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游记》里的孙悟空大闹
天宫，各路神仙降他不得，玉帝
遂请如来佛祖将其制服，压在五
行山下。后经历五百年，方被去
西天取经的唐三藏救出。观音菩
萨在往中土寻找取经人的途中路
过五行山，见到了被压石猴的生
活状况：口能言，身不能动。

令人拍案的是，在现实世界
里，竟然也发生过类似石猴被压
的事情。《西游记》 成书于明
朝，而这桩奇事也发生在明朝，
主角是一个叫陈谔的朝廷命官。

陈谔，字克忠，番禺（今广
州市番禺区） 人，《明史》 卷
162有传。永乐年间，他以乡举
入太学，授官为刑科给事中（六

科给事中与御史统称为言官）。
这个人天生就是一个做言官的材
料，特别刚直，对被检举的官员
私毫不留情面。陈谔还有一个特
点：每当奏报时，声高气足，洪
亮如钟。皇帝曾经下令饿他几
天，但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无
奈之下，皇帝叹其天性，称其为

“大声秀才”。
饿他几天，他也不惧。对百

官，交章弹劾依然无所顾忌；对
皇上，谏诤封驳仍然亢直激烈。
有一次因为言事违背上意，永乐
皇帝诏令将他“坎瘗奉天门，露
其首”。“坎瘗”，是古代行祭地
礼时用来掩埋牲畜和玉帛的坑
穴。就是说，皇帝命人把他埋在

奉天门外，只露个头，情形很像
孙悟空被压五行山：口能言，身
不能动！

孙悟空是神仙，被压五百年
而不死，但陈谔乃一凡人。正常
情况下，一个人不吃不喝最多也
就坚持几天的时间，而陈谔不光
是不吃不喝，还被埋于坑内，

“口能言，身不能动”，这种情况
下能活几天？——陈谔坚持了一
个星期：“七日不死”。

陈谔的体质很好啊！同时也
说明他的意志十分坚强。七日不
死，皇帝认为是天意，“赦出还
职”。饿过了，埋过了，陈谔总该
长点记性了吧？没有。不久他再
次惹怒了皇上。这次皇帝没有饿

他也没有埋他，而是罚他修理象
房。类似的事，换作别人，肯定
是出钱雇人。而陈谔一贫如洗，
只能自己亲自干。还好，在他干
活的当儿，皇帝碰巧路过，“怜
之，命复官”。

陈谔后来官至顺天府尹，又
历任湖广按察使、山西按察使
（均为正三品）。期间又“坐事落
职”。仁宗即位，遇大赦，本该
官复原职，但仁宗忌其过去在湖
广任上经常揭发楚王（楚昭王朱
桢，朱元璋第六子，仁宗的叔
父）的问题，将其降职为海盐知
县（正七品）。之后他又到一个
王府任过长史（正五品），宣德
三年在镇江同知（从四品）的职

位上致仕。
对比一下，陈谔的结果就不

如孙悟空了。孙悟空历尽千辛万
苦，终成正果；而陈谔德才兼备，
最终却没有从庙堂之上离休，而
是退于江湖之远。是喜是悲？

悲，在所难免。读明初许多
官员的故事，笼罩于人的往往是
一种悲凉。但也有喜，在明初皇
权的高压之下，像陈谔那般性格
的人，能有善终算是奇迹了。

后世对于陈谔，更多的是叹
惜。明末人谈迁曾引用别人的话
评之曰：“陈公之鲠直，九死不
移，宜其简在帝心，徒以执政不
悦而竟不果召。惜哉！”

（付俊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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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孙悟空”陈谔：被皇帝活埋七日而不死

荒淫之极、公开卖官的汉灵帝
官职者，国家之名器也。

历史上的那些腐败王朝，大都
存在买官卖官的现象。但即便
是很腐败的朝廷，在卖官时也
是遮遮掩掩，巧立名目操作
之。然而，历史上有一位皇
帝，却将卖官行为推向了极
致：不仅堂而皇之专门开了个
卖官店，明码标价公开售官，
而且将卖官鬻爵行为制度化和
持续化，公开卖官长达 7 年之
久。

