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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青年被捕后死亡
引百余人游行抗议

       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日前被揭发一
名黑人青年被警方拘捕后死亡的事件，
消息引起当地居民的强烈不满，并在21
日举行大规模抗议游行。美国联邦司法
部已经接受调查。
　　事件发生在4月12日，25岁的格雷
(Freddie Gray)遭警方查问，他在逃跑
期间被警方制服，警方并在他身上搜出
一把弹簧刀，因此将他逮捕。但在一个
星期后，警方公布称，格雷因为脊柱严
重受伤，在当地一家医院伤重死亡。
　　据报道，格雷在被捕期间，由多名
警察拖上警车，其后一个小时，格雷出
现昏迷状态而被送往医院，直到19号早
上死亡。
　　巴尔的摩警方在21日公布了涉案的
6名警察的身份，并指六人目前已经被
停职，但没有表明格雷死亡的重伤死亡
的原因。

一架带有放射性物质无人机
坠落日本首相官邸

日前，有关人员在地处东京千代田
区的首相官邸的屋顶上发现了一架小型
无人机。无人机上安装有小型相机，还
悬挂着2个类似烟雾筒的物体和1个塑料
容器。警方从容器内检测出了放射性物
质铯。

东京警视厅怀疑有人故意操控无人
机飞到首相官邸上空，正在以妨碍公务
等嫌疑开展调查。搜查人员在接受采访
时透露，调查发现小型相机是具有录像
功能的数码相机，相机曾与类似外接硬
盘的设备进行过连接。

地中海船难致800多人死亡 
偷渡船长被控谋杀罪

一艘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只18日晚在
意大利兰佩杜萨岛以南约200公里的利
比亚附近海域倾覆。联合国难民署21日
的统计显示，翻船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
已经超过800人。

这起沉船事件发生后，欧洲各国主
要纸媒纷纷发表文章，谴责欧盟在非法
移民问题上“只管闭眼数钱”，称其政
策“使地中海变为坟墓”。尽管如此，

欧盟一些领导人仍然不愿加大对非法移
民的搜救力度，称这只会鼓励更多人偷
渡。

意大利检方21日说，检方已逮捕突
尼斯籍船长和一名叙利亚籍船员，其中
船长面临谋杀、造成海难及协助非法移
民等多项罪名指控。船长名为马利克，
现年27岁，来自突尼斯。根据检方说
法，这艘偷渡船遇险后发出求救信号，
一艘葡萄牙籍商船前来施救。但由于船
长马利克操作失误，致使两船相撞。慌
乱中，偷渡船上人员四处移动，加上超
载严重，导致倾覆惨剧。

IS头目巴格达迪被曝身受重伤
已无力主持事务

　据英国《卫报》21日报道，今年
3月18日，美国牵头的“反IS联盟”空
袭了摩苏尔市以西320公里处，毗邻叙

利亚边境的伊拉克偏僻城镇阿尔·拜吉。
当时巴格达迪的车队正向当地某村落行
驶，三辆车刚好处于空袭的火力范围之
内。据称，此次空袭行动原本针对的是
极端组织的地区领导人，捞到“大鱼”
实属意料之外。

《卫报》称，此次空袭造成IS方面
3人死亡，巴格达迪身受重伤、生命垂
危。此前，IS组织认定巴格达迪难逃一
死，连忙召开紧急会议，商讨继任的领
导人问题。没想到，“命硬”的巴格达
迪竟然活了下来，只是伤势严重、恢复
缓慢，现已无力主持日常事务。

林奇被提名5个月后
终成美首位非裔女司法部长
经过5个月的漫长等待，美国司法

部新任部长洛蕾塔·林奇的提名23日终
获美国会参议院批准。林奇将成为美国
历史上首位非洲裔女性司法部长。

在参议院23日下午进行的投票中，
林奇的提名以56票赞成、43票反对的
结果获得通过。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

席、共和党籍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当天
表示，“毋庸置疑，林奇有着令人印象
深刻的法律背景。我关注的是，她是否
能引领司法部走上新的道路。”

去年11月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提
名林奇接替霍尔德出任美新任司法部
长，这一提名随后进入参议院批准程
序。今年2月，林奇的提名获得参议院
司法委员会的批准，但迟迟不能在全院
过关。5个月的等待时间也使她成为自
里根政府以来候任时间最长的司法部
长。

联合国发布2015世界快乐报告:
瑞士成最快乐国家

日前联合国发表2015年《世界快乐
报告》，瑞士在158个国家或地区中排
名第1，成为最快乐的国家。冰岛、丹
麦、挪威和加拿大紧随其后，香港下跌
8位排72位，中国大陆排84位，而台湾
则排38位。

据了解，联合国2012年首度发表这
项报告，希望将快乐程度量化，借此影
响政府政策。评分标准包括人均生产总
值、平均健康寿命、人生抉择自由以及
免于贪腐的自由等因素。

