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
NICEF）10月31日发布报告称，
空气污染每年造成全球大约60
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

介绍这份名为《为儿童清洁
空气》的报告时，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执行主任安东尼·雷克说，
空气污染损害儿童健康，甚至尚
未出生的孩子也难逃其害。

报告用卫星图像展示全
球空气污染情况，称共有20亿
儿童居住地的户外空气污染
程度超出世界卫生组织制定
的空气质量指导范围。这些孩
子大部分生活在中低收入国
家，其中6.2亿在南亚、5.2亿在
非洲，还有4.5亿在东亚和太平
洋地区。 ■据新华社

10月31日， 在意大利翁布里亚大区诺尔恰镇， 救援人员协助当地居民搬运个人物
品。据意大利国家地球物理和火山研究所发布的信息，意大利中部10月30日发生6.5级
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道，但多处珍贵的古迹损毁。新华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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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正因为乱糟糟的美
国总统选举，美国人今年10月
31日万圣节前后消费将达84
亿美元，刷新历史纪录。

据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
预测，约1.7亿美国人，占全美
总人口69%， 今年有庆祝万圣
节的计划；人均消费预计为83
美元，包括对服饰、糖果、装饰
品和聚会用品等的消费。

其中， 服饰消费将达31亿
美元。 据全国零售商联合会预
测， 约半数美国成年人计划穿
万圣节服装。17%的成年人打算
给宠物打扮一番。 最受欢迎的
成年人装扮为超级英雄、 吸血

鬼、巫师、海盗和政治人物等。
为何美国人对万圣节的兴

趣有增无减？ 全国零售商联合
会分析师艾莉森·泽勒认为，在
社交网络时代， 万圣节装扮可
在社交软件中炫耀。

尽管美国人对万圣节装扮
充满热情，但泽勒说：“‘不给糖
就捣乱’活动今非昔比。计划挨
家挨户索要糖果的家庭数量今
年比去年略多， 但依然不及几
年前。”全国零售商联合会报告
显示， 约七成美国人今年打算
发放糖果。 他们在糖果方面的
消费将达25亿美元。

■据新华社

当地时间10月31日23时
40分， 韩国检方宣布紧急逮
捕“亲信干政”事件当事人崔
顺实。当天下午崔顺实抵达首
尔中央地方检察厅接受调查。

被问讯前， 崔顺实接受
媒体记者采访，直言自己“犯
下不可饶恕的罪行”。

“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
罪行”

在欧洲停留将近两个
月后， 现年60岁的崔顺实
10月30日上午从英国乘飞
机回国。

她31日下午出现在首尔
中央地方检察厅门口， 旋即
引发骚动。 现场媒体记者描
述，崔顺实戴帽子和围巾，双
手捂脸， 试图从大批媒体记
者、 抗议人群和安保人员的
“夹击”中突围。

韩联社电视台报道，混
乱中，崔顺实掉了一只鞋，示
威人群则不断传出“逮捕崔
顺实”“朴槿惠应该辞职”的
抗议声。

“请原谅我，我很抱歉，”
她哽咽着对媒体记者说，“我
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崔顺实是朴槿惠前秘书
室室长郑润会的前妻， 与朴
槿惠情同姐妹。 韩国媒体先
前报道称， 崔顺实曾成立两
家非营利性质的基金会，并
利用与朴槿惠的关系促使多
家大企业“慷慨解囊”。她还
涉嫌将两家基金会私有化。

崔顺实10月27日在德
国接受一家韩国媒体采访，
否认媒体对她与这两家基

金会有关系的指认， 但承认
曾在总统选举期间修改过
朴槿惠的演讲稿， 在朴槿惠
上任后也收阅过青瓦台资
料， 但声称并不知道这属于
国家机密。

或因涉嫌挪用公款、逃税
被起诉

按韩国检方特别调查本
部的说法， 崔顺实可能因涉
嫌挪用公款、 逃税以及违反
《总统档案管理法》《外汇交
易法》等被起诉。

韩联社援引检察人员的
话说， 崔顺实相关争议主要
涉及两点， 一是介入两家非
营利性基金会的创立和集
资， 二是审阅来自总统府青
瓦台的资料。

法律人士分析， 如果崔
顺实涉嫌挪用公款， 检方可
以挪用公款和渎职罪对其提
起公诉； 如果有未经合法批
准而集资的行为， 可以涉嫌
非法筹集和使用捐款的罪名
加以起诉； 而一旦查明崔顺
实审阅青瓦台资料的情况属
实，检方则能以涉嫌违反《总
统档案管理法》 等对她提起
公诉。

