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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巴黎1月19日专电（记者尚栩）据
法国媒体19日报道，生活在圣埃蒂安市的法国最
年长男性菲利普·沃刚松日前在当地一家养老院
去世，享年110岁。

去年10月20日刚刚庆祝过110岁生日的沃刚
松人生经历非常丰富，和兄弟姐妹一起在家庭农场
中务过农，在法国手工业重镇里昂当过鞋匠学徒，作
为军人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曾被德军俘虏。

法国最年长男性去世
享年110岁

据新华社华盛顿1月19日电（记者林小春）
英国研究人员19日在《美国医学会杂志·内科学
卷》上报告说，如果夫妻一起戒烟、锻炼或减肥，那
么他们取得成功的几率更大。

研究分析了3700多对已婚或同居的伴侣，其
年龄均已超过50岁，发现要戒掉影响健康坏习惯，
其伴侣一道参与进来更容易成功。譬如，在与伴侣
同时戒烟的女性中，有50％成功戒烟。而独自戒烟
则要困难得多：在伴侣不吸烟的女性中，仅有17％
成功戒烟；而伴侣照常吸烟的女性中，只有8％成功
戒烟。研究显示，男性同样会受到伴侣的影响，在
伴侣参与进来后，会更容易戒烟、锻炼或减肥。

英国研究人员说

夫妻同力更易戒掉陋习

世界卫生组织19日说，与不良生
活方式有关的疾病已经成为全球公
共健康的主要威胁之一，各国应提高
重视程度，增加投入。

吃盐吃糖过多
引发一系列疾病

根据世卫组织发布的慢性病预
防和管理报告，抽烟、滥用酒精、摄入
过多脂肪、盐分和糖分等不良生活习
惯引发的一系列疾病，已经成为全球
主要的致死原因之一。

报告主要撰写者尚蒂·曼迪斯说，
这类不良生活方式引发的疾病“比任何
人类已知传染病构成更大的公共健康
威胁”。

世卫组织的统计数字显示，2012
年，全球共有3800万人死于心血管疾
病、糖尿病、肺部疾病和部分癌症等非
传染性疾病，其中1600万人去世时不
满70岁。

曼迪斯提到，在这些案例中，许
多人去世时只有30多岁或40多岁。

根据世卫组织的数据，在全球
每年的早逝案例中，大约 600 万人
死于与烟草使用有关的疾病、330
万人死于滥用酒精引发的疾病、320
万人的死亡原因与缺乏锻炼有关、
170万人的死亡原因与摄入过多盐
分有关。

全球4200万
5岁以下儿童肥胖

曼迪斯说，全球有4200万5岁以
下儿童存在肥胖的情况，据估计84％
青少年缺乏锻炼。按她的说法，这一
情况“极为令人恐惧”。

世卫组织的报告认为，如果全
球在今后10年中每年投入112亿美
元用于提倡健康生活习惯，非传染
性疾病所引发的死亡案例有望大幅
减少。

“国际社会有机会改变非传染性
疾病流行的情况，”世卫组织总干事
陈冯富珍在一份声明中说。

世卫组织说，禁止烟草和酒类广
告、向高盐和高咖啡因食品饮料征税
等方式简单且耗费不多，在许多国家
已经被证明行之有效。

在土耳其，通过禁止烟草产品广
告、大幅提高价格和设置健康警告等
措施，吸烟率自2008年以来已经下降
13.4%%。在匈牙利，向不健康食品
饮料征收高额税的措施使垃圾食品
销量下降27%。

然而，世卫组织警告，虽然一些
国家取得一些成效，仍有许多国家无
法实现在2011年至2025年把非传染
性疾病相关早逝案例减少四分之一
的目标。

“当人们在黄金年龄染病并死去，
生产力会受到影响，治疗疾病所需费
用可能是毁灭性的，”世卫组织说。据
估计，如果各国不加大投入，非传染性
疾病引发的早逝今后10年可能使全
球经济损失7万亿美元。

林昊（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世卫组织警告

不良生活方式
引发的疾病
比传染病可怕

国际慈善机构乐施会19日公布一
份报告称，预计到2016年，全球1％最
富阶层所拥有的财富将超过其余99％
人口的财富总和。

报告说，2009年，1％最富阶层拥有
全球总财产的44％，而到2014年，这一
比例增长至48％，按照现有发展势头，
预计到2016年，这一比例将超过50％。

根据这份报道，2014年，全球1％
最富阶层中平均每名成年人拥有财产
270万美元。除去这批极其富有人群，
全球20％最富阶层的人占据了全球财
产的大约46％，而其他大约80％的人口
则只拥有全球财富的5.5％，合每名成年
人3851美元。