这位腐败透顶的皇帝，就
是东汉第十一位皇帝汉灵帝刘
宏。汉灵帝与其前任汉桓帝的
统治时期是东汉最黑暗的时
期，诸葛亮的《出师表》中就
有蜀汉开国皇帝刘备每次“叹
息痛恨于桓灵”的陈述。

汉灵帝刘宏能登上皇帝
位，是幸运的。他的前任汉桓
帝刘志 36岁时就死了，身后无
一子嗣。年轻的窦皇后（桓帝
死后被尊为太后）及其父亲窦
武，为了便于控制朝政，就把
继承人的年龄设定在少年段。
于是便锁定了汉桓帝的亲堂
侄、当时只有 12岁的刘宏。刘
宏是汉章帝玄孙，刘宏的曾祖
父是河间王刘开，父亲解渎亭
侯刘苌与桓帝刘志是堂兄弟。

汉 桓 帝 永 康 元 年 （167
年），光禄大夫刘儵与中常侍曹
节带领中黄门、虎贲、羽林军
一千多人，前往河间迎接刘
宏。第二年正月二十日，小刘
宏来到夏门亭，权臣窦武亲自
持节用青盖车把他迎入殿内。
第二天，刘宏在窦武等的安排
下登基称帝，改元为“建宁”。
就这样，刘宏便懵懵懂懂地由
一个本无前途的皇族旁支子
弟，一下子君临天下了。

汉桓帝留给汉灵帝的是一
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汉灵帝
即位后，汉王朝政治已经十分
腐败了，天下旱灾、水灾、蝗
灾等灾祸泛滥，四处怨声载
道，百姓民不聊生，国势进一
步衰落。再加上宦官与外戚夺
权，最后宦官推翻外戚窦氏并
软禁窦太后，夺得了大权，又
杀正义的太学生李膺、范谤等
100余人，流放、关押 800多人
（这些人多惨死于狱中），并折
磨死了敢于仗义直言的太傅陈
蕃 （陈蕃的名言“一屋不扫，
何以扫天下”对后世影响极
大）。贤能忠义进步势力遭到彻
底打击。宦官们通过镇压，消
除了与自己直接抗衡的力量，

专权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宦官
是一个十分腐朽的政治集团，
身体的残缺和社会的鄙视，使
得他们具有卑劣的人格和极强
的报复心理。因而当这个集团
左右了皇帝，操持了朝政，总
揽了大权之后，东汉的命运便
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了。

而昏庸荒淫的汉灵帝，除
了沉湎酒色以外，还一味宠信
宦官，尊张让等人为“十常
侍”（常侍是宦官中权势最大的
职位，负责管理皇帝文件和代
表皇帝发表诏书），并常常无耻
地说“张常侍乃我父、赵常侍
乃我母”，宦官杖着皇帝的宠
信，胡作非为，对百姓勒索钱
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可谓
腐败到极点，朝野上下怨声载
道。

汉灵帝十分好淫，他在后
宫里随时随地看中了哪个女子
长得美艳就拉到床上交欢。为
了便于他临幸，这些后宫美艳
女子都得穿开裆裤。中平三年
（186年），汉灵帝在西园修建了
千间裸游馆。灵帝与众多的姬
妾在这里裸体游玩，经常通宵
达旦。灵帝又让宫内的内监学
鸡叫，在裸游馆北侧修建了一
座鸡鸣堂，里面放养许多只
鸡。每当灵帝在醉梦中醒不过
来时，内监们便争相学鸡叫，
以假乱真来唤醒灵帝。

汉灵帝酷爱做生意，堪称
历史上第一个皇帝“顽主”。他
在后宫专门开辟了“宫中市”，
仿造街市、市场、各种商店、
摊贩，让宫女嫔妃一部分扮成
各种商人在叫卖，另一部分扮
成买东西的客人，还有的扮成
卖唱的、耍猴的等。而他自己
则穿上商人的衣服，装成是卖
货物的商人，在这人造的集市
上走来走去，或在酒店中饮酒
作乐，或与店主、顾客相互吵
嘴、打架、厮斗，好不热闹。
灵帝混迹于此，玩得不亦乐
乎。肆中的货物都是搜刮来的
珍奇异宝，被贪心的宫女嫔妃
们陆续偷窃而去，甚至为了你
偷的多我偷的少而暗地里争斗
不休，灵帝却一点也不知道。
灵帝还用驴驾车，亲自操辔执
鞭，驱驰于苑中。这件事被京
城的百姓知道了，争相仿效，
一时本来低廉的驴价骤然上
涨，与马的价格相同。

