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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方将首次“上门”调查李明博

韩国检察机关工作人员25日通知
媒体记者，检方计划26日下午前往首
尔东部看守所，当面问讯被关押在那
里的前总统李明博。

检方指称李明博涉嫌12项罪名，
包括收受贿赂、非法挪用资金、逃税、
滥用职权、非法藏匿文件以及违反选
举法。如果全部罪名成立，李明博将面
临最多45年监禁。

检方说，考虑到李明博前总统的
身份，调查人员按相关法律给予优待。
因此，检方没有在李明博被捕当天问
讯，而是给他休息时间。

按韩联社的说法，鉴于李明博先
前拒绝出席签发逮捕令的听证会，批
评检方调查属于“政治报复”，他可能
不会接受检方进一步调查。检方可拘
押李明博最多20天，而后正式起诉。拘
留李明博的截至日期为4月10日。

此外，韩国检察机关消息人士24日
说，鉴于李明博妻子金润玉受贿嫌疑越
来越大，检方将传唤她接受问询，时间
最早可能定在下周。考虑到金润玉前第
一夫人的身份，这次问询或秘密进行。

一旦金润玉遭检方传唤，她将成
为韩国历史上第三名遭检方问询的前
第一夫人。 （新华社）

广州情侣改装面包车：
查资料拆后座装水电

高震和婷婷之前在广州生
活，从事广告类工作，拥有自己
的视频工作室和摄影棚。后来，
高强度的工作让他们觉得麻
木，怎样才能重新找到灵感？思
考良久，他们做了一个大胆的
决定：自驾游穿越中国，还可以
边旅行边工作。

高震和婷婷这两天正在浙
江温州，他们最近想要沿海旅
行。自从2017年春节后出发以
来，他们已经旅行了一年多。

“我们只有大概的方向，没
有很具体的计划。”高震告诉红
星新闻记者，他们基本上是走
到哪里算哪里，只有去年大概
算了一下，8月份在西藏，9月份
在新疆，沿途去的其他地方都
很随机。他们基本不去景区，也
不走高速，都走省道、小路等，
寻找不一样的风景。

高震介绍，刚刚萌生这个
想法时，父母和很多朋友都反
对，觉得不现实，“他们说把钱
花光自然就回来了。”但是婷婷
的大伯和弟弟很支持，他们也
决定坚持下去。

不过旅途的消费确实是个
大问题，两人存款不多，该怎么
办？他们想到一个办法：买车自
己改装。

他们买回来一辆普通小面
包车，高震查阅了很多资料，拆
除了后座，做了隔音和隔热层，
又在车上安装了地板。为了方
便做饭，高震又加装了水电设
施。车胎也换成了专门用于越
野的车胎。经过三个月的改造，
2017年春节之后，他们出发了。

英国信息监管局调查人员23日搜
查英国剑桥分析公司在伦敦的办公地
点。这一数据分析公司不仅被指受雇
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竞选团
队，试图利用大数据技术影响美国总
统选举结果；还被指受雇于英国“脱
欧”阵营，影响英国脱离欧洲联盟的全
民投票。

英国战略实验室公司旗下的剑桥
分析公司分析数据、建立模型，以预测
并影响政治活动中公众的选择。美国
和英国媒体此前报道，剑桥分析公司
2016年6月起受雇于特朗普的总统竞
选团队，未经授权获取5000万脸书用
户的数据，随后分析数据、建立模型，
试图利用大数据技术影响美国总统选
举结果。

特朗普竞选团队否认使用过剑桥
分析公司数据，声称竞选所用选民数
据全都来自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仅雇
用剑桥分析公司做电视广告，与一些
数据员有过合作。

脸书公司创始人、首席执行官马
克·扎克伯格21日承认，脸书在保护用
户数据方面犯了错误。扎克伯格23日
现身国会，就脸书用户数据外流作出
解释。

与此同时，英国《卫报》23日继续
爆料，剑桥分析公司前政治分析师布
里塔妮·凯泽指认，剑桥分析公司为英
国“脱欧”阵营做了大量工作，对外却
矢口否认。凯泽2014年至2018年初供
职于剑桥分析公司。

英国商人、“脱欧”阵营“大金主”
阿伦·班克斯澄清称，“脱欧”阵营从未
从剑桥分析公司收取过数据分析资
料。剑桥分析公司确实想卖，但他没有
买。不过，班克斯的赞助对象之一、英
国独立党承认，给剑桥分析公司提供
过数据用于分析。英国独立党同样致
力于“脱欧”。