乐施会的这份报告主要依据瑞士
信贷银行2013年和2014年发布的全球
财富报告。

世界最富有的85个人
拥有1.7万亿美元财富

媒体注意到，乐施会选择在今年达
沃斯经济论坛即将召开时发布了这份
报道。而在去年年初达沃斯论坛即将
召开时，乐施会也发布了类似的报告。

这家机构当时利用福布斯富豪榜

计算出，世界最富有的85个人拥有1.7
万亿美元财富，相当于世界收入较低的
一半人口拥有的财富总和。

针对这一数据，乐施会执行董事温
妮·拜厄尼马当时感叹：“在二十一世
纪，占世界一半人口的35亿人拥有的财
富居然不如一小撮富得流油的精英人
士，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今年，据乐施会统计，世界最富有
的80个人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全球收入
较低的一半人口拥有的财富总和。

换句话说，富人变得更加富有。
英国广播公司举例，“股神”沃伦·

巴菲特2013年的财产是535亿美元，去

年增长9％，达到582亿美元；媒体大亨
迈克尔·布隆伯格2013年的财产是270
亿美元，去年增长22％至330亿美元；
沙特王子阿勒瓦利德·本·塔拉勒2013
年的财产是200亿美元，去年增长2％
至204亿美元；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
2013年的财产是192亿美元，去年增长
20％至230亿美元。

贫富差距拉大
对穷人造成双重打击

即将参加今年达沃斯论坛的乐施
会执行董事拜厄尼马19日告诉媒体记

者，全球范围内的财富不平等“令人惊
讶”，“极富人群和其他人的差距正在快
速拉大”。

“是时候让各国领导人重视这份
强大的既得利益，是它阻碍世界变得
更公平、富有，”她说，“应对贫富差距
拉大的措施不力将使扶贫工作倒退数
十年。”

她认为，贫富差距拉大对穷人造
成双重打击，一来是因为贫富差距拉
大使得经济增速放缓，二来是因为富
人变得更富，使得可供分配给穷人的
财富更少。

乐施会呼吁参加达沃斯论坛的各

国政府代表采纳一个应对财富分配不
均的 7点方案，包括严禁公司偷税漏
税、提高社会服务质量、引入最低生活
工资等。

少数国家已利用税收手段
调整收入分配

其实，最近一两年，少数西方国家
已经开始利用税收手段调整收入分配。

法国政府2012年出台税改政策，向
年收入超过100万欧元（约合131.6万
美元）的个人征收税率为75％的所得税
以及提高财产继承税税率，这一决定也
令不少富人“闻风外逃”。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定于本
月20日发表国情咨文，预计将提及针
对银行业和富人阶层增税，以补贴中
产阶级。

奥巴马将对美国规模最大的金
融机构增税，把资本利得税的最高税
率上调至 28％，堵住富人遗产税漏
洞。白宫说，增税将精准影响美国
1％最富阶层。然而，奥巴马新动议
可能难以在共和党人控制的国会获
得通过。

杜鹃（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国际慈善机构乐施会公布报告

全球富人越来越富
预计到2016年，1％最富阶层所拥有的财富将超过其余99％人口的财富总和

1月20日，在日本东京，模特们穿着由巧克
力和糖果制作、装饰的服装在巧克力沙龙展上进
行展示。当日，100多家著名巧克力制造商在展
会上展示他们的产品。 新华社/法新

日本巧克力沙龙：

美艳视觉盛宴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一些19日早高峰时段
乘坐地铁的市民遇到一位特别的乘客，他就是伊
朗总统鲁哈尼。陪同鲁哈尼乘地铁上班的，还有
伊朗外交部长扎里夫和其他政府成员。在地铁
上，鲁哈尼与一些乘客交谈，还向感到吃惊的乘
客们挥手。媒体报道，鲁哈尼出现在地铁上并非
偶然，而是身体力行参加“国家清洁空气日”的活
动。同许多大型城市一样，拥有1200万人口的
大德黑兰地区也面临着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

张伟（新华社微特稿）

参加“国家清洁空气日”

