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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民众举行反政府游行 
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

希腊当地时间2月26日，在一次反对
希腊新总理齐普拉斯领导的联合政府
的游行活动之后，数十名游行示威人员
与防暴警察在雅典市中心发生冲突。这
也是齐普拉斯上台一个月以来希腊首
都首次出现暴力事件。

反政府游行示威聚集了约450人。游
行结束后，50名身着黑色服装的示威者
向Exarchia区的警察发起攻击。

据悉，示威人员指责齐普拉斯政府
与国际债权人达成的协议，并向秩序部
队投掷燃烧弹，还砸毁商店橱窗并点燃
汽车。

称国家安全原因
菲律宾中止中企运营电网

日前，菲律宾能源部长称，因国家安
全原因，将中止中国参与菲国家电网的
运营，目前正在菲国家电网工作的中国
工程师将回国，但中国国家电网仍拥有
菲国家电网40%股份。

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后，回答记者
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中方
注意到有关报道。“希望菲方公平、公
正处理好有关问题，切实维护中国企业
在菲合法权益，为外国投资者赴菲创造
良好投资环境。”

菲律宾能源部长赫里乔·佩蒂利亚对
外表示，菲律宾政府将中止16名中国技
术人员在菲律宾国家电网内部的工作，
他们将在今年7月之前返回中国。

但他也表示，中国公司仍将保持在
菲律宾国家电网中的股份，而这意味着
董事会成员里依然会有两名中国人。

无人机飞过美驻法大使馆上空
        法国安全部门的消息来源透露，24
日凌晨，至少有五架无人机从巴黎上空
飞过。
　　据法国20minutes新闻网报道，根据
目前掌握的情况，这几架无人机于夜间

分别从埃菲尔铁塔、巴黎荣军院、协和
广场以及美国驻法大使馆等地的上空
飞过。
　　消息来源称，这一行动应该是提前
计划好的，但现在还不能确定无人机操
作者的身份。警方已派人展开搜查行
动，但目前一无所获。
　　另据法国BFMTV新闻网报道，这
几架无人机在凌晨1点到6点间陆续飞过
以上地区。目前，检察部门已经就此事
着手展开调查。
　　据悉，在上个月的15日夜间至16日
凌晨，就有一架小型无人机飞越法国
总统官邸爱丽舍宫。爱丽舍宫证实了这
一消息，并称无人机在爱丽舍上空飞行
了“数秒”。有关方面随后排除了此事与

恐怖袭击的关联。

马航计划裁员6000人
或引工会大型示威抗议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马航)下月起将实
施重组行动，按计划裁退约6000名职员，
希望借此削减营运成本。不过有消息称，
马航内部正酝酿举行大型示威，以迫使马
航取消裁员计划。
　　马来西亚一家媒体援引消息表示，有
马航内部消息人士称，马航员工与工会正
计划号召会员展开大型示威，其规模足以
严重影响马航日常运作。
　　消息表示：“是的，鉴于目前局势，(
马航)工会确实正筹备一些示威活动。但
我不能告诉你这场示威将以什么形式及
何时进行，或将有多少人响应。”
　　另据消息人士称，马航新公司(MAS 
NewCo)首席执行员克里斯托慕勒3月1日
上任后，首个计划就是将马航职员人数从
现有的逾2万人减至约1万4000人。

斯诺登披露美英用黑客
手段盗取手机通信密钥

美国前防务承包商雇员斯诺登提供
的文件显示，美国和英国情报部门用黑客
手段侵入芯片制造巨头金雅拓的内部系
统，盗取了用以保护手机通信隐私的加密
密钥，从而获得秘密监听和破解手机通信
的能力。
　　报道说，由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英国政
府通信总部2010年组成的一个联合小组执
行了上述行动。斯诺登向“截击”网站提
供的英国政府通信总部秘密文件记录了
这个小组的活动详情。
　　总部设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金雅拓
公司是全球最大的SIM卡制造商，其产品
客户包括全球400多家电信运营商。斯诺
登提供的文件表明，美英情报人员在该
公司内部网络的几台计算机上植入恶意
软件，从而获得了进入整个内部网络的途
径。通过搜索公司雇员的通信记录，美英
情报人员大规模窃取了加密手机通信的
密钥。

加拿大发现神秘隧道 
警方调查是否与恐袭有关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报道，1月时，
市政厅一名工人经过隧道入口处时，无意
间发现地上有一片已锈蚀的铁器，捡起查
看时却赫然发现下方有一条不为人知的
隧道。这条神秘隧道入口在约克大学校园
的林木繁茂区，完全是人工挖掘。
这条隧道长7米、深2.5米，內部通道相当
复杂，隧道內部都经过加固处理，避免塌
陷。隧道內还有灯光及一部发电机。
据报道，多伦多警方早在六周前即获报知
晓此一隧道，但迄今仍不知道何人所掘，
及目的为何。
        根据CBC的报道，这条隧道距离约
克大学体育中心很近，而该体育中心正
是今年7月泛美运动会的其中一个主要会
场。多伦多警方目前对此一隧道三缄其
口，但已通报全国各个安全单位。加拿大
皇家骑警、加拿大情报局等单位据称都已
加入调查

