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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一天
大约59.5万名考生在全国

1190处考点参加2019学年韩国
大学修学能力考试。

考试上午8时40分开始，下
午5时40分结束。考生要在九
小时内依次考完国语韩文、数
学、英语、韩国历史和科学、第二
外语或汉文五门科目。

学校门口，学弟学妹们拉起横幅、举
着标语，组队为走入考场的学长加油助
威。一些低年级男生甚至集体跪地磕
头，向学长行大礼。一些考生家长在校
门外默默守候，一些父母则在寺庙为孩
子祈祷。

为防止作弊，所有电子设备不得带
入考场，包括智能手机、智能手表、数码
相机、电子词典、电子音乐播放器、电子
计算器、收音机。全天考试结束前，考生
不得离开学校。

韩国部分地区当天雾霾浓度达到
“糟糕”水平，考生获准戴口罩参加考试。

高考成绩单定于12月5日向考生发送。

改航班
按照法新社的说法，高考是韩国中学

教育阶段的最高潮。韩国社会竞争极其
激烈，高考将在相当大程度上勾画学生的
人生轨迹。考得好，可以进入名牌大学，
提升社会地位，将来能找好工作……

韩国总统文在寅正在新加坡参加东
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15 日在社交媒
体“脸书”账户给考生打气。他写道，多
年刻苦学习终于迎来收获的时刻，“相信
自己付出的努力，大家能够完全发挥自
己的水平”。

为确保考生顺利前往考场、考试免
受干扰，韩国全国范围当天采取特别举
措。

政府和事业单位上班时间、大商场
开门时间以至股市开盘时间都从上午9
时推迟至10时，以减少考生前往考场途
中的交通压力。地铁、通勤列车在赶考
时段增开车次。考生如果遭遇交通堵
塞，可以求助警方，乘坐警车或警用摩托
车赶往考场。

当天下午 1 时 10 分至 35 分，英语考
试听力环节，韩国境内所有民航客机暂
停起飞或降落，以减少噪音影响。韩国
国土交通部估计，134架次航班将更改起
降时间。同一时段，在考场附近行驶的
公交车和火车减速缓行，避免鸣笛。

必备品
高考前夕，韩国一名“网红”主播向考

生推荐适用于冬季的“高考必备物品”。
韩国《今日亚洲》新闻网15日报道，

这名主播名为姜成泰（音译），在视频分
享网站“优兔”的个人频道“学习之神”建
议考生穿舒适的半袖T恤衫、薄绒外衣、
拉链连帽衫、羽绒服背心、冬装下装等方
便穿脱的服装。

除了准考证、身份证和橡皮擦、修正
带等文具，姜成泰说，高考必备物品包括
积分公式表、“暖手宝”、毛毯、坐垫、眼镜
布、润唇膏，还有牙膏和牙刷。

为防止考场桌子发生晃动，考生可
以带上桌腿垫，可以向考官申请更换桌
腿垫。

姜成泰说，高考时比平时考试紧张，
不要吃含有咖啡因的食物，如咖啡、巧克
力，以防咖啡因导致心脏跳动过快、引发
不适。

新华社特稿

三家韩国企业操纵驻韩美军燃料费采购价，
让美国国防部“多掏不少钱”，遭美国司法部重罚。

美国司法部15日说，SK能源公司、佳施加德
士公司和韩进运输公司认罪，将支付刑事罚款大
约8200万美元和民事赔偿大约1.54亿美元，共计
2.36亿美元。

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主管马坎·德尔拉希
姆告诉媒体记者，2005 年 3 月至 2016 年，这三家
企业和其他实体回应美方招标，暗箱操作投标、
串通报价，致使“美国国防部为燃料供应服务支
付更多费用”。

德尔拉希姆说，这三家企业只是美方调查的
部分对象，另有其他韩国石油和石油化工企业接
受调查。

美国联邦调查局执行助理局长埃米·赫斯
说，那些企业操纵价格，“欺骗美国政府”，从美国
纳税人手中“骗走数百万美元”。

SK能源公司所属的SK创新公司15日承认，
SK能源就价格操纵接受美国司法部调查，已经与
司法部达成和解协议，支付罚款和赔偿超过1.24
亿美元。

佳施加德士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家企业
同样与美国司法部达成协议，但以调查没有结束
为由，拒绝提供更多细节。美国司法部说，这家
企业将支付大约1.04亿美元罚款和赔偿。

韩进公司发言人李承培（音译）告诉媒体记
者，企业“致力于遵守反垄断法和竞争法”，“珍
视”与美国军方数十年的关系。这家企业将支付
大约760万美元罚款和赔偿。

美国1953年以来一直在韩国派驻军队，现有
驻军规模大约2.8万人。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电 俄媒称，俄罗斯国家航天公
司负责人表示，俄罗斯计划在月球上建立一
个长期基地，旨在在未来20年开拓月球。

据俄罗斯《莫斯科时报》网站11月6日
报道，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收到了数百份宇
航员的申请，他们都愿意成为在 2030 年之
前登上月球的首批俄罗斯人。俄罗斯国家
航天公司负责人德米特里·罗戈津11月2日
对俄罗斯新闻社记者说，国家航天公司将于
下周收到新的月球探索计划草案。

罗戈津11月6日对俄罗斯新闻社记者
说：“我们正在讨论建立一个长期基地，显然
不是(连续)居住，但可以逗留的那种。”

他说：“总体上，我们将转向可以在月球
表面执行任务的机器人系统。”