伊朗总统
早高峰乘地铁上班

韩国“坚果门”事件核心人物、前大
韩航空副社长赵显娥19日出庭受审，坚
称自己没有违反《航空保安法》等4宗罪。

赵显娥现年40岁，是韩进集团及下
属大韩航空会长赵亮镐的长女。去年
12月5日，她乘坐从美国纽约飞往韩国
仁川的大韩航空班机头等舱，因乘务员
给她提供的坚果没有按规定放在盘中，
她一怒之下要求飞机掉头开回登机口并
勒令乘务长下机，导致航班延误11分
钟。涉事乘务长朴昌镇（音译）事后接受
媒体采访时说，他和另一名乘务员在赵
显娥面前下跪，后者还用飞机上杂志的
边角几次戳他手背。

“坚果门”丑闻曝光后，赵显娥辞去家
族企业所有职务并公开道歉，同时接受司
法调查。3个星期前，她被正式羁押。

赵显娥19日当天乘车抵达首尔中
央地区法院，遭大批媒体围追堵截。庭
审开始后，身穿绿色囚服的赵显娥低头
站在被告席上，小声回答着问题。

检方对赵显娥提出4项指控，包括
《航空保安法》上的航空器航路变更罪、
干扰航空器安全航运暴力罪和《刑法》上
的强迫罪、妨害公务罪。一旦罪名成立，

这名富二代将为自己的任性行为付出可
能长达15年监禁的代价。其中，航空器
航路变更罪是最重的一项罪名，最多可
被判处10年监禁。

法庭辩论期间，赵显娥的律师认为
检方指控依据“被夸大的当事人陈述”做
出，声称事发时客机处于地面状态，即便
调头时也还没有上跑道，因此认定赵显
娥的行为没有违反《航空保安法》。

“被告人对给机上乘客、乘务长、乘
务员和飞行员带来损失深表歉意，”赵显
娥的律师说，“但是，针对她的指控大多
存在不实之处或被夸大，（检方）应当重
新加以考量。”

这名律师还说，赵显娥对自身行为
感到“非常后悔”。

当天与赵显娥一同出庭受审的还有
一名涉嫌授意员工做伪证和假口供的大
韩航空高层官员，以及一名涉嫌向大韩航
空透露调查内容的国土交通部调查官。

除上述4项指控，检方先前已经宣
布将扩大调查范围，下一步将聚焦赵显
娥涉嫌免费乘坐头等舱以及国土交通部
公务员获座位升级照顾等事宜。

闫洁（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前大韩航空副社长赵显娥出庭受审

“坚果门”女主女主角不认罪

针对尼斯曼的死因，反对党公民
联盟领导人埃莉萨·卡里奥称这是一
次“暗杀”。施密特－利尔曼和其他一
些认识尼斯曼的人说，尼斯曼生前不
断受到伊朗特工的威胁和阿根廷政府
的压力。

国会议员科尔内利娅·施密特－利
尔曼说，她原本打算19日到尼斯曼的
住处接他，和他一同前往国会。

“过去24小时联系过他的人都说，
他对证据有信心，”施密特－利尔曼说，

“在任何情况下都没有迹象显示他会自
杀。”

她说，尽管尼斯曼突生意外，国
会听证会19日下午如期举行。不少
议员签署声明，敦促全面调查尼斯曼
的死因，并坚持继续调查 1994 年爆
炸案。

尼斯曼的死讯传出后几小时，一个
名为“愤怒的阿根廷”的团体呼吁在布
宜诺斯艾利斯几处地点游行示威。

安晓萌（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反对党：这是一次“暗杀”

阿根廷官员19日说，检察官阿尔韦托·尼斯曼前一天
晚上死于寓所，怀疑系自杀。他5天前指控总统克里斯蒂
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等官员帮助伊朗掩盖1994年
爆炸案真相，本应于19日出席此案的国会听证会。

根据安全部声明，18日晚上，尼斯
曼的保镖无法联系到他，于是叫来他的
母亲。他母亲打不开门，叫锁匠开门后
发现尼斯曼死在浴室，尸体旁边有一把
5.56毫米口径手枪和一个弹壳。由于尼
斯曼屡次接到死亡威胁，警方为他配备
保镖。

公共安全部长塞尔希奥·贝尔尼说：
“所有迹象指向自杀。”联邦检察官比维
亚娜·法因说，尼斯曼死于“一枪毙命”，
没有迹象显示其他人受到牵连。不过，
不排除他被迫自杀的可能，因为现场那
把枪不属于尼斯曼。