在全球前10名中，西欧和北欧国家
占了7个。西方大国中，美国排名第15
，英国21，德国26，法国29。另外，
排名最低的10国包括阿富汗和饱受战火
蹂躏的叙利亚，其余的是萨哈拉沙漠以
南的非洲国家。

美前中情局长向情妇泄密 
获判守行为2年罚10万

美国前中情局局长彼得雷乌斯涉嫌
向情妇泄露机密文件，于当地时间23日
被判刑，但他不用坐牢，要守行为2年
及罚款10万美元。

62岁的彼得雷乌斯是退役四星上
将，曾担任阿富汗作战的盟军总司
令，2011年出任美国中情局局长，但其
后与为他撰写自传的陆军后备军官布罗
德韦尔卷入婚外情丑闻，翌年请辞。

有评论指出，以往有多名官员曾因
为泄露机密文件被重判，包括入狱。但
这次对彼得雷乌斯的裁决则相对宽松，
质疑控方持双重标准。
  (陈立英 整理）

卡梅尔马拉松中的华人挑战者

徐文杰

40岁的里程碑

其实自8年前开始爱上跑步, 跑
全程马拉松一直是我的目标之一，
但一直没信心和勇气去报名和训
练跑全程马拉松。直到去年年底，
一位同事挑战我去报名和训练跑
Carmel全程马拉松。那天在闲谈
中，我告诉那位同事关于我想在40
岁时跑一个全程马拉松来做我人生
的一个里程碑，他立刻鼓励我去
做，并且当晚给我打电话叫我一
定要去报名Carmel全程马拉松。所
以，我就鼓起勇气报名了。这就是
我第一次跑全程马拉松的起因。

我叫徐文杰，来自马来西亚的
槟城州，是第四代的华侨。1996
年 来 美 国 念 大 学 ， 过 后 居 留 在
Lansing， Michigan几年。2008年
转职到印城的Rolls-Royce工作至
今。太太是郑惠萍，一个十二岁女
儿恺佳Chloe及一个九岁儿子凯绅
Jayden。

尽 管 已 经 跑 过 多 次 半 程 马 拉
松，我知道跑全程马拉松是稍微不
同的。在数学理论上，我只要把半
程马拉松乘以二就是全程马拉松。
但是从半程到全程马拉松，实际情
况是需要至少两倍的身体耐力，因
为不仅跑步距离将增加一倍，跑步
时间一般将增加一倍或更多。然
而，人的一生需要不断挑战自己，
向更高更大的目标前进。有时我们
需要鼓起勇气和信心，有时需要别
人挑战。否则，我们将永远不会知
道，也无法实现上帝赐给我们丰盛

的生命的潜能和极限。所以，参加
这次的Carmel全程马拉松算是我对
自己的一个特别的挑战。

经过四个多月的准备，四月十
八日的Carmel全程马拉松终于来临
了。早上五点就起床准备，七点抵
达赛会起点热身，七点半开跑。因
为马拉松路线经过我家的小区，太
太和两个孩子八点钟已经在那儿等
着为我加油，实在兴奋极了。不
久，经过好友Marshall的小区时，
他们一家六口也在那儿为我加油，
让我非常感动。经过漫长的几个小
时后，疲惫的身子，半拖带跑地抵
达终点，欣慰的是看到太太和两个
孩子已经在那儿等着。那时身心虽
然超级疲惫，但当领过奖牌时，内
心里还是感到兴奋和满足。

回想起来，我很感激我家人和
朋友对我这第一次跑全程马拉松的
鼓励和支持。如果没有太太和两个
孩子的支持，如果没有朋友的激励
和协助，我或许不能坚持完成这个
特别的里程碑。以感恩的心，我很
高兴我做到了。

明文玉

完赛的喜悦

我是明文玉，在印第安纳居住
了12年。按孔老夫子的说法，我已
是知天命的年纪了，工作之余，种
种菜，钓钓鱼，有时打打乒乓球，
基本是休闲的运动。

去年出差到圣地亚哥，在同学

光祖的鼓动下，加上其他几位的助
推，我开始跑步并且爱上了跑步，
还要挑战马拉松。

2015年4月18日，我完成了人生
中第一个半程马拉松，真没有想到
我这个年纪还能跑这么长的距离。
从我开始练习跑步到完成这次比
赛，花了一年多时间，正规的训练
只在近三个月。每周的跑量在20迈
以上，周六早上跑10几迈，周中跑
10几迈，这三个月跑了300多迈，
为我完成这次马拉松奠定了基础。

在比赛前几天，就开始感到很
兴奋，经常晚上想到快要比赛了就
迟迟不能入睡。比赛当天早上5点
就起了床，吃了点麦片粥，换好衣
服，6点半就赶到赛场，和朋友们
一起热身慢跑。7点15分站到了起
跑线，7点30分比赛正式开始，心
情无比兴奋，也有些许不安，担心
跑不好。

