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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地区遭遇极寒天气，加拿大多座机场
航班取消或延误，美国多地气温刷新历史纪录。
在加拿大南部艾伯塔省，气温骤降至零下30摄
氏度，令动物园不得不采取保暖措施，帮助帝企
鹅安全过冬。

【【旅客滞留旅客滞留】】

这股冷空气从北极区域南下，加拿大多地
气温猛降，暴雪忽至。

加拿大航空公司1日发布出行警告，提醒
前往多伦多、蒙特利尔、卡尔加里和渥太华机场
的旅客注意航班变化，同时宣布免除旅客改签
费用。

受除雪除冰等操作影响，机场延误航班积
压，延误时间不断延长，增至四五个小时。根据
美国航班跟踪网站数据，多伦多机场截至当晚
已有近5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

旅客抱怨不断，卡拉·怀特在社交网站推特
留言：“两天假期和一天的工作日薪资都毁了。”

一名美国旅客说，他在蒙特利尔延误两个
多小时才起飞，到达多伦多后又滞留机场。加拿
大航空公司告知，他最早2日晚才能离开。

航班延误与取消之余，航空运营商人手愈
发紧张。西捷航空就以“人手不够”为由，取消了
一趟航班。

【【企鹅防寒企鹅防寒】】

受极寒天气影响的还有动物园里超耐寒的
帝企鹅。

卡尔加里动物园主管马卢·切利说，新年前
夜，气温骤降至零下30摄氏度，寒风中体感温
度低至零下40摄氏度。考虑到园区帝企鹅中有
一只5个月大的小宝宝，动物园决定帮助它们

“温暖”过冬。
卡尔加里动物园饲养五种企鹅，包括生活

在较温暖地区的洪堡企鹅和超耐寒的帝企鹅。
动物园把帝企鹅生活区的温度调高到零下 25
摄氏度，10只帝企鹅依旧能够自由活动，供游
人参观。

成年帝企鹅一般身高在90厘米以上，是体
型最大的企鹅，也是唯一一种能冬季在南极繁
殖的企鹅。

【【低破纪录低破纪录】】

在加拿大以南的美国，多地气温比往年平
均气温低10摄氏度。国家气象局气象学家布赖
恩·赫尔利说，今后两天全美可能20多个地方
会刷新低温纪录。

即使在气候理应相对湿热的美国南部，佐
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东北部预计将受到寒流影
响；在亚拉巴马州莫比尔市，1日夜间气温接近
零下10摄氏度。

在美国中部，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的气温
低至零下29摄氏度，创130年来最低水平；南达
科他州阿伯丁气温降至零下 36 摄氏度，打破
1919年低温纪录。

赫尔利说，全美大面积寒冷天气将持续至
2日，2日晨可能出现更多破纪录低温。虽然气
温2日后会有所回升，但国家气象局预计，美国
东北部地区将在4日和5日再次迎来低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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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极寒多地刷新低温纪录

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1月1日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2017年全美逾1.5万人
死于枪口之下，另有2.2万人使用枪支自杀。

2017年11月6日，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萨瑟兰斯普林斯，调查人员在枪击事发地附
近寻找证据。2017年11月5日，一名男子在萨瑟兰斯普林斯一教堂开枪打死26人。

新华社记者刘立伟摄

调查显示美国调查显示美国20172017年逾年逾11..55万人死于枪击万人死于枪击

据新华社电 美国新泽西州蒙茅斯
县执法部门 1 日宣布逮捕一名 16 岁少
年，指控他在跨年夜枪杀4名亲友。

检察官克里斯·格拉米乔尼说，
2017年12月31日晚上11时43分，警方
接到枪击报警电话后前往朗布兰奇市
一户住宅，发现四人遭射杀。

死者分别是嫌疑人父亲史蒂文·科
洛吉，44岁，母亲琳达·科洛吉，42岁，姐
姐布里塔妮·科洛吉，18岁，以及住在他
们家的朋友玛丽·舒尔茨，70岁。

格拉米乔尼说，嫌疑人的哥哥和爷
爷外出，没有受伤。

检方没有公布嫌疑人的姓名，暂不
清楚作案动机。他使用的凶器是一支
半自动步枪，合法注册在家人名下。

格拉米乔尼说，这是一起孤立的家

庭案件，嫌疑人将受到4项谋杀罪指控，
以及一项为实现非法目的持有武器的
指控。检方正考虑是否将本案移交至
成人法庭审理。

现年 18 岁的贾伦·沃尔斯是这家
人的邻居，他同布里塔妮在同一所学
校学习。沃尔斯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
说，他经常去科洛吉家，嫌疑人需要
特殊帮助，他的妈妈负责照顾他。嫌
疑人同家中其他孩子不在同一所学校
学习。