罗戈津没有透露建立月球基地的日期。
在俄罗斯国家航天公司2014年起草的

一个政府计划中，俄罗斯科学家和学者们概
括了一个人类登月的三步计划。其2030年
最后阶段设想人类建设用于开拓月球资源
的基础设施。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曾承诺明
年发射火星探测器，并表示俄罗斯将开展探
月行动，以探索水的存在。

新华社电 人口众多的国家可以承
受大量国民以移民或侨民的身份流失
到其他国家，但人口不多且在萎缩的
国家却不可能如此淡定。

据美国石英财经网站 11 月 13 日
报道，在日本，1.27亿人口以平均每天
1000 人的速度萎缩，人们实际上对此
相当担心。皮尤研究中心在5月24日
至 6 月 19 日对 1016 名日本受访者进
行 了 调 查 ，结
果发现，近60%
的受访者认为
日本国民赴海
外工作是一个

“中度/非常严重的问题”，高于 2002
年的39%。据日本政府称，约有130万
日本人生活在海外。

报道称，虽然入境移民增长速度
快于出境移民，但净增幅迄今很小，无
法抵消低出生率和老年人口增加造成
的人口萎缩。考虑到日本希望保护其
文化和语言，该国显然更愿意留住现
有的日本人，而不是用外国人取代他
们——尽管日本也慢慢地在这方面作
出让步。

报道称，当涉及入境移民的数量
时，近58%的人说，入境移民应当维持
在当前水平，而23%的人希望入境移民
人数增加。尽管如此，鉴于近年来日
本的入境移民明显增加，支持维持现
状可能意味着许多日本人对当前入境

移民的增加不反感。只有13%的人希
望入境移民人数下降。与此同时，59%
的人说，得益于入境移民的工作和才
华，日本变得更加强大，只有不到三分
之一的人说入境移民是社会的负担。

报道称，截至 2017 年，在日本生
活的外国人超过220万，其中约130万
人是工作者，比前一年增加了 17%。
如果首相安倍晋三内阁本月批准的新

工作签证类别
法案在年底前
获 得 通 过 ，这
一数字可能还
会 进 一 步 上

升。政府消息人士说，第一年可能会
有 4 万名工作者进入，到 2025 年将有
50万人。

共同社的一项民调显示，51%的日
本人支持新的工作签证法，这可能是
因为政府并没有真正谈到入境移民改
革问题。事实上，蓝领工人的新工作
签证不允许持证人携带家人，并限制
逗留时间。单独的技术人员签证将允
许持有人携带家人并最终申请成为永
久居民。两个群体都必须学习日语。

报道指出，除了从便利店到照顾
老人等诸多岗位需要人手之外，东京
还将在2020年举办夏季奥运会。日本
需要建筑工人来建造相关设施，还希
望有说英语的出租车司机和导游来欢
迎游客。

新华社电 印度新德里一间医院挂出一对人
工肺，以展示雾霾的致命影响。人工肺不到10天
就变成不健康的深褐色，凸显这座城市的污染危
机。

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大城市新德里自上月进
入冬天后就笼罩于灰濛濛的雾霾中，污染指标数
度高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安全限制。

位于新德里的甘加兰医院在3日挂上一对超
大型人工肺，并装上强大的微粒拦截过滤器，以
模仿人体运作。

肺部起初是白色，致力提升民众对空气污染
危险意识的胸腔外科医生库玛表示：“最令人震
惊的是肺部迅速变黑，这令人感到可怕。”

由于冷空气困住污染物，细小到能进入肺部
和血液中的PM2.5细悬浮微粒浓度飙高至危险
等级。库玛称：“相同的物质也可能累积于我们
的肺部。”

新华社电 印度北方邦阿格拉市北部一个村
子12日夜发生一件悲惨的事。一名母亲在屋内
哺乳12天大的儿子时，一只猴子闯入，掳走宝宝，
致宝宝重伤死亡。

《印度时报》14日援引孩子父亲的话报道，事
发时孩子妈妈正在屋内哺乳，房门开着。

“突然一只猴子闯进来，抓住孩子的脖颈，”
他说，“我们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它就带走了我们
的儿子。一顿追赶后，猴子把我们的儿子丢在邻
居家房顶，但太晚了。他流了许多血，没有脉
搏。我们带他去附近医院，被宣布死亡。”

当地警方说，邻居们听到孩子母亲的尖叫，
冲过来追赶猴子，朝它身上扔石头，想逼它放下
孩子。但等它放手，宝宝头部已被猴子咬得血肉
模糊。

村民们说，这只猴子抢走宝宝前不久，曾袭
击一名14岁女孩。那名女孩受轻伤，后来成功逃
走。

阿格拉市是印度知名古迹泰姬陵所在地，当
地猴多成患。2个月前，一名刚会走路的孩子遭
猴子袭击，眼下尚未出院。2名游客5月在泰姬
陵也遭猴子毒手。

一切为考生：韩国高考举国相助
韩国15日迎来“高考日”，将近60万名考生一天内考完五

门科目，成绩一定程度上将界定他们的人生轨迹。
在韩国，高考是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其紧张程度并不亚

于中国，考试当日公务员推迟上班、商场推迟开门、股票市场
推迟开盘，民航客机暂停起降……一切为了考生。

俄拟在月球建长期基地
不能居住但可以逗留

韩企串通
向美军报高价挨罚

吃奶时遭猴掳
12天大男婴死亡

新德里雾霾有多恐怖
巨型人工肺10天变深褐色

日本应对人口萎缩
努力“留住国民”

▶韩国一高中前，后辈为
参加高考的前辈行大礼。

▲许多高一高二的学生，
从凌晨就赶往考场前，用各种
热烈的方式为前辈加油助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