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趣闻
日本无业妇女笕千佐

子上周因涉嫌谋害第四任
丈夫笕勇夫被捕。 媒体披
露，除笕勇夫外，过去20年
间， 千佐子还与另外10余
名男子结婚或交往，其中6
人死亡。由此，千佐子被日
本媒体冠以“黑寡妇”的称
呼。法新社21日报道，千佐
子常常通过婚姻介绍所觅
得新欢， 而她的择偶要求

是“年长、独居、无子女男性，
最好身患疾病”。

千佐子现年67岁， 其丈
夫笕勇夫去年12月在家中突
然病倒随后在医院死亡，两
人当时结婚不到两个月。验
尸报告显示， 笕勇夫血液中
存在剧毒氰化物。 警方20日
在千佐子一处京都住宅的垃
圾袋中发现了微量氰化物，
还在她家中发现了药物注射

器和医学用书。
千佐子的首任丈夫1994

年去世、 第二任丈夫2006年
死于中风、 第三任丈夫2008
年去世、一名据信患癌症的男
友2009年去世、 一名未婚夫
2012年死于车祸。 去年9月，
也就是千佐子与笕勇夫结婚
前不久， 她和一名75岁的男
友在一家餐馆用餐后，男友病
倒后身亡。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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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媒23日报道， 西班牙
一女侨胞公园舞剑晨练，被
误以为攻击， 因语言不通招
来警察。

逗 大河报23日报道， 广东鹤
山广场一疑似精神病男子拿着
火油引火不成， 然后持玻璃利
器伤四人。

伤 央视23日报道， 北京国
贸桥一闯红灯女孩被央视记
者采访时， 竟笑着要先拍记
者话筒留念。

囧昨日
最之

�������受委托， 我公司定于 2014 年 12 月
10 日 10 时在长沙市城南中路 290 号矿
物珠宝市场前栋三楼本公司拍卖厅对
“中天行”公司集资诈骗案涉案资产郴州
资兴松林脚岛土地使用权及岛上建筑物
进行公开拍卖。

标的为带瑕疵资产，资料严重遗失
（有土地使用权证）。 标的具体位于郴州
资兴市东江湖白廊景区， 全岛面积
298.65 亩。 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 2045
年 8 月 23 日，使用面积 199109.95 平方
米， 土地使用证上用途为餐饮旅馆业用
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目前，建筑物为
停建的在建工程状态，受损严重，道路杂
草丛生，水泥路面开裂，不具备向社会开
放条件。

该宗地处于国家级风景保护区内，
因国家政策调整，自 2011 年后，该宗地
的规划用途和规划要点已发生变化，（根
据最新文件， 该地块性质为风景观赏用
地），用地已受到国务院《风景名胜区条
例》《东江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
2011-2030》、《湖南省东江湖水环境保
护条例》等诸多文件的限制。

标的已知欠缴以下税、费：土地出让
金、契税、森林植被恢复费及罚款、工程
款（含民工工资）。除上述欠费外，标的可

能还存在委托人与拍卖人未查明的其他
隐性费用， 竞买人应于拍卖前对标的所
有情况自行详细调查。

除上述所欠的土地出让金、 契税、
工程款（含民工工资）以外，标的拍卖成
交后其他的一切相关费用均由买受人承
担，所有补办证件、补缴费用手续均由买
受人自行办理。 拍卖成交并结清上述所
欠的土地出让金、契税、工程款（含民工
工资）后，买受人方可到相关部门办理标
的权证过户手续。 其中的森林植被恢复
费 199 万元及罚款（金额不详）由买受人
承担（参见资林函[2014]71 号文件），不
包含在拍卖成交价款中。

标的即日起进行展示、 接受咨询，
标的按带瑕疵的现状进行拍卖， 标的瑕
疵见《竞买须知》《竞买协议》等文件。 有
意者请于 12 月 9 日下午 5 时前携有效
证件及竞买保证金 100 万元来我公司办
理竞买登记手续（未成交保证金全额无
息退还）。

联系人：金经理 15074992168
��������������������������������0731-84411166
�������工商监督电话：0731-89971678
������长沙市政府采购办：0731-84455355

��������������湖南省银剑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23日从北京大学获
悉， 学校已给予与女学生
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副教
授余万里撤销教师职务、
撤销教师资格的处分，开
除出教师队伍。 但举报人
认为校方决定中未明确提
及是否开除余万里的公
职， 他表示极有可能再次
为女留学生王某维权。

当天上午， 事件实名
举报人刘先生表示， 在北
大发布的声明中， 余万里
被撤销教师职务、 撤销教
师资格并开除出教师队

伍， 但是处分决定中对是否
开除公职并没有很明确的说
法。 刘先生表示自己对北大
的处理结果仍然不满， 认为
把余万里开除出教师队伍，
并不意味着他被开除公职。
因此， 刘先生称自己极有可
能再次为王某维权， 但采取
怎样的行动暂时保密。

据媒体报道，近日，一名
北大毕业生向北大纪检部门
进行实名举报， 称该校国际
关系学院副教授余万里诱骗
女留学生王某并发生不正当
关系。

此后， 王某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称，11月初她发现自
己怀孕，余万里让其去堕胎。

11月20日， 北大校方通
报称， 已给予余万里开除党
籍的处分。行政处理已启动，
正在依法依规进行中。

北大有关负责人23日表
示，经调查有关事实，根据学
校教师管理的相关规定，经
院系及学校党委研究决定，
给予余万里开除党籍、 撤销
教师职务、 撤销教师资格处
分，开除出教师队伍。

