关事业

单位的“小众福利”。
国家旅游局曾明确指出，弹

性作息需要在遵循国家法律规
定每周40小时工作时间的前提
下，将周五下午的工作时间提前
安排到其他工作日中，使周五下
午腾出来与周末结合外出休闲
度假，而不是缩短每周法定工作
时间、周五下午直接安排放假。

影响办事？
多休的半天其他时间补

如何保证国家法定工作时
间？对此，晋中市提出，周五下午
休假减少的工作时间，可采取以
每周增加2小时工作时间，或将
平时加班时间、法定节假日值班
轮休时间调剂到星期五下午等
方式予以解决，也可以考虑把带
薪休假挪过来调剂执行。

机关事业单位实施2.5天休
假，会否影响正常工作和群众办
事？对此，晋中、吉安均提出措
施，避免因休假影响正常工作。

晋中市规定，政府窗口服务
单位暂不实行。每周五下午不少
于一半工作人员在岗。

吉安市提出，单位实行周末
弹性作息制度，应当遵守国家法
定工作时间，统筹安排好所承担
的法定工作职责，保障公民、法
人及其他组织的公共服务需求。
具有对外服务职能的单位，应加
强服务窗口岗位人员排班值守，
不得因弹性休息而影响工作正
常运转。 （综合北京晚报）

3月3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美
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为出席第四届核
安全峰会的各国领导人举行的宴会。
习近平抵达宴会厅时，受到奥巴马热
情迎接。宴会开始后，奥巴马首先致欢
迎辞，积极评价核安全峰会启动6年来
取得的成绩。随后，奥巴马请习近平主
席首先发言。习近平强调，加强国际合
作，打击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是国际社
会共识。核安全挑战很大，但我们决心更
大。反对核恐怖主义困难很多，但我们办
法更多。核安全没有止境，也没有捷径。
中方期待同各方探讨如何加强国际核安
全体系，筑牢我们的核安全防线。

当天，习近平会见了奥巴马。这是
中美两国元首今年的首次会晤，对推
动两国关系继续健康稳定发展意义重
大。中美元首发表中美核安全合作联
合声明和第三份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是此次“习奥会”的一大亮点。

中美核安全合作联合声明

中国和美国宣布，双方于2016年2
月20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了首次
双边核安全对话。我们计划继续开展年
度双边对话，以便就防止核恐怖主义加
强合作，并继续落实核安全峰会目标。

今天，通过承诺提供专家资源和资
金及实物捐助，向有关国际机构根据各
自授权开展的核安全工作提供有力支
持，我们进一步展示了共同信念，即强有
力的沟通与合作对实现核安全至关重
要。我们注意到，双方尤其在以下领域取
得了显著成果，并仍在继续保持接触：

在将使用高浓铀燃料的微型中子
源反应堆改造为使用低浓铀燃料方
面，中国北京附近的示范微堆最近已
使用低浓铀启动，我们对此表示满意。
以这次成功的合作为基础，中国将继
续与美国合作，改造位于深圳大学的
高浓铀微堆。此外，中国和美国共同致
力于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尽快帮助
加纳和尼日利亚改造其微堆。中国重
申愿意应有关国家请求，对所有其他
中国出口的微堆实施改造。

在打击核走私方面，中美两国声
明，将不断致力于防止恐怖分子、犯罪
分子以及其他非授权行为体获取核及
放射性材料。双方认识到加强国际合
作以打击核走私活动的必要性，将继
续寻求机会，深化双方在调查核及放
射性材料走私网络，探测、追回脱离监
管的核及放射性材料并确保其安全，
以及成功抓捕并起诉相关犯罪分子等
方面的共同努力。（有删节）

中美元首气候变化联合声明

中美两国将于4月22日签署《巴
黎协定》，并采取各自国内步骤以便今
年尽早参加《巴黎协定》。他们还鼓励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其他缔约
方采取同样行动，以使《巴黎协定》尽
早生效。两国元首进一步承诺，将共同
并与其他各方一道推动《巴黎协定》的
全面实施，战胜气候威胁。

两国元首认识到，《巴黎协定》标
志着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性承诺，也
发出了需要迅速向低碳和气候适应型
经济转型的强有力信号。为此，两国元
首也承诺今年双方共同并与其他国家
一道努力在相关多边场合取得积极成
果，包括《蒙特利尔议定书》下符合“迪
拜路径规划”的氢氟碳化物修正案和
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应对国际航空温室
气体排放的全球市场措施。（有删节）

本组稿件据新华社

美国挫败一起“儿童杀人案”

报告老师：
三个小朋友要杀同学

中国小伙伊朗遭霸王碰瓷
文章是抄的？

昨天，成都商报对某投资理财账
号发表的“中国小伙在伊朗遭霸王碰
瓷：把我两个女儿娶回去”提出多个疑
点后，网友们也开始对今年初这段传
奇经历进行扒皮。成都商报发现，不但
所谓“宋先生”所提供的他母亲和两个
伊朗媳妇的照片是4年前的风光人物
摄影，甚至整篇文章都脱胎于十年前
一篇国际旧闻。

