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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近日批
准了一款新型减肥装置，医生只需要通过
一个小小的外科手术，将一根管道插入你
的胃部，就可将胃部未消化的食物导出排
至厕所，减少人体摄入，成功减肥。

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2016年的一份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球胖子的数量
已经超过瘦子，其中中国肥胖人数更是位
居全球首位，拥有4320万肥胖男性和4640
万肥胖女性。众所周知，肥胖虽然不是严重
问题，但伴随着肥胖而来的疾病不容忽视。

为解决减肥难题，美国 FDA 近日批
准了一款叫做 AspireAssist 的怪异新型装
置。医生只需通过一个简单的外科手术就
可在患者腹壁上安装一个圆盘形的通阀，
内部安装一根导管，一头连接在胃部，一
头则接在圆形端口上。通常在进食 30 分
钟之后，患者就可以将外部的一个连接器
和导管插在通阀上，打开通阀，胃中的食
物就会通过导管缓缓地流出体外。而这
时，只要将外部的抽取装置放置在厕所
旁，这些食物就会流入厕所，整个过程持
续5～10分钟便可将食物排除干净。

据悉，该装置大概能够将胃部30%的食
物抽取出来，从而控制卡路里摄入，防止体
重增加。FDA表示，该装置只适用于使用常
规不手术减肥方式失败的患者。

当然这个装置也并非尽善尽美，需要
患者更多的精力去护理。首先，由于腹部周
长的变化，患者必须得调整自己腹部通阀
的位置。其次，患者还同样需要频繁的医疗
检查，以监控装置的使用状况。该装置上设
置有安全功能，可以跟踪记录患者使用抽
取导管的次数，而且在患者使用115个周
期后就会自动停止工作，这相当于五到六
周的治疗时间。在此之后，患者需要就医，
重新更换装置，以便继续该疗法。此外，使
用该装置还会产生一定副作用，包括恶
心、呕吐、便秘和腹泻等。 （综合新华网）

挪用公款440万日元
东京都知事“报销”
陷政治资金丑闻，舛添要一15日宣布辞职

日本东京都知事舛
添要一15日向都议会递
交辞呈，陷入挪用公款丑
闻的他正式宣布辞职。

在5月初曝出政治
资金丑闻后，舛添持续
遭到来自政界、媒体、民
众的批评，但其本人始
终不辞职。本月14日和
15日，包括曾在都知事
选举中支持舛添的自民
党、公明党在内的东京
都议会所有党派陆续向
东京都议会提交对舛添
的不信任案。

舛添现年67岁，曾
担任日本厚生劳动大
臣，2014 年 2 月当选东
京都知事。在曝出公款
私用丑闻后，经相关律
师调查，舛添曾使用政
治资金支付私人旅行住
宿费、家庭聚餐费，相关
金额达 440 万日元（约
合27.4万元人民币）。

此前一天，舛添哭
求议员们让他多任职一
段时间，以保住东京面
子。当天，舛添谈到家
人，哽咽着说：“如果考
虑到孩子，我在一个月
前就想辞职，现在也想
辞职。”他用手帕擦去眼
泪，继续说：“我忍到今
天是因为不想在里约奥
运会上东京成为别人的
笑柄。求求你们了，希望
保住东京的名誉。”他还
恳求说，9 月的都议会
例行会议上“把自己交
给你们处理”。他甚至恳
求说，自己可以不领取
工资。不过，日本前横
滨市市长中田宏讽刺
舛添“哭求留任”是为
了“到里约最后一次公
款旅游”。

舛添是继前两任知
事石原慎太郎及猪濑直
树后又一位在任期途中
辞 职 的 都 知 事 。分 析
称，舛添辞职可能对4
年后的东京奥运会和残
奥会组织工作造成影
响。舛添于 2014 年 2 月
就任东京都知事，他辞
职后东京都将在 50 天
内举行知事选举。

跟家人旅行

37万

中国女游客泰国上吊
警方先合影再放遗体？

泰国普吉警方 13 日在某酒店附
近的足球场发现一名女子轻生，她绑
绳子在树干上吊，已经死亡超过7 小
时，一脚还搭在底下蓝色椅子上，死
相诡异。根据身旁包中的护照确认死
者身份为年约 40 岁的中国籍女子，
正在联络家属。不过警方在现场的

“合照”引网友讨论，不理解为何要先
合照再放下遗体。

普吉警方13日早上6时接获民众
报案，称一名外籍游客在足球场旁上吊
自杀，警方与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发现
树干上吊挂一名身穿蓝色花上衣、短
裤的女子，脖子上系着一条白色的尼
龙绳。法医确认她已经气绝身亡超过2
小时，警方打开小背包，找到2本护照、
手机、少许现金和小钱包、日用品等。护
照资料显示，死者名为 Mrs. CHUN
YU MENG，40岁，为中国籍女游客。