就脸书用户数据泄露，英国信息
监管局向法庭申请了搜查令，获准后
派遣调查人员进入剑桥分析公司位于
伦敦的办公地点。

英国媒体报道，大约20名调查人员
得到大厦安保人员放行，进入剑桥分析
公司办公室，查阅数据和文本资料。

英国信息监管局一名发言人说：
“此次调查只是一小部分，整个调查将
涉及个人数据被分析利用于政治目
的。我们现在需要搜集资料、评估和审
视证据，才能得出最后结论。”

至于脸书用户数据如何“失窃”，
媒体报道称，英国剑桥大学心理学教
授亚历山大·科根2014年推出应用软
件“这是你的数字化生活”，以个性分
析测试的名义投放脸书平台。27万名
脸书用户下载这款软件。而科根“窥
视”这些用户的“朋友圈”，实际获取多
达5000万用户的数据并移交给剑桥分
析公司。

不过，就媒体曝光的脸书丑闻，脸
书、剑桥分析公司和科根都拒绝“背
锅”。英国剑桥分析公司代理首席执行
官亚历山大·泰勒23日致歉公众，但坚
称剑桥分析公司一直以为，公司获取
的原始数符合脸书的用户服务条款以
及数据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剑桥分析公司首席执行官亚历山
大·尼克斯在丑闻曝光后已被停职。

同步播报
马斯克加入“删除脸书”运动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埃
隆·马斯克23日加入“删除脸书”运动，
删除了他执掌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和
特斯拉公司在社交媒体脸书上的官方
页面。“脸书是什么？”马斯克当天上午
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回复沃茨阿普
（WhatsApp）公司联合创始人布赖恩·
阿克顿时写道。随后马斯克说，他“没
意识到”自己的公司有脸书页面，表示
会将相关页面删除。

此外，包括美国知名歌手雪儿在
内的不少明星也加入了“删除脸书”运
动。 （新华社）

前出岛链
旅长团长飞在第一梯队

前出岛链远洋训练和战巡南
海的空军飞行员，牢记“仗怎么
打、兵就怎么练”的战略要求，紧

贴使命任务强化实战化军事训
练。多型多架战机飞越宫古海峡
前出西太平洋，检验提升远海体
系作战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
国际实践。组织多型战机南海联
合战斗巡航，以制空作战、突防突

击为主要样式，提高有效履行使
命任务能力。

军事训练是未来战争的预演，
是最直接的军事斗争准备。空军前
出岛链远洋训练中，旅长、团长飞
在第一梯队，用“越是艰险越向前”
的豪气胆气，书写“传承红色基因、
担当强军重任”的答卷。空军航空
兵某团团长陈亮表示：“无论训练
环境多么复杂，训练区域多么陌
生，飞行员们都勇往直前，一直保
持临战的思想、迎战的姿态、实战
的标准，锤炼了‘一不怕苦、二不怕
死’的血性胆魄，提升了备战打仗、
能打胜仗的本领。”

战巡南海
苏-35战机不断亮剑

战巡南海的空军战机中，具备
制空作战和对地、海面目标精确打
击能力的苏-35战机不断亮剑。
苏-35战机开展实战化军事训练，
有助于增强空军远程远海作战能

力。空军航空兵某旅飞行大队长王
精奇表示：“列装苏-35战机以来，
飞行员们在强化战斗精神上有个
共识，现在钢多了，气要更多，骨头
要更硬。要在传承红色基因、担当
强军重任中，时刻坚定备战打仗的
信念，紧贴实战需要，提高实战能
力，在党和人民需要的时候不辱使
命、制胜空天。”

中国空军作为战略性军种，近
年来活动范围由陆地向远海远洋
延伸，兵力运用从单一平台向构建
体系发展。前出第一岛链、飞越多
个海峡、展翅西太平洋，战机航迹
不断远伸，体系能力越练越强，成
为有效塑造态势、管控危机、遏制
战争、打赢战争的重要力量。

空军发言人表示，空军牢记新
时代使命任务，在远洋训练、战巡
南海中拓展战略视野，努力使作战
能力与维护战略利益、提供战略支
撑的使命任务相适应，坚定不移维
护国家主权、保卫国家安全、保障
和平发展。 据新华社

