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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拟普及防自杀软件 可禁止浏览
自杀相关网站
       为了预防学生自杀，韩国政府决
定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一种防自杀软件。
该软件不仅可以过滤和禁止使用者浏览
与自杀相关的网站，还可以感知学生在
社交网络上流露出的自杀迹象并通知家
长。为了早期发现学生自杀迹象，政府
决定提前对学生进行情绪行动特征检
查。为了强化学校预防自杀的力度，会
对全韩国学校的校长进行管理者教育。
此外，韩国政府还将普及能够阻止浏览
自杀相关网站的软件。在公寓等屋顶上
设置自动开关门的出入标准，限制自杀
者向危险设施靠近。

美国弗格森市两名警察遭枪击受
重伤
        美国警方１２日说，密苏里州弗
格森市两名警察当天凌晨在市警察局外
遭枪击受重伤，当地民众当时正在市警
察局附近举行抗议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
执法的游行集会。

  据当地媒体报道，圣路易斯县警
察局局长乔恩·贝尔马尔说，一名３２岁
警官脸部中弹，另一名４３岁警官则肩
部中弹。两人意识清楚，但伤势严重，
已被送至当地医院。
        贝尔马尔说，这是一起针对警方
的袭击案，目前不清楚袭击者是谁。
        据现场目击者称，枪声来自示威
人群中。
        近日，美国有关种族歧视的话题
再次引起各界关注。美国总统奥巴马本
月７日表示，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和偏
见并未消除。

国际民航组织选出首位中国籍秘
书长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第204届理事会
在位于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总部投票选举
产生了下任秘书长。中国政府提名的现
任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行政服务局局长柳
芳成功当选。
　　柳芳博士将于2015年8月1日正式

上任，任期三年。她是国际民用航空组
织历史上首位中国籍秘书长，也是首位
女性秘书长。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英文全称

Organization，简称ICAO)于1947年4
月4日成立，是联合国专门机构之一，
是联合国在民用航空领域的专门机构，
现有191个成员国，总部在加拿大蒙特
利尔。
　　秘书长是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首席
执行官，领导该组织日常执行机构—秘
书处的工作，带领该组织的国际职员开
展国际民用航空领域的工作，定期向理
事会汇报工作进展。

俄罗斯已抓获7名涉嫌杀害前副
总理涅姆佐夫嫌疑人
      据报道，俄罗斯安全部门又抓获2
名涉嫌杀害俄反对派领导人、前副总理
涅姆佐夫的嫌疑人，至此，涅姆佐夫被
害一案被抓获的嫌疑人已达7人。

报道援引俄罗斯安全部门人士的话
说，俄罗斯安全部门当天在车臣共和国
舍尔科夫斯基区开展的专项行动中又抓
获2名涉嫌杀害涅姆佐夫的嫌疑人。俄
安全部门是根据之前被抓获嫌疑人的通
话记录确定此次抓捕对象的，此次抓获
的2名嫌疑人与之前抓获的绍尔·达达耶
夫在准备和实施杀害涅姆佐夫的过程中
保持了积极接触。

目前，俄安全部门正在核实此次抓
获的2名嫌疑人是否直接参与了涅姆佐
夫被害一案，并将根据调查结果决定是
否向法院申请对他们实施逮捕。

莫斯科巴斯曼区法院8日正式批捕
涉嫌杀害涅姆佐夫的5名犯罪嫌疑人。
俄罗斯安全部门表示，根据警方掌握的
初步鉴定结果，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射杀

涅姆佐夫的是绍尔·达达耶夫。巴斯曼区
法院临时院长穆什尼科娃说，5名犯罪
嫌疑人中只有绍尔·达达耶夫承认参与了
杀害涅姆佐夫一案，其余4人都坚称自
己是清白的。

美国突查赴美产子中心 中介仍建
议骗签

由于“婴儿出生在美国就可成为美
国公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孕妇
赴美产子。据美媒报道，当地时间3月
3日，美国执法部门在南加州突击搜查
了20余家帮助中国孕妇赴美产子的月子
中心。执法官员介绍，此次突袭的重点
是月子中心的负责人，其涉嫌签证和报
税欺诈、洗钱等犯罪行为。探员克劳德·
阿诺德称，赴美产子本身并不违法，打
击主要针对在申请签证期间隐瞒怀孕事
实的人。