根据验尸报告，尼斯曼头部右侧有

子弹射入口，但没有射出口。法因说，
他的尸体躺在浴室，挡着浴室门，门由
内反锁，不像被冲撞过，也没有明显抢
劫迹象。

尼斯曼所住的高级公寓位于首都布
宜诺斯艾利斯附近马德罗港的一栋高楼
上，楼内住户一般从地下停车场出入，外
人很难进入。

克里斯蒂娜19日在网上表达了对
尼斯曼的哀悼，称案件带来“疑惑和问
题”。她起初以“自杀”一词描述尼斯曼
的死，后来在词语后面打了个问号。外
交部长黑克托尔·齐默尔曼当天也表达
了难过之情。

死于“一枪毙命”

10年前，尼斯曼接受时任总统、克
里斯蒂娜的已故丈夫内斯托尔·卡洛
斯·基什内尔任命，重启爆炸案调查。

经过数年的调查和审理，2006年，
阿根廷检方指认伊朗政府主使爆炸案，
黎巴嫩民兵组织落实执行。国际刑警
组织2007年签发红色通缉令，通缉多
名伊朗人和黎巴嫩人，包括伊朗国防部
长艾哈迈德·瓦希迪。伊朗否认涉案，
拒绝逮捕嫌疑人。

阿根廷和伊朗2013年达成协议，
联合调查爆炸案，犹太领袖担心这一举
措对尼斯曼的调查不利。阿根廷是世

界主要犹太人聚集点之一，犹太人口大
约20万，大部分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

尼斯曼5天前指控克里斯蒂娜和
其他高官同意不惩罚至少两名伊朗涉
案官员，他要求法官传唤克里斯蒂娜和
齐默尔曼等。

他上周说：“总统和外交部长作出
犯罪决定，为了阿根廷的商业、政治和
地缘政治利益而伪造伊朗的清白。”

联邦法官已经在定夺是否接受尼
斯曼的指控并传唤涉案人员问询。一
些政府官员先前认为，尼斯曼的指控荒
唐可笑。

受命调查爆炸案

5天前指控总统 阿检察官暴毙

1994 年 7 月 18 日 ，一 辆 装 载 炸
药的货 车 在 首 都 布 宜 诺 斯 艾 利 斯
的阿根廷犹太人文化中心外爆炸，
导致 85 人死亡、200 多人受伤，死伤
者 多 为 犹 太 人 。 案 件 真 相 至 今 仍
未查清。

尼斯曼上周指认克里斯蒂娜和齐
默尔曼等官员与伊朗达成协议，包庇涉
案伊朗官员，克里斯蒂娜予以否认。尼
斯曼死后，克里斯蒂娜下令将尼斯曼先
前索要的一份机密文件解密，似乎为避
免受到任何责难。 （据新华社电）

新闻背景

人们常说，时间是治愈伤口的良药。这一说
法得到了研究结果的佐证。美国蒙茅斯大学研究
人员调查155人，研究情侣分手或夫妻离异带来
的情伤需要多久才能治愈。结果显示，71％的调
查对象在分手11周后开始看到分手带来的积极
影响，分手后的3个月被称为“恢复期”，人们在此
期间调整情绪，“治愈”情伤。约会网站Fifties。
com所做的一项调查则显示，离婚带来的情伤平
均需要18个月才能治愈。人际关系专家帕姆·斯
珀尔还给出“疗伤”建议：不要自责；接受一些新事
物；多跟家人和朋友相处；别当“祥林嫂”；开启“我
不在乎”模式。 乔颖（新华社微特稿）

时间真的能治愈情伤

赵显娥乘坐的巴士抵达法院。 新华社/法新

2009年 1％最富阶层拥有全球总财产的44％

2014年 1％最富阶层拥有全球总财产的48％

2016年 1％最富阶层拥有全球总财产将超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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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在日本东京，“罗比”机器人表演
舞蹈。

当日，在日本东京举行的《Robi》周刊宣传活
动上，设计师高桥智隆展示了100个“罗比”机器
人。“罗比”是一个34厘米高的机器人，它可以说
话、走路和跳舞。每期《Robi》周刊会附送一些
“罗比”的零件，读者必须要凑齐70期《Robi》才
可以得到一个“罗比”机器人。

新华社/法新

机器人“罗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