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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发生惊天劫案 
价值2亿英镑珠宝现金失窃

       4月3日，英国伦敦一处主要珠宝
商业区发生劫案，估计大约价值2亿英
镑（约合18亿人民币）的珠宝和现金
失窃。该案据信为英国有史以来最大劫
案。案发地点位于伦敦市中心的哈顿公
园保险箱有限公司。哈顿公园作为知名
的珠宝交易中心，进驻有大约300家钻
石、黄金和珠宝交易商以及50多家商
店。　　
盗贼从电梯井顺绳滑下，进入地下。切
断地下报警系统。关闭警报系统后，窃
贼使用重型切割设备，切开加厚防盗
门。闯入地下保险库，洗劫了60至70个
保险箱。

美国务卿与古巴外长
举行历史性会谈

美国国务卿克里与古巴外长罗德里
格斯于当地时间9日晚些时候，即美洲
峰会开幕前夕，在巴拿马进行历史性会
谈。

报道称，美国国务院官方推特也在
同一时间发布了一张两人严肃握手的照
片。据悉，这是自1958年以来，美古两
国首席外交官首次正式会谈。此外，此
前有报道称，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古巴领
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将在美洲国家首脑会
议期间举行会晤，这将是两国领导人在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首次历史性接触。

美洲峰会将于当地时间4月10日和
11日在巴拿马举行。美国主管拉美事务
的副国务卿表示，峰会举行时，美古两
国领导人“会相处很多时间”，所以奥
巴马和劳尔在会上有“互动”。

俄希两国发表联合声明
 谴责篡改二战历史企图

俄罗斯和希腊两国日前发表联合声

明，两国在声明中谴责了一些势力篡改
二战历史的企图。

报道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希腊总
理齐普拉斯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
到来之际发表了这份联合声明，对试图
重新审视打败纳粹分子的意义、篡改二
战历史的做法表示谴责。

日本博物馆展出二战罪证：
美飞行员被活体解剖

一家博物馆4日在日本西部福冈县
正式对外开放。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这
家博物馆展品中包括1945年日本教授

对被俘美国飞行员进行活体解剖的罪
证。

长期以来，日本九州大学对二战期
间犯下的这桩罪行讳莫如深，拒绝在公
开场合触碰这一话题。但该大学多名教
授在近期一次会议中达成共识，认为
必须正视这所大学历史上的“黑暗篇
章”。

确认8人遭活体解剖，这家医学史
博物馆位于日本九州大学校园内，展示
了九州大学医学部过去100多年来的发
展历史。日本共同社报道，这家博物馆
展品共63件，包括病历、医疗器械等。
令人倍感沉重的是，其中两件展品为九
州大学医学部教授在二战期间活体解剖
8名美国飞行员的证据。

霍金为自己姓名申请专利
防不法分子利用

英国物理学家霍金的学术成就闻名

全球，为建立个人基金会，霍金申请姓
名专利，杜绝不法分子利用他的名字制
造或贩卖不良商品。

73岁的霍金于1963年被诊断罹患运
动神经元疾病，瘫痪无法行走并失去语
言能力，他的故事被改编成电影，饰演
霍金的英国男星艾迪·瑞德曼获得今年奥
斯卡金像奖影帝。

霍金是继畅销全球的“哈利波特”
系列小说作者JK罗琳、前足球明星贝克
汉姆(David Beckham)后，另一个为自
己的名字申请专利权的名人，他任教的
剑桥大学另一位科学教授柯克斯(Brian 
Cox)也向英国智慧财产局申请姓名专
利。

澳官方误操作致去年G20
参会领导人个人信息泄露
据英国《卫报》3月30日报道，去

年11月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召开的
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峰会近日曝出
隐私泄露丑闻。来自美国、俄罗斯、德
国、印度等国家的参会领导人个人信息
因澳大利亚移民局方面的误操作而遭到
泄露。而在发现泄露后，澳移民局并未
立即知会有关方面，因为该机构认为无
必要这样做。