两个人，一条狗，一辆房车，环
游中国。这是很多热爱旅行的人心
中的梦想，高震和女友婷婷把它变
成了现实。他们一路欣赏美景，发出
的视频和照片惊艳了朋友圈，也因
此走红网络。

如今，改装房车去旅行成为一种
时尚，一些旅游达人受到网友追捧。

但是，这件事情近日被公安部
交通管理局官方微博“公安部交通
安全微发布”发文提醒：所有的改
装必须在安全、合法的前提下进
行，改装前认真查阅法律法规，确
定可以改装的项目，并且最好交由
手续齐全的专业改装企业来改装。

中 国 空 军 轰 -6K、 苏 -35 等 多 型 战 机 出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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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情侣自驾面包车环游中国
且慢！公安部门提醒勿非法改装

不过，广州这对情侣自驾房车
旅行这件事，近日被公安部交通管
理局官方微博“公安部交通安全微
发布”发文提醒，指出非法改装太危
险。“我们也关注到了这条浪漫的消
息，并祝这对小情侣生活幸福。不
过，出于职业敏感，我们向大家普及
一下关于机动车改装和变更登记方
面的一些规定。”

官微提到，高震他们涉嫌非法
改装的项目有——拆除后座；增设
柜子、床、灶台等生活设施；轮胎；增

设水路、电路。
需要办理变更登记的项目有

——车身颜色：应变更为改装后的
颜色。根据规定，小高应当在颜色变
更后十日内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变更
登记。若未在规定时限内办理，将被
处警告或者罚款200元的处罚。

官微提到，所有的改装必须在安
全、合法的前提下进行。改装前认真查
阅法律法规，确定可以改装的项目，并
且最好交由手续齐全的专业改装企业
来改装。 红星新闻记者 王俊峰

如今，自驾旅游越来越成为一
种时尚，尤其是自己改造房车的旅
游达人，都会受到网友追捧。

“根叔”也是这样一位自驾游红
人。他给自己起名“还华十年”，计划
用十年时间，走遍全国。

和广州这对情侣一样，“根叔”
也自己改装了一辆房车，配上水、电
等生活装置，到各个风景优美的地

方“安营扎寨”，做美食，赏美景，写
游记，并制作出精美的旅行视频，还
发布很多讲解详细的野外生活攻
略，被很多网友点赞。

在网上火了之后，有企业找到
“根叔”想要提供商业赞助，但他全
部回绝了，他告诉红星新闻记者，不
想被过多的东西所牵绊，只想用自
己的方式走下去。

高震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在内
蒙古时，他们向当地农民借了300只
小羊羔，拍摄了一部自然短片。后
来，他们还遇到一只流浪小狗，就将
其收养了，还给它起名叫“阳光”，寓
意为旅途带来阳光。如今阳光已经
长成了威武雄壮的大狗。

“怎么你们每次能找到这么美
的地方扎营？”在网上，有网友问他
们。对此高震回答，刚出发的时候，
他们也不知道要把车停在哪里，于
是就一路去寻找美丽的地方。

高震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出发
一年多，景区他们只去过华山、海螺
沟和乐山大佛，其余都是自己寻找
天然风景。到了一个地方就跟当地
人聊天，了解风土民情。今年他们的
计划是5月左右把中国走完，然后规

划一下，去美国自驾游，到时需要再
换一辆车。

他们在路上的开销主要是油费
和生活费，他们靠着之前的积蓄，还
能够支撑。一路上，也有人找他们拍
了一些广告，实现了当初一边旅行一
边工作的计划，素材也积累了很多。

“我们出发也是为了了解中国，
积累素材，寻找灵感。”高震觉得，体
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换一个角度
观察周围，能够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他也认为，现在很多年轻人都
喜欢旅游，向往外面的世界，但是迫
于工作和生活的压力，有很多的顾
虑。“也不一定非得像我们这样，周
末出去看看也可以。”他并不建议年
轻人都辞职出去旅行，只要有这种
生活态度就行。

涉美国大选和脱欧公投
脸书丑闻“主角”被搜查

出发时不知车停哪里：一路寻找美丽的地方

自己改造房车的旅游达人：只想用自己的方式走下去

公安部交管局官微发文：
改装车辆 应当安全合法提醒

中国空军轰-6K等多型战机远洋训练战巡南海 本组图片据国防部网站

广州情侣发出的视频和照片走红网络。不过，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官方微博
表示“关注到了这条浪漫的消息”，并就机动车改装发出提醒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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