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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曼哈顿建筑物爆炸起火
致19人受伤 4人重伤

       当地时间26日15时20分左右，在
纽约市曼哈顿二大道和东七街之间的一
栋建筑物发生爆炸事故。据称，爆炸
事故发生在建筑物一楼，有一家名为
Sushi Park的日餐馆。爆炸引发漫天大
火，火势借着风势，在周边几栋建筑物
迅速蔓延。
　　纽约市消防局公布的最新消息称，
此次爆炸起火事故已造成至少19人受
伤，4人重伤，其中有4名消防员受伤，
但均无生命危险，目前尚未发现有人失
踪或死亡。
　　纽约市长比尔·德布拉西奥说，初步
调查显示，爆炸事故由燃气泄漏引发，
进而引起火灾。目前，当地燃气公司已
经切断该区域的燃气供应。但该公司发
言人表示，在爆炸事故发生前，公司并
未接到该区域有燃气泄漏的报告

俄媒发布最新全球军力排行榜 
中国第3日本第10

根据世界军力排名网“全球火
力”(Global Firepower)公布的世界最
新军事力量排名，俄罗斯军队在世界最
强军队排名榜上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
位。美军仍位居世界上最强军队榜首，
而中国位居第三位，之后依次是印度、
英国、法国、德国、土耳其、韩国。日
本位居第10位。

此次排名没有考虑核力量，只考虑
在陆、海、空使用常规武器条件下各国
军队的能力。这一排名考虑了50多种因
素，包括相关国家重要的经济资源及地
理位置等因素。此次共对106个国家的
军队进行了排名。

加入亚投行 
各国“根本停不下来”

申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全球各大经济体有了一种"根本停不下
来"的节奏。 继欧盟多国之后，瑞士和
卢森堡这两个欧洲金融业的发达国家也
递交了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
投行）的申请。中国财政部本3月20日

确认，这两个国家均已递交申请作为意
向创始成员国加入亚投行。

截至目前，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
数量已达27个。中国政府制定的加入申
请最后期限为2015年3月31日。之前，
德国、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已经表现出
加入亚投行的意愿。

法新社报道称，亚投行将成为与华
盛顿主导的世界银行以及亚洲开发银行
抗衡的另一股力量。此外，包括巴西、
俄罗斯、印度、中国以及南非在内的金
砖五国去年夏天也决定自主成立开发银
行，该行将于2016年开始运作。

欧洲多国遭遇强雾霾袭击 
伦敦再现雾都景象

近日，欧洲多地发生强雾霾。据实

时空气质量指数检测网站18日提供的图
表显示，西欧国家英国和法国是雾霾的
重灾区；东欧国家波兰和捷克有部分城
市雾霾较为严重。而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的空气质量尤为糟糕，空气污染指数惊
人。伦敦毒雾来袭“雾都”景象再现,健
康专家警告称，欧洲大陆方向吹来的致
病毒雾正席卷英国全境，并可能引发健
康危机。数以千计的人可能因此病倒，
而体质较弱的人或会有生命危险。

巴黎雾霾笼罩埃菲尔铁塔被“发
射”,空气污染状况的飙升引起了法国政
府的重视，迅速出台多项紧急措施。

莫斯科空气恶臭 市民抱怨气味难
闻.18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空气质量
尤为糟糕，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了惊人的
452。18日，莫斯科北部出现雾霾，空
气中弥漫着恶臭气味，莫斯科市民及游
客再次抱怨空气质量下降。

突尼斯博物馆遭遇恐袭
位于突尼斯首都突尼斯西郊巴尔杜

博物馆遭遇恐怖袭击，包括17名外国游

客在内的至少22人丧生、50人受伤，其
中包括1名澳大利亚公民。

3月18日，突尼斯总理哈比卜·埃西
德表示遇难游客包括5名日本人，4名意
大利人，2名哥伦比亚人，2名西班牙
人，2名法国人，1名澳大利亚人和1名
波兰人，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证实其中
死亡的澳大利亚游客来自新南威尔士。
埃西德还表示2名袭击者已经被击毙，
而另外还有2名突尼斯公民和1名警察
遇难。

当地时间18日上午，3名持有冲锋
枪和手雷的武装分子伪装成士兵进入巴
尔杜博物馆，随后挟持在博物馆参观的
大量游客。突尼斯反恐部队在两架直升
机的协助下，包围该区域，并与武装分
子交火，但截至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宣
布对这起袭击负责。

埃西德18日在发表电视讲话时呼
吁：“在经历这场意在毁灭突尼斯经济
的袭击之后，全体突尼斯人应该团结起
来。”

美总统竞选人科鲁兹 
决定购买奥巴马健保

CNN25日报导说，一直反对奥巴马
健保法的科鲁兹今日却选择购买这项保
险，真是充满讽刺意味。科鲁兹则回应
说，虽然他极力反对这项健保法，但因
为它已经成为法律，他必须遵照法律，
进行购买。

科鲁兹说，虽然他反对奥巴马健保
法，但不等于他不遵照执行。科鲁兹
说：「我相信我必须遵照每项法律的内
容，尽管我不能全部认同。这其中也体
现了我做事与他人的不同。」科鲁兹
说，他不会像奥巴马总统那样「无法无
天」。

美国医疗改革是现任美国总统奥巴
马于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时提出的政纲
三大议题之一。这项备受争议的健保法
全称是「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
于2010年3月获美国国会通过，之后由
奥巴马总统签署成为法律。2013年底，
法案进入实施阶段。