报道称，《卫报》获悉，澳大利亚
移民局的员工因误操作，将所有参会领
导人的护照号、签证信息和其他个人信
息泄露给了亚洲杯在当地的组委会。美
国总统奥巴马、俄罗斯总统普京、德国
总理默克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印尼
总统佐科和英国首相卡梅伦等参会领导
人的个人信息均遭到泄露。

在泄露情况被发现后，澳移民局签
证服务部主管联系了该国隐私事务专
员，告知其这起11月7日发生的国际领
导人隐私泄露事故，并向其咨询紧急对
策。

  (陈立英 整理）

NCAA球迷飞机坠毁 
机上7人全部遇难

美国伊利诺伊州中部一架小型飞机7日坠毁，导致
机上7人全部遇难。机上乘客是前往印第安纳波利斯观
看美国大学生篮球联赛(NCAA)后返回布鲁明顿的，却
不幸因为天气不佳发生坠机事故。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证实，这架型
号为Cessna414的小型飞机在伊利诺伊州中部地区的布鲁
明顿机场附近坠毁。飞机于前一晚11点左右从印第安纳
波利斯机场起飞，在伊州中部遭遇大雾，本应在午夜左
右降落，然而随后雷达失去与该架飞机的联系。

麦克莱恩县警长桑德奇(Jon Sandage)表示，救援人
员没有发现任何生还者，县验尸官宣布，机上所有7人
全部死亡。当局正在搜索飞机残骸。

《芝加哥论坛报》引述一名乘客的岳父的话说，他
的女婿比特纳(Scott Bittner)与另外三名男乘客和飞行员
在飞机上。他们前一天观看美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男子冠
军赛后，乘机从印第安纳波利斯返回。

42岁的比特纳已婚，和妻子育有一儿一女，分别只
有10岁和12岁。比特尔拥有一家肉制品加工公司，公司
所在地距离布鲁明顿26英里。得悉此消息的比特纳的妻
子非常震惊。“这对她一定很难接受，但是我们会一起
共度难关，我会照顾好我的外孙和外孙女。”比特纳的
岳父表示。

比特纳此前也曾使用其父主要用于商务旅行的飞
机，前往印第安纳波利斯观看NCAA的比赛。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正在对这起航空事故展开
调查，尚未透露坠机原因。现场附近的新闻照片显示，
事发地区迷雾重重。

印城锋将纽约夜店遇刺 老鹰2将卷入被带走
     据《纽约每日新闻报》报道，老鹰和步行者将在今
天客场挑战纽约双雄，不过他们赛前却出现了非战斗
性减员。步行者前锋克里斯-科普兰德在今天凌晨在
纽约一家夜店门口被刺伤，而老鹰两位球员佩罗-安
蒂奇和萨博-塞弗洛沙也被卷入其中。
　　据纽约警方人士透露，科普兰德是在当地时间的
凌晨3点58分，在纽约一家名为“1 OAK”的俱乐部门
口与人发生了冲突，随后被刺伤了肘部和腹部，冲突
中，科普兰德的妻子卡特琳-萨尔塔拉也被刺中了手
肘和腿部(一说手肘和胸部)。刺伤科普兰德的嫌疑人
随后被捕。
　　而老鹰的两位球员安蒂奇和塞弗洛沙恰巧也在这
家夜店，当警方到达之后，安蒂奇二人并没有配合警
方的调查，反而拒绝让出通道让警方进行调查，随后
二人同样被警方带走，他们二人被指控妨碍政府调查
公务、拒捕和行为不检点。