科洛吉家的朋友卡门·高迪奥斯告
诉新泽西《阿斯伯里帕克新闻》，自己几
天前还看见史蒂文，“他看起来很好，当
时天气很冷所以我们没多聊，他还祝我
节日快乐”。高迪奥斯说，无法相信会
发生这种事情，“这家人都很好”。

据新华社电 新年前夜，法国上千辆
汽车在狂欢活动中遭纵火破坏，500 多
人被捕。两项数据比去年均有所增加。

法国内政部长热拉尔·科隆1日说，
前一天遭纵火的汽车数量高达1031辆，
比2017年新年前夜增加96辆；共510人
被捕，去年这一数字为456人。

巴黎郊区马恩河畔尚皮尼的庆祝
活动也发生暴力事件，两名警察被一

大波人群袭击。法国总统埃马纽埃
尔·马克龙在社交媒体上谴责袭警是

“懦弱的犯罪”，警告要“追查并逮
捕”相关人员。

自2015年11月巴黎发生恐怖袭击
以来，法国迄今共有241人在各种极端
袭击事件中丧生。今年新年前夜，法国
全国部署大约14万人参与维护治安和
应急救援。

韩国总统文在寅2日召开新年首次国务会
议，要求政府部门迅速制定方案，促成朝鲜参加
平昌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均当天向朝鲜提议本
月 9 日在板门店举行南北高级别会谈。前一
天，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首次表示，朝鲜有意
参加冬奥会，朝韩双方可就此举行紧急会谈。

【【参加冬奥参加冬奥““拿方案拿方案”】”】

文在寅说，希望韩国统一部和文化体育部
快速拿出后续方案，“迅速恢复南北对话并让朝
鲜代表团得以参加平昌冬奥会”。

平昌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分别定于2月9日
至25日和3月9日至18日举行。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1 日发表新年贺
词，首次表示朝鲜有意参加冬奥会。他强调，有
必要在新的一年改善朝韩关系。“我们准备采取
多项措施，包括派出代表团。”金正恩说，“为实
现这一目标，双方可以立即会晤”。

文在寅表示欢迎，说金正恩的讲话是“对韩
方提议把平昌冬奥会作为南北关系改善契机的
回应”。

不过，文在寅说，改善韩朝关系与解决朝鲜
半岛核问题不可分割，韩国外交部应与盟友和
国际社会紧密协商，争取双管齐下，同时促进改
善韩朝关系和解决核问题。

【“【“何时何地何时何地””都可谈都可谈】】

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均同一天向朝方提
议，9日在板门店举行韩朝高级会谈，磋商朝鲜
参加冬奥会等事宜。

“我们希望双方坐下来，开诚布公地讨论
（朝鲜）参赛事宜以及改善南北关系的方案。”赵
明均说，“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形式”，韩国政府
都有意与朝方对话。

赵明均还说，韩朝中断的热线电话应当立
即恢复，“我们提议双方（在板门店）讨论日程、
代表团构成等会谈细节”。

韩联社报道，这次高级会谈如能举行，将是
韩朝自2015年12月副部长级会谈以来的第一
次。

韩国去年6月向朝鲜提议对话，以缓解军
事紧张、恢复南北离散家属团聚，但朝方一直沉
默以对。

【【推迟军演推迟军演““未决定未决定”】”】

韩国去年7月向朝鲜提议在板门店朝方一
侧的“统一阁”举行韩朝军事会谈，未获回应。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崔贤洙2日说，这一提议依
然有效，韩方仍在等待朝方回应。

被问及韩美是否可能“推迟”原定在平昌冬
奥会期间举行的年度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崔
贤洙回答称，韩美“将在考虑各种因素后作出决
定”。

文在寅上月说，为促成朝鲜参赛，韩国向美
国提议“推迟”原定在冬奥会期间举行的“关键
决断”和“秃鹫”年度联合军演。朝鲜长期谴责
韩美联合军演是“侵朝战争演习”，常常用导弹
试射回应。双方相互刺激，致使半岛局势紧
张。 新华社特稿