■据新华社、法制晚报

2014年7月10日，网名为
“青春大篷车”的账号发布微
博称， 厦门大学博导吴春明
长期猥亵诱奸女学生， 并贴
出自己拍摄的吴春明半裸睡
觉照片。

2014年10月10日晚，有网
友发布3张照片， 指四川美术
学院副教授王小箭在吃饭时
“性骚扰”两名年轻女性。网友
说，饭桌前王小箭多次对两女
性进行身体接触， 女性有反
抗，但王“一直没有停止”。

诱骗女学生致怀孕，北大副教授被开除
撤教师职务及资格，开除教师队伍 举报者：未除公职欲再维权

日本“黑寡妇”涉毒杀丈夫被捕
择偶要求：最好身患疾病 与其交往男子先后有7人死亡

案例

那些对女学生
“下手”的教授

新华社23日报道， 摩纳
哥国家元首阿尔贝二世亲王
和王妃查伦·维特施托克将
于下月迎来双胞胎孩子，这
也是这对夫妇的头一胎。至
于哪个孩子将继承王位，引
起民众不小兴趣。 阿尔贝二
世亲王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
说， 谁先出生就会成为排名
最前的王位继承人， 除非维
特施托克生下龙凤胎， 在这
种情况下， 弟弟将优于姐姐
成为王室继承人。

阿尔贝二世亲王2011年
与维特施托克完婚， 他有两
名非婚生子女， 这两个孩子
都无权继承王位。

【点评】 王室的孩子连
出生都是一种竞争！

沸点

双胞胎降生
“快”者为王

图区

19日，浙江省杭州市，民间奇人韩晓
明用舌头代替画笔作画，在近一个小时时
间内，完成了一幅荷塘月色的画作。

■据现代快报
【点评】 颜料吃多了会不会中毒？

奇人用舌头作画
1小时画出荷塘月色

本报11月23日讯 公车违停， 交警开
罚单，乘坐此车的一对母女向交警泼热茶、
扔茶杯、推搡并辱骂交警。昨天，这对母女
因阻碍执勤公务被派出所依法治安拘留7
日。

长沙雨花交警大队突击一中队中队长
谭俊回忆， 昨天正值红星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农博会， 交警部门对周边的杉木冲路进
行交通管制， 北侧除了电力抢险车和消防
车禁止其余车辆停靠， 但民警巡逻时却发
现4辆违停车辆。谭俊给车辆刚开完罚单，
就有一家三口走过来。“对方说只停一下，
实际已停靠了很长时间， 然后其中的中年
妇女就说开罚单就是了，说着把手里一杯
热茶连同杯子泼过来了。”

谭俊躲闪得快没有被泼到， 因感觉对
方不太讲道理于是呼叫同事前来拍照，这
时其女儿跑来阻止， 中年妇女也一直抓住
民警的衣服进行辱骂，整个过程持续了15
分钟左右。“我把她们的手推开， 她女儿就
说受伤了要去医院。” 在交警提供的视频
中， 能看到母女二人对谭俊推搡并大声责
骂，谭俊起初也大声回应，后想避开却一直
被拉扯住。交警表示，经核实，这辆违停的
白色皮卡车属于天心区市政工程管理局
公车，但驾驶员身份未进一步核实。

井湾子派出所副所长肖建明介绍，当
天接警后，经调查确认当事人对交警有辱
骂、推搡等行为，最终对张某和郭某母女二
人作出治安拘留7天的处罚决定。

■记者 黄娟

直击

公车违停被抄牌
母女阻碍执法被拘7天

本报11月23日讯 市民李先生旅游时
入住在衡阳南岳的一家酒店， 入住期间，
不小心弄坏了酒店的漱口杯，根据酒店的
赔偿价目表， 李先生应该向酒店赔付50
元。李先生认为，市场上同样类型的玻璃
杯，价格最多不会超出10元。更何况这个
杯子已经在酒店使用一段时间， 应该折
旧。协商不成，李先生一个电话打到南岳
旅游速裁法庭， 经法庭工作人员协商，他
最后免于赔偿。

在此，法官提醒消费者，酒店和消费
者之间是服务关系， 合同双方是平等的，
消费者在入住宾馆或酒店造成客房物品
损失时，赔偿标准并不是由宾馆、酒店单
方面决定。赔偿价格应该基于宾馆、酒店
采购该产品的价格，或者按照市场同类产
品的实际售价进行赔偿，并且对于一些消
耗品，还应扣除相应折旧。 ■记者 王智芳

实习生 向秋莉 刘文敏 通讯员 谭文剑

打坏杯子赔多少
不是酒店说了算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23
日报道， 华侨大学厦门工学
院近日下发了一则通知，禁
止学生叫外卖， 禁止将食堂
饭菜打包进宿舍， 禁止在校
内各食堂的一切现金交易，
学生们必须得亲自去食堂吃
饭，要是病了，或者其他特殊
情况需将饭菜打包进宿舍
的， 得凭辅导员证明并自备
非一次性餐具到食堂去买。

这则通知在校内外引起
轩然大波，面对质疑，华侨大
学厦门工学院党委副书记、
副院长陈克明说， 学校的初
衷，就是要把他们拉出宿舍，
形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自己
的消费还要增加环境压力，
说明没有社会责任感， 以后
怎么担当社会责任?”

【点评】 把培育学生社
会责任如此重大的任务全都
托付给食堂，这样好吗？

学生叫外卖是
没社会责任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