  (陈立英 整理）

印度高考作弊明目张胆
300家长和学生被捕

 美国16岁华裔神童从哈佛休学 
投身硅谷创业

休斯敦华裔学生潘晖诺15岁时就获得了全美高
中生最高奖项总统学者奖，被哈佛大学提前录取，
而今年他却决定从哈佛大学休学，前往硅谷创业。
这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去年我们认识了一位获得全美高中生最高奖项-
总统学者奖的休斯敦华裔男孩潘晖诺，当时16岁的
他同时被哈佛大学和新英格兰音乐学院录取，而今
年1月，潘晖诺选择从哈佛休学，前往加州创业。

哈佛生活如何，从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常青藤学
府休学，走上充满未知的创业之路，潘晖诺和家人
是如何作出这样的决定，未来学业如何完成，借春
假回到休斯敦期间，我们再次采访了潘晖诺。

潘晖诺今年年初加入两位同样也从哈佛休学的
兄弟俩，成立一个叫做gifyoutube的网站，用户安装
插件后可以将自己喜欢的youtube视频片段截成任意
长度的gif短片包。从常青藤学府休学，三个男生开
始创业之路，潘晖诺的家人也经过一番深思熟虑。

潘晖诺之后将休学的决定和选择去硅谷创业的
利弊一一告诉父母，最终说服他们，在今年一月正
式从哈佛休学，前往旧金山。SAT满分，16岁就进入
哈佛，然后依然选择休学创业，潘晖诺的故事也在
著名商业杂志business insider登出。

休斯敦华裔学生潘晖诺。

去年8月进入哈佛读书后，编写程序只是潘晖诺成绩中的
一部分，大学生活才刚刚开始，他就已经取得非常多的荣誉。
潘晖诺在哈佛的专业是生物医学工程，同时在新英格兰音乐学
院就读的他，将艺术坚持融合在学业中，为获奥斯卡提名影片
写评论、主持哈佛电台古典音乐节目，还赢得了哈佛钢琴学社
的年度钢琴比赛，并且是参赛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个。百忙之

据报道，印度比哈尔邦的官员21日说，约300名家长和
学生因为学校毕业考试时肆无忌惮大规模作弊被捕。照片
显示，很多家长和学生朋友攀爬学校大楼，从窗口传递答
案。许多被捕者是学生家长。至少有750名学生因此已被开
除。

据估计，仅比哈尔邦就有约140万学生正在参加他们的
学校毕业考试，这被视为对他们能否有个成功的职业生涯
至关重要。

学生们被拍摄到抄写私下递来的答卷，而人们甚至
看到考场外负责治安监考的警察收取贿赂后对作弊视而不
见。作弊的事情在社交媒体上受到嘲弄，当地政府对这样
明目张胆的作弊显然感到尴尬。

除了上述逮捕和开除外，有4个考试中心取消了进一
步考试。比哈尔邦的教育部长夏希说，因为作弊人数太
多，没有家长支持，很难举行公平的考试。“平均3到4个
人在帮一个学生作弊，这就意味着总共有600万到700万人
在帮助学生作弊。”他说：“管理这么巨大的人数、保
证100%的自由公正的考试难道是政府自己能承担的责任
吗？”

印度很多家长和学生朋友攀爬学校考场大楼，从窗
口传递答案。约300名家长和学生被捕。

 中美等国政要拟出席李光耀国葬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国葬仪

式将从当地时间29日下午2时开始，
移灵队中午12时30分从国会大厦前往
举行国葬的国大文化中心。目前已有
多国领导人表示要参加此次仪式。

《联合早报》报道称，为在经
济增长显著的东南亚地区扩大影响
力，日本方面连同已经承诺出席的韩
国总统朴槿惠以及肯定出席的中国和
美国政府高层领导人，可能会通过出
席葬礼展开“吊唁外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近日表
示，李光耀先生去世后，习近平、李
克强、张德江、张高丽分别发去唁
电，对李光耀先生辞世表示深切哀
悼，向新加坡政府和人民以及李光耀

先生的家属表示深切慰问。中国领导
人将出席李光耀先生的葬礼和吊唁活
动。

韩国青瓦台发言人闵庚旭23日
称，朴槿惠将于29日下午2时参加在
新加坡国立大学举行的已故新加坡前
总理李光耀的国葬。这将是朴槿惠就
任韩国总统以来，首次亲自参加他国
首脑级人物的葬礼。

日本众院议院运营委员会26日
举行理事会，批准首相安倍晋三赴新
加坡出席该国第一任总理李光耀的国
葬。日本共同社指出，韩国总统朴槿
惠、印度总理莫迪等以邻近国家为中
心的多国首脑和前首脑将参加预定29
日举行的国葬，日本为展开“吊唁外

交”而协调日程。安倍认为，有必要
表现出重视日新关系的态度。

新加坡1965年从马来西亚独立
出来，有分析认为马来西亚总理纳吉
布将出席葬礼。共同社报道称，曾与
李光耀竞争东盟“盟主”宝座的马来
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89岁）也向身
边人士表示“一定会出席”。

此外，美国也表示将高规格出
席。总统奥巴马派前总统克林顿率领
一支高规格代表团前来观礼。澳大利
亚总理阿博特也发表声明表示将出席
葬礼、印度总理莫迪、印度尼西亚总
统佐科·维多多也正探讨出席葬礼事
宜。

（来源 中新网）

余，他还在波士顿一所公立中学义务教授电脑课程。
世界首富微软公司的比尔盖兹、Facebook创办人马克扎

克柏格都曾经是哈佛大学休学学生，潘晖诺说哈佛大学很支
持他休学创业，也提供非常包容的复学政策，不过他说并没
有计划想要成为下一个扎克伯格，仍然准备按时完成哈佛和
新英格兰学院的学业。

潘晖诺还说，选择创业，就像登山运动员在训练中，选
择携带低氧面罩，当真正登山时，就不会感到缺氧的不适。

   （来源 美国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