如此的荒唐行径，倒还能
容忍，因为毕竟对国家没造成
多大的损失。但可悲的是，汉

灵帝很快就把他对商业的爱好
发展到卖官鬻爵的方面了，这
样一来，后果之严重自然不堪
设想。

汉灵帝之前的一些皇帝，
也曾有过卖官的现象，但都只
是偶尔为之，而且所得钱款一
般都是“佐国之急用”。而到汉
灵帝之时，一切都是赤裸裸
的，最为荒唐的是，汉灵帝竟
然在西园开办了一个官吏交易
所，明码标价，公开卖官。卖
官所得钱款都流入了汉灵帝自
己的腰包。汉灵帝亲自制定卖
官的规定是：地方官比朝官价
格高一倍，县官则价格不一；
官吏的升迁也必须按价纳钱。
一般来说，官位的标价是以官
吏的年俸计算的，如年俸二千
石的官位标价是二千万钱，年
俸四百石的官位标价是四百万
钱，也就是说官位的价格是官
吏年收入的一万倍。除固定的
价格外，还根据求官人的身价
和拥有的财产随时增减。

汉灵帝卖官可谓雁过拔
毛，不放过任何机会，连功劳
很大、声望也很高的张温、段
颎等人，也都是给汉灵帝先交
足了买官的钱，才登上公位
的。关于这一点，《资治通鉴》
中有记载：“张温等虽有功勤名
誉，然皆行输货财，乃登公
位。”及至后来更变本加厉，官
吏的调迁、晋升或新官上任都
必须支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
的官位标价，也就是说，官员
上任要先支付相当他 25年以上
的合法收入。许多想做官的人
都因无法交纳如此高额的“做
官费”而只好望洋兴叹，徒唤
奈何。

崔烈买官的故事十分搞
笑。崔烈出身于北方的名门望
族，历任郡守及朝廷卿职。中
平二年（185年）三月，崔烈想
当司徒，便通过关系，花了500
万钱买了个司徒。到册拜之
日，宫廷举行隆重的封拜仪
式，灵帝亲临殿前，百官肃立
阶下。望着崔烈春风得意的样
子，灵帝突然觉得他这司徒一
职来得太便宜了，忍不住惋惜
地对随从亲信嘟哝：“这个官卖
亏了，本来该要他一千万的。”
旁边的中常侍便插嘴道：“他能
出五百万，已经很不错了。陛
下您要有点品牌意识，像崔公
这样的冀州名士，岂肯轻易买
官？现在连他都认可陛下的产
品，正好给我们做免费广告，

以后这官位就会更畅销了。”事
后，崔烈有一天问儿子崔钧：

“吾居三公，于议者何如？”意
思是说，人们对我当上三公有
何议论。崔钧据实相告：“论者
嫌其铜臭。”这就是“铜臭”一
词的来历。

崔烈所买到的司徒一职，
与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三
公”，是掌握军政大权、辅助皇
帝的最高长官。卖官已卖到朝
廷的最高官职——三公，堂堂
皇帝竟然贪婪地像买卖货物那
样讨论着三公的价格，真是滑
天下之大稽，荒唐到无以复加
了。

汉灵帝卖官还推行了竞标
法，求官的人可以估价投标，
出价最高的人就可中标上任。

汉灵帝卖官不仅公开化，
而且还具有制度化和持续化的
特点。从光和元年（178年）一
直持续到中平六年 （184 年），
汉灵帝不亦乐乎地做了七年的
卖官生意，将官场搞得乌烟瘴
气，使原本就风雨飘摇的汉室
更是雪上加霜。