除可能面临的指控外，
崔顺实接下来是否会因健康
问题躲避检方问讯， 成为不
少人的关注焦点。

她的律师李京在（音译）
当天下午在首尔中央地方检
察厅门外告诉媒体记者，崔
顺实“身体不好，心脏可能有
问题”，他会把这一情况告知
检察人员。 ■据新华社

朴槿惠闺蜜被逮捕 称“我罪不可恕”
承认帮助朴槿惠 或因涉嫌挪用公款、逃税被起诉

随着崔顺实“干政”事件
不断发酵， 与这起事件有关
联的另一名关键人物也浮出
水面。 这名高大帅气的神秘
男子被指与崔顺实关系亲
密， 涉嫌帮助她通过两家基
金会敛财。

《韩国时报》网站10月30
日报道， 这名男子名叫高永
泰（音译），现年40岁。而崔顺
实现年60岁， 两人年龄相差
整整20岁。

虽然有关高永泰的个人
资料媒体知之甚少， 但一些
媒体还是挖出了他和崔顺实
之间的一些“猛料”。

根据这些报道的说法，
高永泰原是一名运动员，曾
代表韩国国家佩剑队参加过
亚运会并获得过一枚金牌。
退役后， 他在首尔南部江南
区的一家高档酒吧担任营销
人员，化名“敏宇”，凭借俊朗
外表专门招揽富有的中年女
性前去消费。

一名自称曾与高永泰一

起工作过的匿名男子说，高
永泰和崔顺实2006年左右在
那家酒吧相识， 很快发展成
亲密关系。

根据韩国一些媒体的说
法， 崔顺实在韩国和德国分
别开设了“皮包公司”，相关
事务均交给高永泰出面打
理。同时，她还成立两家非营
利性质的基金会， 并利用与
朴槿惠的关系促使多家大企
业“慷慨解囊”。通过这些“皮
包公司”，崔顺实把上述两家
基金会的钱挪为己用。

此外， 高永泰2008年在
崔顺实的帮助下， 创立自己
的配饰品牌。2013年，朴槿惠
拿着这一品牌的手提包出现
在公共场合后， 这一品牌立
即名声大噪，引发明星追捧。

不过， 两人的亲密关系
并不长久。 根据一些媒体的
说法， 高永泰把一名车姓男
子介绍给崔顺实后， 那名男
子得到崔顺实重用， 两人关
系急转直下。

连线

牵出“神秘小白脸”

美国今年万圣节消费有望创纪录
近七成人有庆祝计划 节日期间消费将达84亿美元

日本共同社10月29日至30日实
施的全国电话调查结果显示，51.8%
的受访者不认可自民党修改党章、
延长总裁任期做法。 自民党延长总
裁任期后，日本首相、现任自民党总
裁安倍晋三在2018年9月两届总裁
任期届满后仍可继续竞选总裁。

民意调查显示， 就自民党总裁
任期，51.8%的受访者认为“不延长
为好”。安倍政府的支持率也较上次
民调下跌1.8个百分点，至53.9%。就
安倍力推的北方四岛领土问题谈
判，58.6%的受访者“不期待”安倍
能在12月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
尔·普京的首脑会谈上解决。相比之
下，38.2%的受访者表示“期待”。

半数日本人不认可
安倍延长任期做法

英国新版5英镑塑料钞被英格兰
银行标榜为“史上最强韧钞票”后，激
起民众“虐钞”热潮。手法可谓五花八
门：用牙咬、拿熨斗烫、当唱针播音
乐，甚至扔进洗衣机甩干。对于这款
“坚不可摧” 的钞票， 英国商贩直呼
“不收”，理由是钞票“被玩坏了”。

英格兰银行上月发布5英镑塑
料钞因抗污、防水、防伪、不易破损
等特性，被行长马克·卡尼誉为“更
干净、更强韧、更安全”的钞票。它的
使用寿命至少相当于纸币的2.5倍，
约为5年。不过，商贩认为，央行的大
肆宣传起了反效果， 导致塑料钞在
民众“虐钞热”中受损。伦敦西南部
贝克斯利区的报摊摊主阿米特·帕
特尔说， 他已经拒收了一张被啃掉
一角的5英镑塑料钞。■均据新华社

被玩坏了！5英镑
塑料钞或被拒收

万圣节在墓地里过是不
是更有节日气氛？ 埋有600万
人骸骨，号称全球最大墓地的
法国巴黎地下墓场无疑是庆
祝“鬼节”的理想去处。

为建造巴黎圣母院等建
筑，巴黎人从中世纪开始在地
下挖掘石料。挖空的巷道连成
一座庞大的地下迷宫，遍布巴
黎塞纳河两岸地下，后来用作

墓场。 这里有总长300多公里的
地道， 堆放人体遗骸的洞室纵
横交错。但是，不要害怕，这座墓
场已被废弃，“死亡王国”如今已
成为这座旅游城市众多景点之
一。墓场如今对游客开放的部分
只有2公里。需要注意的是，因为
地形复杂，若无向导带领，参观
者极易在墓场迷路，甚至可能遭
遇危险。

巴黎地下墓场，“鬼节”好去处连线

意大利中部
发生6.5级地震

空气污染每年致死60万5岁以下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