这篇旧闻于2006年发表在国际在
线网站上，题目为“男女比例严重失
调，百万伊朗女孩嫁不出去”，作者为
特约记者李小鲸。文中写道“几年前，
有个中国人在德黑兰开车不小心撞倒
了一个伊朗老太太。老人家不要赔钱
也不上医院，惟一的要求是让这个中
国男子在她两个未出嫁的女儿里，任
选一个娶回家，两个都娶更好。那个中
国人被纠缠了很久，最后才把事情平
息。”这段话同该公号有关宋先生奇遇
一文的第一段话基本完全相同。该公
号只是把事发时间改为今年2月，当事
人写为湖南小伙宋先生。

成都商报发现，该文章最后一段
“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使伊朗损失
了近60万的青壮年男子……”是整段
抄自国际在线文章，讲到契约婚姻模
式时还把里面不好的内容都删掉了。
此后该公号添油加醋，将“宋先生”的
经历进行丰富，增加了“拐角散步”、

“天黑下雨”等细节，还有“容貌出众”、
“倾国倾城”等夸张的形容词，网友称
“就是为了骗中国的男屌丝们，满足他
们的幻想。” （成都商报记者 蓝婧）

犯罪未遂
3名还在读一年级的

女孩，谋划将一袋硅胶放
在另外一名孩子的午餐
中，试图毒死对方

一名儿童无意间听
到她们的计划后，将此报
告给了学校老师

硅胶投毒
计划用到的“毒物”，

是从密封食品袋中找到的
一小袋装有硅胶的物质

这种物质常被用作干
燥剂，没有毒性，不过3名
作案者认为这是有毒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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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昨日通过最高人民检察院
官网获悉，2015年9月，上海市公安部
门依法查处一起跨全国多省市仿冒
品牌婴儿奶粉案，犯罪嫌疑人生产假
冒奶粉1.7万余罐，销售给郑州、徐
州、长沙、兖州等地经销商，并进一步
销售到全国多个省市。据悉，上海市
检察院第三分院对其案件的6名犯罪
嫌疑人作出批捕决定，对1名犯罪嫌
疑人作出存疑不捕决定。

记者通过最高检于2016年3月22
日在其官网发布的检察动态中了解
到，2015年9月，上海市公安部门接到
报案后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陈某等
人仿制多个品牌奶粉罐，并收购低
档、廉价或非婴儿奶粉灌装生产假冒
著名品牌奶粉，销售给郑州、徐州、长
沙、兖州等地经销商，并进一步销售
到全国多个省市，造成较大影响。

由于案件涉及地区广泛、人员
多、案情复杂，审查难度比较大，该院
侦查监督处根据司法改革落实办案
责任制的要求，在收到市公安局治安
总队的案件信息后，即指派检察官张
嘉钧等依法主动提前介入，在公安机
关报捕前了解案件情况，与公安机关
共同研判案情。

官网信息显示，2016年1月8日，
公安机关对涉案的陈某等7人正式报
请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陈某、唐某
组织他人仿制假冒品牌奶粉罐、商标
标签，收购低档、廉价或非婴儿奶粉，
在非法加工点罐装出售，共计生产销
售了假冒奶粉1.7万余罐，非法获利
将近200万元；犯罪嫌疑人谷某、郑某
明知他人用于制假，仍为他人生产假
冒品牌奶粉罐；犯罪嫌疑人潘某、吴
某参与假奶粉的灌装生产，并提供用
于制假的低档、廉价奶粉。
（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 法制晚报）

它是融合了厌恶、愤怒
和蔑视的混合体，表达
“不”的意思

研究发现：全世界都用
“拒绝脸”来表达否定
或者负面情绪

研究目的：交谈前，辨
别危险的能力是人类
生存的关键

专家：这种面部表情已
融合成语言中一种独
特的、通用的部分

两个城市开休2.5天假
网友：别成“小众福利”

@秋色789：举双手赞成。经济越发展、社
会越进步，人们的休闲时间理该增长。
@无心秋雨：既然开了个头，就是好事情，
慢慢地就会普及开来。
@叶天：多出的半天时间可以让我有充
足的时间赶去目的地，享受一个完整的
周末。
@陈建国：时间限制距离与消费。千万别
小看了这半天时间，如果这样的休假制度
全面实行，将大大刺激旅游发展。

网 友 声 音

@嬉笑怒骂V：建议关注一下有多少人可
以享受到双休，不要让休假时间的“贫富
差距”越拉越大……
@网友：很多私企连周末双休、带薪休假
都落实不了，2.5天休假可能会沦为机关
事业单位的“小众福利”。
@笑York：办事机构、窗口单位坚决不能，
不然找谁去，不能把休息转嫁到群众办事
的不便上。
@歆歆：虽然有“保证每周法定40小时工
作时间、不影响群众办事”的前提，但毕竟
还是改变了原先的服务供给结构，要完全
规避影响并不现实。
@同城旅游苏峰：如果要休假，周一至周
四就要每天工作9个小时，操作起来有些
不切实际。

拍

赞

3名小女孩打算将“硅胶”放到同学的午饭中投毒

事发小学位于美国阿拉斯加

1.7万余罐假奶粉
流入全国多地
上海检方：已批捕6人

中美将防恐怖分子
获取核及放射性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