美16岁少年跨年夜枪杀4名亲友

跨年夜法国上千汽车遭焚

文在寅欢迎朝鲜参加平昌冬奥会

据新华社电 为逃避新年期间不得在公共
场合饮酒的禁令，几个新西兰人趁河水落潮时
堆筑起一个“小岛”，在岛上饮酒迎接新年到
来。

所谓小岛其实是一个高出河面不到1米的
土堆，仅容得下一张不大的野餐桌和桌旁六七
个“造岛人”。

新西兰网站 stuff.co.nz报道，这几个“造岛
人”带着冰镇酒水，在岛上喝到新年前夕，观赏
烟火。截至1月1日下午，这座位于北岛科罗曼
德尔半岛泰鲁阿河河口处的人造岛仍然完好无
损。当地人开玩笑说，该岛处于“国际水域”，因
此免受地方禁酒令限制。

科罗曼德尔半岛出台禁酒令，新年假期期
间禁止在公共场合饮酒，违者罚款250新西兰
元（约合1155元人民币）。不过，地方当局似乎
以轻松心态执行这道禁酒令。当得知有人自建
小岛饮酒时，当地警官约翰·凯利说：“这是个有
创意的想法，早知道我也加入他们。”

自建小岛饮酒的图片最早出现在社交媒体
上，后来引起英国广播公司等媒体注意。

新西兰人为逃禁酒令建小岛
随着韩国检方对前总统朴

槿惠政府黑幕的调查扩大，另一
名前总统李明博执政时期的“黑
料”进入公众视野。李明博1日接
受媒体采访，否认曾就核电出口
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政府签订

“阴阳合同”。
【核电大单存“猫腻”？】
李明博2008年至2013年担

任韩国总统。2009年，韩国赢得在
阿联酋建造四座核反应堆、总价
200亿美元的出口大单。这是韩国
首次获得在海外建设核电站的合
同。青瓦台方面当时说，考虑核电
站今后60年的运营及维护，合同
预计能为韩国企业额外带来金额
约200亿美元的业务。

然而，现任总统文在寅的特
使、青瓦台秘书室长任钟皙上月
出访阿联酋，让这笔“旧账”再次
成为话题。

由于青瓦台秘书室长出访
海外的情况非常罕见，并且青瓦
台在任钟皙出发一天后才公开
他出国的消息，一些媒体猜测任
钟皙出访目的有隐情。

一些媒体援引政府消息人
士的话报道，文在寅政府宣布能
源政策“大转向”，提出降低对核

电依赖的能源政策，致使阿联酋
方面担忧和不满。任钟皙有意打
消阿联酋领导人的顾虑。

媒体另外一种说法是，李明
博政府拿下核电出口大单时有

“猫腻”，双方签订了“阴阳合
同”，任钟皙是要挖出前政府的

“黑历史”。
虽然青瓦台解释任钟皙负

有转交文在寅亲笔信的使命，用

以加强双边关系，但涉及这次出
访的传闻并未减少，反而越炒越
热。

【被指私设“秘密基金”】
针对最新曝出的“阴阳合

同”传闻，李明博坐不住了。他1
日在位于首尔的住所接受媒体
记者采访，对这一说法坚决否

认。他说：“根本不存在阴阳合
同”。

记者问及任钟皙为何出访
阿联酋，李明博回答：“任钟皙这
次出访可能是因为有紧急事务。
不过，我不能再多说了。”

除了“阴阳合同”传闻，李明
博还卷入所谓“秘密基金”传言。
韩国检察部门上月22日说，针对
李明博涉嫌私设秘密基金一案，

韩国大检察厅、即最高检察院已
成立特别调查组。

这起案件与一家名为 DAS
的企业相关。这家企业主要经营
汽车零部件，最大股东是李明博
的哥哥李相恩。

检方怀疑，企业假借他人名
义，设立总额 120 亿韩元（约合
7316 万元人民币）秘密基金，以
达到挪用公款和逃税目的。而李
明博被指是这家企业背后的真
正老板。

检方2008年调查这起案件，
当时认定李明博无罪。去年12月
7 日，一个民间团体和一家律师
协会重翻旧案，状告DAS公司幕
后真正老板以及当年着手调查
的特别委员会。他们指控李明博
犯有贪污、逃税、藏匿犯罪所得
以及玩忽职守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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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博否认签订“阴阳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