皇帝尚且如此，自然是上
行下效，那些贪官酷吏更是变
本加厉地搜刮、盘剥百姓，榨
取更多的钱财来买更大的官，
然后利用手中更大的权力来捞
取更多的财富。

灵帝曾在西园游乐场与一
班无赖子弟玩狗，并给狗带上
了进贤冠和绶带。东汉的进贤

冠为文官所用，前高 7 寸，后
高8寸，长8寸。给狗戴上文官
的帽子，不知是对官吏的一种
侮辱，还是对狗的一种侮辱。

朝政腐朽黑暗，各地遍布
贪官污吏，土地兼并十分严
重。百姓再也忍受不了剥削与
压榨，纷纷走上反抗的道路，
各地起义连年不断，从建宁元
年（168年）到中平元年（184
年）的十多年时间内，见于史
籍记载的农民起义不下十几
次 。 汉 灵 帝 中 平 元 年 （184
年），巨鹿 （今河北涿州） 人
张角兄弟三人以“苍天已死、
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
吉”为名举行起义，史称“黄
巾之乱”，这次起义所向披
靡，给病入膏肓的东汉王朝以
沉重打击。虽然被镇压，但是
影响极大。从此东汉王朝名存
实亡。

公元 189 年，昏庸的汉灵
帝在凄风苦雨中结束了他的一
生，终年34岁。汉灵帝一生嫔
妃众多，所生皇子也有十几
个，但存活下来的只有两个：
刘辩和刘协。汉灵帝死后，14
岁的皇长子刘辩被何太后和何
进立为皇帝，史称汉少帝。后
董卓入朝乱政，强迫何太后诏
策废除少帝，贬为弘农王；立
汉灵帝的另一个儿子陈留王刘
协为帝，史称汉献帝，也是汉
朝 400 年历史中的最后一个皇
帝。 （刘继兴 孙玉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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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莫斯科 7月 11 日
电 俄罗斯空降兵部队 11 日在
克里米亚半岛举行大规模演
习，2400 多名空降兵完成了空
降和占领敌人军事目标的演习
任务。

俄国防部当天发布新闻公
告说，新罗西斯克空降突击团

的空降兵乘坐 40架伊尔-76军
用运输机从远距离外的机场机
动至克里米亚，并在 600 米至
900米的高度进行空降。

公告说，空降兵同时空降
至克里米亚半岛的两个靶场。
这两个靶场相距较近，且均位
于海岸线附近，实施空降的难

度相对较大。
公告说，此次空降行动由

A-50U 预 警 机 负 责 指 挥 ，
苏-27战斗机编组担任空中护
航任务。空降兵空降至地面
后，迅速占领并开辟野战机场，
协助参加此次演习的伊尔-76
运输机完成降落。

新华社平壤7月 11日电
朝鲜外务省美国研究所政策研
究室室长 11日发表谈话说，韩
国当局近日准备再次从美国引
进隐形战斗机的做法挑战了朝
韩军事协议，此举是使朝鲜半岛
局势滑向军事紧张边缘的危险
行径，将迫使朝鲜采取回应措
施。

据朝中社当天播发的这份
谈话内容，这名未具名的官员表
示，继今年3月后，韩国准备本
月中旬再从美国引进两架
F-35A型隐形战斗机。引进这
种“看不见的杀人武器”，目的是
确保对本地区周边国家的军事
优势，尤其是要在朝鲜半岛非常
时期打开“侵朝大门”，“此举是
对明确规定全面停止针对对方
的增强武力行为的《〈板门店宣
言〉军事领域履行协议》的正面
挑战”。

这名官员表示，韩国当局如
不能摆脱对外来势力的依附，北
南关系的前景就毫无希望。针
对韩国引进更多“杀人武器”的
做法，“朝鲜也不得不进行特殊
武器的开发与试验，以彻底摧毁
这些‘杀人武器’”。

新华社东京7月 11日电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11
日宣布，日本隼鸟2号探测器当
天再次成功着陆小行星“龙
宫”。隼鸟 2号今年 4月在“龙
宫”上制造了一个撞击坑，此次
任务就是采集从撞击坑中飞散
出的小行星内部岩石样本。

隼鸟2号首先在小行星“龙
宫”上空约20千米处待命，然后
从10日开始朝距撞击坑不远的
目标地点缓慢下降，11日上午探
测器短暂着陆“龙宫”。日本广
播协会电视台播放了地面控制
室内人员欢呼庆祝隼鸟2号成
功着陆的画面。隼鸟2号采集
样本后已再次飞离“龙宫”表面。

