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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谱
文在寅
韩国总统本月将访华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昨日宣布：应国家
主席习近平邀请，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 12
月 13日至 1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当天下午的例行
记者会上透露了文在寅访华的日程安排。
耿爽表示，中韩互为近邻。此次访问是文在
寅总统就任后首次访华。中国领导人将同
文在寅总统会谈、会见，就两国关系及共同
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据其了
解，文在寅总统在华期间将访问北京和重
庆。中方期待此次访问为推动中韩关系改
善发展、增进双方在朝鲜半岛等问题上的
沟通协调发挥积极作用。
（新华社 外交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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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一般性的国防教育内容，和目前的
时政并无多大关系。
工作人员称，人民防空办公室不
仅担负战时疏散等职责，也需要在日
常生活中向大家普及防震减灾和国防
教育内容。人民防空办公室每个月都
会在《吉林日报》上刊登联防知识及相
关宣传，这次的核武器内容是按照正
常的工作安排编排的，早就安排好的。
（环球时报）

热词
出入境业务

24 日至 27 日暂停办理

北京警方 6日发布通告，因系统
切换，12月 24日零时至 27日 24时
将暂停办理出入境业务。
警方通告显示，根据公安部统一
部署，北京市公安局将启用全国出入
境管理信息系统。2017年 12月 24
日零时至 12月 27日 24时，全市公

安机关的出入境证件受理点、自助服
务区、
“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办
事大厅’”网站及手机 APP平台，因系
统切换将暂停服务。2017年 12月 28
日起，恢复正常业务办理。
警方提醒中外申请人及时调整办
（新华社）
证时间。

众议

读图

八达岭老虎伤人案
本月 19 日开庭审理

‘’

我自己也很焦虑，被手机绑
定了。

——
—昨天，在 2017《财富》全球论
坛上，腾讯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
执行官马化腾坦言，自己也被微信绑架
了，希望下一代的通讯设备不要对眼睛
有伤害，有个脑电波直接发送到大脑里
最好了。

‘

本人的小黄车深深地“亲吻”了
一口你的车屁股，我深感歉意！

’

——
—上个周末，成都的张女士骑共
享单车撞裂路边小轿车尾灯，留下了一
张萌萌的道歉纸条，没想到车主不但
发短信表示谅解，不用她赔偿，还关心
了她是否受伤。好友将这件事发布在
微博上，两人的行为都得到了网友们
的点赞。

人

教育部近日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实施纲
要》要求，大力促进心理育人，按照师
生比不低于 1比 4000配备心理健康
教育专业教师，每校至少配备 2名专
业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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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

日前，浙江外国语学院国际学院 11位
外国留学生完成一份特别的中文试卷，而
阅卷“老师”竟然是来自阿里巴巴的人工智
能（AI）机器人，他们成为了全球首批用人
工智能机器人来阅卷的学生。机器人在学
生们的试卷上精确圈出了缺词、语序等错
误，不到 200字的作文看出 8处错误，批改
一篇作文的时间通常只有 40秒。阿里巴巴
的工程师透露，从目前的测试情况来看，阿
里“AI老师”在准确率和细致程度都是接
近甚至超乎人类的水平。 （都市快报）
【网友议论】
咪米咕 77：酷！老师们不用改作业改
到深夜了。
梁菲 _0319： 说教师会失业的危言耸
听了，教师不但教书，还要育人。
眠晓 best6888：意义大不，让机器人
去评鲁迅的文章，恐怕整篇文章都有语病。

’

——
—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发言
人 6日发表谈话，批评近期澳大利亚
一些媒体的涉华言论不实。近期，澳大
利亚一些媒体不断炮制所谓中国对澳
进行影响渗透的新闻。有关报道不仅
对中国政府进行无端指责，而且对在
澳中国留学生及华侨华人进行肆无忌
惮的中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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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议论】
上官飞燕：

机器人批改学生作文
阅卷时间只有 40 秒

‘

数字

八达岭老虎伤人案在经历开庭被延期
后，北京市延庆区人民法院将正式审理该
案。记者从受害人赵女士处获悉，北京市延
庆区法院已发出传票，通知她与八达岭野
生动物园的健康权纠纷案将于 12月 19日
开庭。其已故母亲周女士的案子将一起审
理。2016年 7月 23日，赵女士一家三口和
母亲在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东北虎园内
自驾游览，赵女士和她母亲在猛兽区下车，
随后被老虎袭击，赵女士被咬伤，其母亲周
女士被老虎咬死。事发后，引发舆论争议。
开公园不是办公益，经营
者必须承担风险责任，无论游客有多大
的责任。
网友 128451311： 支持以法律途径
解决，法律会给出公正判决。
穷极 股 道 ： 园方至多负 10%
的责任，
否则会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

声音

中方无意干涉澳内政，也无意
通过政治献金影响澳政治进程。

《吉林日报》介绍核武常识引关注
《吉林日报》昨天用一个整版介绍
了核武器常识及在遭到核攻击时的
防护方法。该版主体文章题为《核武
器常识及其防护》，并配有题为《清除
放射性污染》的漫画，以及一篇题为
《战时空袭与平时灾害有哪些共同点》
的文章。这个版的内容传到互联网上
后，迅速刷屏，网友议论纷纷。对此，吉
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
这次的专刊是防空办公室提供的，属

北京晨报

万元

吊脚楼进县城

昨日，一座修建在湖北省宣恩县城的传统土家族吊脚楼民居举行“立屋”仪
式。刚刚立起的吊脚楼与不远处的楼房隔河相望。不用一钉一铆修建的两层木质
吊脚楼“立足”于县城钢筋水泥楼房群中，让土家族吊脚楼营造技艺这一国家级
非遗更加融入小城人们的日常生活。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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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出行副总裁杨峻 5日透露说，
到 2020年，滴滴出行在其平台投放运
营的电动汽车将超过 100万辆。杨峻介
绍说，在全国 400多个城市里，滴滴出
行每天的峰值订单达到 2800万单，成
为全球较大的一站式出行平台。

7.3

万人次

七乐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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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瞒报死亡事故，今年被群众举
报。12月 6日，经山东煤监局核实，去
年 12月 20日，山东新巨龙能源有限责
任公司发生一起 1人死亡事故，该煤矿
却违法瞒报了该事故。煤矿安全监察机
构对其处以 40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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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首座无性别公厕近日运行满
一年，累计使用超过 7.3万人次。“第三
卫生间”等为特殊人群提供便利的厕
所，有望在上海的医院、景区、客运场所
等“遍地开花”。目前上海已有 200多个
“第三卫生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