(陈立英 整理）

  Cardinal Ritter 高中的中国年
文/图 贺玉君

2015中国年，Cardinal Ritter 高中的中文班
的孩子们也喜气洋洋的迎接我们的春节。

老师和学生们仅仅用了30分钟的时间，也
热热闹闹的完成了一场微型春晚。春晚的节目有
扇子舞《青花瓷》，太极拳表演，合唱《对面的
女孩看过来》和抖空竹表演。每个节目之间，中
文班的学生们还准备了一些关于中国文化或者时
事的问题给全校的学生们。答对了会得到一份精
美的奖品。我们还准备了六个有中国特色的主题
活动让全校的学生参与：有书法，筷子游戏，抖
空竹，剪纸，折纸和中国美食。

我们非常感谢孔子学院和Cardinal Ritter 高
中对我们中文班的支持。同时也谢谢贺玉君，贾
晶和谭晓英老师们辛苦的准备这次庆祝活动，这
样才能让这次活动圆满结束。

最后，全体的Cardinal Ritter高中的老师和
同学们，祝大家羊年快乐，洋洋得意！ 

     由奥斯卡获奖摄影师鲍德熹、新锐导演赵天宇联合执导，
李冰冰、陈坤、赵文瑄、杨子珊领衔主演，耗资2亿人民
币打造的华语3D魔幻巨制《钟馗伏魔 雪妖魔灵》(SNOW 
GIRL AND THE DARK CRYSTAL)将于2月27日起在北美各
主要城市院线公映。
   在Indiana州，唯一一家上映这部影片的电影院是
Bloomington的AMC Showplace Bloomington 11。
   地址：1351 S College Mall Rd ，
    Bloomington, IN 47401
   放映时间：https://www.amctheatres.com/movies/zhong-
kui-snow-girl-and-the-dark-crystal
    如学生团体或华人团体有兴趣组织集体观影活动，根据
人数电影院有可能提供团体折扣。

《钟馗伏魔 雪妖魔灵》：
3D华语巨片今日起在北美公映

  英国威廉王子周日起访华 
将探访云南大象保护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2月25日证实，应中国人民外
交学会邀请，英国剑桥公爵威廉王子将于3月1日至4日访
问北京、上海和云南，目前双方正就具体安排进行沟通落
实。洪磊表示，希望此访能够进一步增进英国王室和各界
对中国的了解，加深两国人民间的友谊，推动中英关系在
新的一年取得新的发展。

历史性的远东之旅
威廉王子2月18日（农历大年三十）已通过视频发表

春节贺词。他首先用中文问候“大家好”，在贺词的最后
又用中文说：“祝你们春节快乐，羊年大吉。”贺词的其
余部分使用英文。“我向大家致以最衷心的羊年新春祝
福，”威廉王子说，“当你和家人庆祝新年的时候，我们
全家也向你们送上美好的祝愿。”

他在视频中透露，“我很高兴将在不久之后访问中
国，在访华期间，我将启动‘创意英伦’盛典，这将开启
我们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年。”

英国《每日电讯报》25日称，威廉王子正在为“历
史性的远东之旅”做准备。这是自英国女王1986年访问中
国之后英国王室主要成员再度访问中国大陆。“3月1日，
当威廉王子乘坐的飞机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着陆那一刻开
始，他就在创造历史。”文章引述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
的外交政策顾问鲍威尔勋爵的分析称，王室访问标志着双
方对中英关系的重视。“在中国人眼中，威廉是英国未来
的国王，他的来访毫无疑问会强化这一点。”

让人遗憾的是，怀有身孕的凯特王妃将缺席这次远

东之行，她预计于4月产下第二个孩子。

将访北京、上海和云南
据悉，威廉王子将于3月1日抵达北京，开始中国之

行，结束北京的活动后，他将访问上海和云南。

在上海期间，威廉王子将出席“创意英伦”盛典开
幕式，此次活动旨在支持英国商界寻求在中国的发展机
遇。盛典活动将于3月2日至4日举行，其间将展示英国最
优秀的创意，并展现英国在当今世界发展中在创造竞争优
势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除建立商业联系外，代表团成员
还将在为期3天的活动中出席相关对话及研讨会，分析未
来发展趋势以及全球商界如何利用创意应对共同面临的挑
战。

此外，真人动画电影《帕丁顿熊》的片方此前曾公
布消息称，威廉王子可能会出席3月3日在上海电影博物馆
举行的《帕丁顿熊》中国首映礼。据悉，该片在中国的
上映日期为3月5日，正值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帕丁顿
熊”作为在英国知名度最高的动画形象，是英伦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威廉王子此次中国之行的目的旨在推广英国
文化，希望能让更多的中国观众了解这只故事丰富的“帕
丁顿熊”。

之后，威廉王子还将赴云南探访大象保护区，推动
公众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据报道，威廉王子曾赞赏中国政
府在保护野生动植物方面的不懈努力，还表示要摧毁白金
汉宫内1200余个象牙制品，向非法盗猎者宣战。这些象牙
收藏品几乎都是英国王室从世界各国收到的礼物。

威廉王子是动物保护组织的支持者，他经常发表演讲
敦促世界各国对非法盗猎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此前，威
廉王子曾和父亲一起用多国语言录制了保护和拯救濒危动物
的宣传录像。在宣传片中，两人向世界呼吁“如果不立即采
取行动，野生大象和老虎等动物便可能消失”。

（来源 腾讯新闻）

威廉王子2月18日通过视频发表春节贺词，用中文祝中国人新年
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