隼鸟2号4月在小行星“龙
宫”上制造了一个直径达 10米
的撞击坑，小行星内部物质在相
关弹丸的撞击下四处飞散。由
于撞击坑地形不平坦，在这里着
陆有困难，隼鸟2号此次着陆目
的地是距撞击坑约20米的一处
地点。据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
发机构推测，此地可能有因弹丸
撞击而飞散的小行星内部物质
堆积，厚度估计约1厘米。

研究人员认为，小行星内部
岩石未受太阳风和宇宙射线影
响，分析这些岩石有助于进一步
了解小行星的形成历史和太阳
系的演化等。

“龙宫”直径约1千米，在地
球和火星之间的轨道上运行。
这颗小行星被认为含有水和有
机物，与约 46亿年前地球诞生
时的状态相近。

隼鸟2号于2014年12月从
日本鹿儿岛县种子岛宇宙中心
发射升空，经过约3年半的太空
之旅，于 2018年 6月 27日抵达
小行星“龙宫”附近。今年2月，
它首次成功在“龙宫”短暂着陆
并取样。隼鸟2号预定于今年
底离开“龙宫”，2020年底返回地
球。

日本口风强硬 韩国欲寻美国“拉架”？
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

日本加强对韩出口管控所引发
的风波继续延宕。韩国总统文
在寅10日称之为“史无前例的危
机”。韩国外长康京和10日晚与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电话，韩国
多名高官也接连访美。

分析人士认为，日韩关系近
来持续紧张，短期内恐怕难有实
质性改善，美国肯不肯出力调
和、又能发挥多大作用犹未可
知，美国东亚政策、美日韩同盟
关系恐怕也会受到一定影响。

【新闻事实】
文在寅 10日急召 30家企业

高管开会，表示韩方准备面对一
切可能情形，包括韩日纠纷旷日
持久的可能性，并敦促日本方面

“不要执迷不悟地走向死胡
同”。他说，日本实施出口管控
是出于政治目的，意图打击韩国
经济，这不仅损害韩日友好关
系、破坏韩日安全合作，对两国
经济和全球经济也都没好处。

韩联社 11日援引韩国外交
部消息报道说，康京和10日晚与
蓬佩奥通电话，对日本出口管控

措施表达忧虑，而蓬佩奥对此表
示理解。两人商定继续加强韩
美、韩美日之间各层级外交沟
通。

康京和说，日本此举不仅损
害韩企利益，还会扰乱全球供应
链，也给美国企业乃至世界贸易
秩序造成负面影响，不利于韩日
两国友好合作关系和韩美日三
国合作，希望日方撤销出口管控
措施，以免事态恶化。

另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家
安保室、外交部、通商交涉本部
等部门高级官员正接连访美或
准备访美。

就韩方要求日本撤销出口
管控措施一事，日本官房长官菅
义伟9日在记者会上说，“这不是
需要协商的事情，所以不存在撤
回的问题”。

在9日于日内瓦召开的世界
贸易组织（WTO）货物贸易理事
会会议上，韩国要求日本撤回针
对韩国实施的加强半导体材料
出口管控措施。

另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
消息，韩日计划12日在东京展开

对话。
【深度分析】
日韩双方近期因“慰安妇”

问题、二战劳工赔偿问题、火控
雷达照射事件等新老问题龃龉
不断。此次，日韩对日方出口管
控措施的动机各执一词，日方坚
持“就事论事”，韩方则批评对方
举措系政治报复。

对此，韩国仁荷大学国际通
商学教授郑仁教说，日方实施出
口管控，一方面是在日本参议院
选举前夕将韩日关系与日本国
内政治挂钩，另一方面也反映
出，过去一段时间以来，韩日关
系的确纠缠复杂。

美国智库外交学会日本问
题专家希拉·史密斯说，美国曾
在日韩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美
前总统奥巴马曾举行美日韩峰
会来改善日韩关系，但目前来
看，特朗普政府没有多少兴趣、
也暂无计划调和日韩关系，而日
韩政界、外交界恐怕也正对再由
美方解决日韩分歧失去兴趣。