警方目前已经通知中国驻泰大使
馆，正在联系死者家属，确切死因及案
情仍待进一步调查厘清。（法制晚报）

中国大陆26所大学
入选亚洲大学百强

英国QS全球教育集团14日发布
的 2016 年“QS 亚洲大学排名”显示，
26 所中国大陆大学进入亚洲百强大
学行列，比去年新增1所。

根据这份排名，排在前10的两所
中国大陆大学分别是第五名的清华大
学以及第九名的北京大学。此外，新加
坡国立大学蝉联榜单头名，香港大学
排第二，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位列第
三。总体来看，前10榜单中，中国香港
有4所大学入选，新加坡、韩国和中国
大陆则各有两所大学入选。日本排名
最高的大学是位列第13的东京大学。

据 QS 全球教育集团介绍，今年
的最新排名在去年的基础上增加了
50所大学，对亚洲地区前350所大学
进行排名比较。今年中国共有 124 所
大学入选，其中中国大陆82所、香港7
所、台湾34所、澳门1所；日本和韩国
则分别有74所和54所大学进入榜单。

“QS世界大学排名”与“泰晤士高等教
育世界大学排名”及“世界大学学术排
名”被认为是世界三大具有影响力的
全球性大学排名。 （新华社）

载上海游客大巴在美翻车
1人死亡多人受伤

据中国驻美大使馆消息，一辆
载有 17 名中国公民的旅游巴士当地
时间 14 日下午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公
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导致至少 1 人死
亡，多人受伤。

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当地
时间14日下午5点左右，一辆载有中
国游客的大巴和一辆小轿车在美国首
都华盛顿附近的高速公路相撞，大巴
翻车，已致1名中国游客死亡，19人受
伤。据当地警方称，其中3人重伤。已
有17人送入当地医院救治。

这起事故发生在亚历山德里亚市
的乔治·华盛顿公园大道上，出事地点
靠近当地著名旅游景点，美国第一任
总统乔治·华盛顿的故居。据当地警方
介绍，当时这辆巴士与另一辆汽车相
撞，然后滑出公路并倾覆。经使馆初步
核实，这辆大巴上的中国游客来自上
海一个旅行团。 （法制晚报）

反省：将卖掉私人别墅，以免引发公众忧虑
日本媒体报道，舛添此前被曝挪用“巨额海外差旅费”，其中包括将

37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3万）的家族旅行费用当成政治资金报销、48次
使用公车前往自己家的温泉别墅。此前道歉时，舛添称将卖掉位于温泉
度假区的私人别墅，以免“继续引发（公众）忧虑”。

这些钱
他都干了啥

此次公款消费丑闻中，检方调查显示，舛添涉及的金额为440万日
元（约合27万人民币），项目涉及巨额海外差旅费、住高级酒店、支付餐
饮消费、购买艺术品和娱乐类书籍、土特产等。

据悉，挪用公款事件大多发生在2009年至2014年初，即舛添当选
东京都知事之前。舛添 2001 年首次当选国会参议员，2007 年 8 月至
2009年9月在安倍晋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三任内阁中担任厚生劳
动大臣。

1

弥补：将自掏腰包，把与住宿和餐饮费相同数目的钱捐给慈善机构
据悉，舛添在自己家和别墅周围的餐饮店有14次公款消费，合计

约为114万日元（约合7万元人民币）。舛添6次携家人入住酒店而以公
款支付住宿费，他自己称在住宿期间曾与支持者见面。舛添表示，他将
自掏腰包，把与住宿和餐饮费相同数目的钱捐给慈善机构。

解释：作为政治家，需要提高美术素养以用于政治活动
舛添还用政治资金购买艺术品、小说。舛添的律师说，作为政治家，舛

添需要提高美术素养以用于政治活动，小说则被他用于研究日本风俗。

解释：选民抱怨书中语言对孩子有不良影响，希望管一管
舛添甚至用公款买了《蜡笔小新》等漫画书。据悉，舛添当时

出差，与家人同行，被指“可能是为孩子购买”。舛添先前解释称，
买《蜡笔小新》是因为有女选民向他抱怨书中语言对孩子有不良
影响，希望他想办法管一管。一本《蜡笔小新》在日本售价仅为
400日元(约合25元人民币)，舛添的做法让日本民众大跌眼镜。

解释：穿上汉服才能写好书法，会写书法才有助于政治活动
日本《产经新闻》透露，东京地方检察院还出示了一张舛添政治资

金收支账目中的收据。收据显示“2011年3月12日舛添在中国上海购买
了2件中式丝绸汉服、还有笔墨等书法用具等，共计13.9万日元(约合
8646元人民币)”。对于为何要购买2件中国汉服，检察院的人说，据舛添
交代称“穿上汉服才能写好书法，会写书法才有助于政治活动，所以购
买了中国的汉服以及书法用具”。

……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人民网）

在家附近吃饭

114万2

买艺术品

金额不详3
买《蜡笔小新》

400

在中国买汉服

13.9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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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FDA批准减肥新法

肚皮打个洞
食物往外送

1. 医生通过外科手术在患者腹壁安装圆
形通阀
2. 内部安装一根导管，一头连接在胃部
3. 进食30分钟之后，患者可将外部连接
器和导管插在通阀上
4. 打开通阀，胃中的食物就会流出体外
5. 5～10分钟可将食物排干净

15日，东京，舛添要一（前左）递交辞呈后在都议会会议上鞠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