　　据悉，科普兰德有妻子是在俱乐部接近打样时与
人发生了争吵，当时与他们发生争吵的嫌疑人，22岁
的比利瑞掏出了一把刀就捅伤了他们夫妻二人，而在
这次冲突中还有一位名叫凯瑟琳-索马妮的23岁女性
被划伤了腹部，不过，索马妮的受伤应该是被误伤，
她是比利瑞的朋友。警方还在案发现场找到了一把
刀，疑为凶器。
　　所幸的是，科普兰德和妻子所受的伤都没有生命
危险，他们二人目前已经被送往了当地的贝尔维尤医
院进行治疗，另据ESPN记者贾里德-泽韦林报道，科
普兰德将在不久后接受手术，以修复受伤的手肘。
　　步行者队官方在第一时间发表了声明表示了对科
普兰德受伤的关切，拉里-伯德在声明中说：“我们
在今天早上知晓了科普兰德在纽约受伤的消息，目前
球队还在搜集相关的信息，稍后会向大家公布消息。
我们的心与科普兰德和所有受伤的人同在。”

　　步行者将在今天早上客场挑战尼克斯，他们目前
暂时排名东部第十，正在努力争取一个季后赛名额。
而老鹰今天则是背靠背挑战篮网，他们昨天刚刚在主
场战胜了太阳。事发当时，安蒂奇和塞弗洛沙刚刚来
到纽约几个小时而已。
（来源 新浪体育）

南卡白人警察枪杀黑人被控谋杀遭解雇

美国南卡罗莱纳州一名白人警员从后连开多枪，杀
死尝试逃走的黑人，周二（7日）被控谋杀。该名警员
曾�首晹漯抶桯牁m夺其手上电枪，令其生命受威胁，
但天网恢恢，有途人拍下事发经过，揭发警员在死者手
无寸铁逃走时开枪，然后疑似把电枪丢去倒地的死者身
旁，插赃嫁祸。

事 发 于 上 周 六 （ 4 日 ） ， 3 3 岁 白 人 巡 警 斯 莱 格
（Michael T. Slager）在南卡州第三大城市北查尔斯顿
（North Charleston）向50岁黑人男子斯科特（Walter L. 
Scott）连开8枪。斯科特当时因所驾驶的平治房车尾损
坏遭截查。斯莱格杀人后向警署报告称斯科特抢去其电
枪，他担心生命受威胁，才开火击毙对方。

射穿心脏 疑尸体旁放电枪插赃
不过斯科特家属的代表律师取得目击者拍摄的片段，

并交给《纽约时报》公开，显示真相并非如此。片段开
始时斯莱格似乎动用过电枪对付斯科特，二人扭打时电
流看来曾穿过斯科特身体，后者转身逃走，有物件跌落
地上。斯莱格在距斯科特15至20尺远的位置开枪，令对
方倒地。斯莱格开枪后退回最初扭打位置，拾起跌在地
上的物件，走到斯科特倒下的身体旁，把这个可能是电
枪的物件丢在他身旁。验尸官发现斯科特身中5枪，其中
3枪从背部射入，至少1枪正中心脏，其馀两枪击中臀部
上方和耳朵。

片段曝光后，原先力撑斯莱格的市政府立即转呔。市
长萨米（Keith Summey）周二傍晚宣布州政府将控告斯莱
格谋杀。南卡州执法部门、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司法部亦
分头展开调查。斯莱格若罪成，将面对30年监禁甚至死
刑。

死者家人赞摄录者「英雄」
斯科特家属的代表律师形容，拍下片段的目击者是

「英雄」，另一名家属律师则称：「倘若没有录影，我
不相信警员会入狱。从录影片段反映，我想它提供了将
警员入罪的必要弹药。」斯科特曾被捕10次，其中1987
年威胁伤人，其馀多因未支付儿童生活费和未上庭应
讯，1991年曾因藏有可作武器的大棒入罪。

美国近年发生多宗白人警察枪杀黑人平民案件，令警
民关系紧张并引发反种族歧视大示威。有民权组织表示
要在南卡州举行抗议活动。北查尔斯顿黑人比例较白人
高10个百分点左右，现有最新的2007年数据显示，市内
警局白人比例达八成。

（纽约时报/赫芬顿邮报）

目击者拍摄的影片显示，美国南卡州白人警员斯莱格（右）对著
逃跑的黑人斯科特（左）连开8枪。（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