史密斯说，日韩关系紧张也
与两国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分

歧加深有关。对于朝鲜，韩方期
待加强接触，日方则希望继续制
裁；双方还都认为美国在与朝鲜
接触过程中优先满足了另一方
的安全利益。接下来，日韩分歧
或将成为困扰美国东亚政策的
关键点之一。

【背景链接】
日本政府 1日宣布，将对出

口韩国的半导体产业原材料加
强审查与管控，并将韩国排除在
贸易“白色清单”外。日本出口
管控措施4日开始生效。据韩国
媒体报道，这是韩日1965年恢复
邦交以来，日本政府首次对韩国
施加“经济制裁”。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方此次
限制对韩出口的主要是高纯度
氟化氢、抗蚀剂和氟聚酰亚胺，
它们是智能手机、芯片等产业中
的重要原材料。韩国企业对这
三类日本进口材料的依赖度分
别达43.9%、91.9%和93.7%。

韩方多次强调，日方实施出
口管控是对韩国裁决二战劳工
赔偿案的报复。日方否认报复
之说。

朝鲜谴责韩国引进
美国隐形战斗机

日本探测器再次着
陆小行星“龙宫”

新华社北京7月 11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莫斯科、圣彼得
堡记者报道：俄罗斯空天军下
属航天兵 10 日在俄西北部的
普列谢茨克发射场，用一枚“联
盟-2.1V”运载火箭成功发射 4
颗军用卫星。

俄国防部发布消息说，这
枚火箭于莫斯科时间 10 日 20
时 14分升空。有关监测显示，
火箭飞行约4小时后，4颗卫星
成功进入预定轨道。

据介绍，“联盟-2.1V”属
于“联盟-2”系列运载火箭，这
是俄目前使用的主要运载火箭
类型之一，它逐步取代了已服
役多年的“联盟-U”运载火箭。

俄罗斯成功发射
4颗军用卫星

普京：俄经济已
连续 13 个季度
积极增长

新华社莫斯科7月 10日
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10日说，俄
经济已连续13个季度呈现积极
增长态势。

据俄媒体报道，普京当天在
出席经济工作会议时说，今年1
月至5月，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0.6%，工业生产增长2.4%。

普京表示，为推动俄经济继
续稳健增长，需保持宏观经济与
财政状况稳定，使通货膨胀水平
回归至4%，并进一步降低失业
率。

俄罗斯在克里米亚举行大规模演习

美国对法国数字服务税发起“301调查”
新华社华盛顿7月10日电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10日宣布，
根据《1974 年贸易法》第 301 条
款，美国决定对法国政府将于11
日通过的数字服务税法案发起
调查，此举或将进一步加剧美欧
经贸摩擦。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10日
发表声明说，法国政府拟征的数
字服务税涵盖的正是美国企业
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数字服务

领域，新税将“不公平”地针对美
国科技公司。

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在
声明中说，总统已下令调查法国
此项立法的影响，“判定它是否
具有歧视性，是否不合理，是否
会对美国商业造成负担或带来
限制”。

今年 3月初，法国经济与财
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提交了一
份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法律草案，

拟对谷歌、亚马逊、脸书等 30余
家全球互联网巨头征收数字服
务税。预计法案施行后，全球数
字业务年营业收入不低于7.5亿
欧元和在法国境内年营业收入
超过 2500万欧元的企业将被征
收3%的数字服务税。

除法国外，英国、意大利、奥
地利、新西兰等国也在考虑征收
数字服务税，欧盟也在就此进行
论证。经合组织正试图找到一

个国际公认的解决方案，从而将
数字服务纳入税收框架。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天
表示，“301 条款”赋予美国贸易
代表广泛授权以调查和回应外
国“不公平”贸易做法；同时，美
国将继续与经合组织其他国家
一道努力，达成一项多边协议以
应对全球数字经济给国际税收
体制带来的挑战。

巴基斯坦火车相撞造成至少13人死亡
7月11日，在巴基斯坦拉希姆亚尔汗，人们聚集在事故现场。据巴基斯坦媒体11日报道，一列客运列车当天

上午在该国东部城市拉希姆亚尔汗与一列货运列车相撞，已造成至少13人死亡、超过70人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