 斯诺登称希望获得瑞士政治庇护 
曾遭21国拒绝

据报道，遭到美国通缉的前美国中
央情报局职员斯诺登周五(6日)发表最新
声明称，他“很希望”在瑞士获得政治
庇护。

目前在俄罗斯避难的斯诺登在网络
视频中，向日内瓦的观众发表了这段讲
话。曾经在日内瓦为美国中情局做过卧
底的斯诺登说：“我很想重新回到瑞
士生活，我最好的记忆中有一些就是在
日内瓦的日子。” 斯诺登对日内瓦观
众说：“我认为瑞士会是一个很好的政
治选择，因为瑞士一贯具有中立的立
场。”

31岁的斯诺登因为泄露美国情报机
构的机密而受到美国通缉，他透露，美
国当局没有向他保证过他会在美国受到
公正的审判。

斯诺登说，他向全世界21个国家申
请过政治庇护，其中大多数在中欧和东
欧，但是这些国家“没有一个”愿意让
他避难。他把这一现象归咎于美国的“
政治干预”。

(陈立英 整理）

  卡梅尔将推出自行车共享服务
【本报讯】卡梅尔（Carmel）将成为为数不

多几个采用的自行车共享服务的城市之一，据了
解，Fishers也将很快实行这一服务。

卡梅尔市长吉姆·布雷纳德日前宣布，卡梅尔
市与总部位于波士顿的Zagster签了一项合同，将引进
16辆成人自行车，六辆成人三轮车，在MONON绿
道与City Center附近设2个站点。

租金将是每小时3美元，24小时内最高租金为24
美元。自行车也可以每月15美元，或每年75美元无
限次用，但时间不超过一个小时。额外的时间将一
每小时3元，24小时内最高租金为24美元。

Zagster专门从事在的社区，酒店，大学和企业
自行车共享系统服务，计划一个月内在卡梅尔推出
这项服务。

去年春天，印第安纳波利斯推出了印第安纳步
行者队Bikeshare服务，设有26个站点，共有250辆自
行车。此外，Zagster在西拉斐特也有相似的服务。 

布雷纳德市长说，如果该计划成功，将增加更
多的自行车。

关于苹果手表的七大疑问

        苹果公司最近向全球公布有关其4月份上市的智能手表
Apple Watch的最终细节。我们在去年9月份就已经看到Apple 
Watch，但对其依然存在许多疑问。美国主流网络媒体BI日前
收集到7大疑问，需要苹果向我们做出解释：

1.Apple Watch的电池续航能力到底如何？
到目前为止，苹果只表示其Apple Watch需要每晚充电，这
暗示出苹果似乎对其电池续航时间并不太自信。据《纽约时
报》记者布莱恩·陈（Brian X. Chen）透露，Apple Watch
将推出省电模式，只会显示时间。

2.高端Apple Watch要卖多少钱？
最便宜的Apple Watch是运动版，售价为349美元。但是Apple 
Watch还有另外两个版本：不锈钢版和18K黄金版。有人已经
推测，黄金版的售价在5000美元到10000美元之间。不锈钢板
的售价可能比运动版高数百美元。在3月9日的发布会上，苹
果必须给出其高端Apple Watch售价的详细信息。

3.Apple Watch各种表带售价几何？
苹果不会让你在Apple Watch上使用标准表带，但你可以很容
易地更换苹果生产的表带。苹果公司需要解释清楚其各种表
带的售价，以及当你一起购买它们时，对Apple Watch的价格
是否会造成影响。

4.Apple Watch上将有哪些应用？
去年9月份时，苹果曾展示了少数第三方Apple Watch应用，
这些应用来自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宝马公司以及喜达屋酒店
等。但是许多开发者对他们为Apple Watch开发的应用保持
沉默。在发布新产品前，苹果通常已经与关键开发者密切合
作，为此我们十分期待Apple Watch的新应用。

5.除了苹果店外，你还能在哪里买到Apple Watch？
Apple Watch并非典型的苹果产品，消费者需要试戴，测试新
表带等，可能询问销售人员很多问题。除了苹果店外，我们
还不知道苹果将在那些地方出售Apple Watch，尽管有些人推
测某些高端时尚店可能出售它们。

6.Apple Watch的防水性能有多好？
上周，有些模糊的报道称苹果CEO蒂姆·库克（Tim Cook）已
经告诉柏林的零售人员，他曾戴着Apple Watch淋浴。这引发
许多有关Apple Watch防水性能有多强的推测。你能戴着它游
泳吗？它能在水下保持多长时间？实际上，Apple Watch很
可能只能防护少部分的水。当你洗手、刷碗、出汗时，Apple 
Watch可能没问题，因为这部分水很少。

7.Apple Watch还有什么其他功能？
在去年9月份的发布会上，库克曾表示，Apple Watch将能做
许多事情，它的功能远比当天展示的更多。比如，库克称
Apple Watch能够控制苹果电视。在3月9日发布会上，苹果肯
定会公布Apple Watch的更多功能。
 （摘自 腾讯科技）

 马航MH370失联一周年：命运仍然未知
2014年3月8日，马来西亚航空公司MH370客机在从

吉隆坡飞往北京途中从雷达上消失，机上的239名乘客和
机组人员至今音讯全无。2015年5月，MH370主要搜索工
作的原定截止日期就将到来。但直到现在，这架客机仍然
没有线索。

在世界的一边，澳大利亚主导的搜救队伍正在南印
度洋海底搜寻MH370的蛛丝马迹。在世界的另一边，失踪
乘客的亲人们仍然抱有一丝希望，宁愿相信他们所爱的人
还活着。

“我们希望能找到飞机。”马丁-多兰这样说道。多
兰是澳大利亚运输安全局首席专员。作为马航MH370失联
客机海上搜救的负责人，他必须得正视这一场大海捞针般
的搜救行动。在旷日持久的搜寻过程中，多兰必须激励团
队继续在广袤的海面上继续搜寻。即使看起来毫无希望，
他仍然保持着乐观。

“你问我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是否期待能找到飞
机？答案是否定的，经过这么长时间的搜索，我不敢持有
任何期待，但我仍旧希望奇迹能够发生，让我们在余下的
三个月内，在搜索海域内找到飞机。”多兰说，“在日复
一日的搜救后，我不是越来越失望，反而是认为越来越有
希望。随着越来越多的区域被覆盖到，成功也就逐步靠近
了。”

MH370失联后，在水面搜寻飞机碎片的工作宣告失
败。目前的水下搜索工作动用了飞机、雷达和测绘系统。
通过数据测算，飞机最有可能的失事地点位于南太平洋上
一处面积6万平方千米的弧形区域内。在测算出基本区域
后，专业小组为这一海洋区域绘制了水下地形图，发现这
一区域水下地形错综复杂，不仅有绵延不尽的高山，还有
悬崖甚至死火山这样复杂的地形地貌。

从2014年10月起，海上搜救工作开始，四艘救援船和
140名搜救队员轮流出海，每次出海任务长达42天，最远

抵达距离澳大利亚港口2400公里的海域。救援队的设备十
分先进，不仅配有声呐设备，还配有水下无人驾驶飞机。
通过“高优先级”区域搜索方法，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
MH370水下搜索区域的大约40%，并将于今年五月完成整
个区域的搜索。

倒计时三个月，尽管搜寻工作进行的还算顺利，但
是现在仍然没有发现任何失联飞机的迹象。搜索行动负责
人多兰表示，他仍有信心在五月之前找到失联客机，但这
不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绝对保证，因为目前用来指导搜索的
数据仍存在不确定性，并非万无一失。

如果三个月内还没找到飞机，那么会发生什么？“
这是一个大问题，而且不是仅仅针对我一个人的问题……
接下来要怎么办？这个问题是留给多国政府来解决的。”
多兰说。“我希望这个问题在未来不会被问起。到目前为
止，我非常坚信飞机就在优先搜索区域内。现在我们已经
开始了对优先搜索区域的搜寻，如果飞机在这一区域，那
我们一定能把它找出来。”搜索队伍甚至在今年一月份发
布招标，寻找能修复飞机的团队，以备找到飞机后的后续
工作。

位于堪培拉的联合机构指挥中心负责统筹澳大利亚
政府搜索工作，同时与马来西亚和中国政府展开沟通。在
失联航班上的中国乘客最多，而马来西亚将对MH370航班
负最终责任。首席协调员朱迪斯说：“我们当然希望能够
在当前搜索区域找到飞机，但是如果结果不理想，那么马
来西亚、中国和澳大利亚政府需要考虑接下来应该做些什
么。”在接下来几个星期内，会有许多场会议围绕这一问
题展开。财务问题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之一。澳大利亚政府
已经投入了9000万美元的搜索费用，其中水下搜索就要花
费6000万美元。马来西亚方面投入的资金也差不多是这个
数。

印第安纳步行者队Bikeshare在IUPUI校园的一个站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