当 人 群 跑 开 后 ， 我 感 觉 很 轻
松，加上兴奋，大概在一迈时，
我就超了原计划跟随的155pacer，
而且还连续超了不少人，在4-5迈
时，已接近145pacer。可能是因为
兴奋，一开始就感到口干，在第一
个水站，我就喝了水。前8迈，跑
得都很轻松，在进9迈时，有一下
坡，当时感到小腿要抽筋，我就及
时调整呼吸，改变跑姿，也放慢了
速度。为了保证安全完成第一个马
拉松，后来就保持那个速度跑了。
终于，顺利的冲过终点线，真高兴
安全地完成比赛。

家 人 是 很 支 持 我 跑 步 的 ， 朋
友们也相约持续的跑下去。下一
次比赛是今年11月份的Monumental 
Marathon，我报的是全程，目标在4
小时内完成。

我是从不跑步到跑步到爱上跑
步的，对跑步的益处深有体会。如
果有人想跑步而还没有开始跑，或
者以前跑过而没有坚持。那么就从
现在开始吧，坚持三个月，从走走
跑，走跑跑到跑跑跑，从一迈，两
迈，三迈，五迈……相信一定会有
意想不到的喜悦。我们有一群常在
周六早上一起跑步的“小伙伴”，
希望有更多朋友加入进来一起跑。

戴禾

自我挑战的
感觉真好

我是戴禾（Ben Dai），居住在
印第安纳有二十多年了，现在一家药
厂担任产品开发/生产工作。我学生
时代就爱好体育运动，田径、足球、
羽毛球、排球等等，都喜欢参与。
从98年开始断断续续练起了长跑。当
时的目标是每年跑一个Indy500 Mini 
Marathon（13.1迈），以此来监督自己
锻炼身体。这十几年间，因为种种原
因，只跑了9次。这期间并没有想过跑
全程马拉松，因为半马的乐趣已经足
够享受。

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一
位跑过数十次马拉松的朋友，他约着
我这个颇有“前途”的“新秀”一起
跑步。就这样， 开始了我每周六早上
的长距离慢跑。不过，当时我的目标
还是今年5月的Indy500 Mini Marathon。

慢跑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聊天，
也就有了“做思想工作”和“被做思
想工作”的机会。渐渐的，发现自己
已经“误入”了全程马拉松的“歧
途”。不过，这也可能是属于自己主
动“上钩”，怨不得别人。

一不做，二不休。报名了2015年4
月的Carmel  Marathon，制定了跑全马
的训练计划。从最初的一次跑11迈，
到后来的一次跑22迈。从周中忙里偷
闲的短距离跑，到周末早上的长距
离跑。每周都有明确的计划，风霜雨
雪这些天气因素都不能影响计划的执
行。

从去年十月开始，我们每周六
早上一起在Monon Trail上跑步。跑多
了，发现原来有好多和我们一样的“
常跑疯子”。大家迎面跑过都会打个
招呼，虽不曾交谈，但也似乎成了朋
友。

我们的训练方法是慢跑累积距离/
跑量。好处是避免受伤，而且跑后很

容易恢复。恢复的快，就为下次训练
扫除了心理和体力上的障碍，也不会
影响日常工作和生活。避免受伤的好
处就更不用说了。

这次跑Carmel  Marathon前，我跑
过7次20-22迈的长距离，这7次长距离
跑为比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方面
锻炼了体力，另外是可以掌握长距离
跑的身体反应及调整方式，不然比赛
时就会不知该如何对待身体的感觉。

这次马拉松刚开始，我跑的比平
时训练稍快了些。大约3-4迈后，我
开始调整呼吸，放慢速度，让身体适
应，心律也进入稳定状态。接下来的
10-12迈，基本上和平时训练相似，
跑的比较轻松。大约从第18迈开始，
身体感觉到一点疲劳，腿和脚也开始
有些酸痛，但这些在平常训练时都有
体验。我的方法是稳定呼吸，五步一
呼，五步一吸，不去想还有多少迈。
只想1，2，3，4，5—呼，1，2，3，4
，5—吸……。专注于此，心无旁骛。

到了20多迈，除了腿和脚，身体
其他部位也开始酸痛，没有明确的痛
点，就是痛。但是好友说马拉松比赛
是20迈的热身，6迈的比赛，现在比
赛才刚刚开始。因此我们不但没有掉
速，反而稍有加速，这是我们事先商
量的战术，碰到极限时，要狠狠的干
掉它！

24迈了，只有好友在“讲故事”
，我已经“不愿意搭理”他了。他数
着一个个被我们超过的人，让我把自
己当成非洲大草原上的狮子，追上前
面的羚羊，吃了他。我当时可真没有
做狮子的欲望，只是想“你饶了我
吧，给我换两条羚羊腿就行了……”
但是想归想，我依然坚持跑着，并且
继续超越着“羚羊”。还有几百米就
要到终点了，看到了赛道边给我加油
的太太和女儿，我满血复活，有力的
冲刺，又超过了3个“羚羊”，以4小
时18分的成绩完成了我人生中的第一
个全程马拉松。

自我挑战的感觉真好！
今年我还会参加5月的Indy500 Mini 

Marathon（13.1）和11月的Monumental 
Marathon（26.2）。我们有个“Carmel 
Runner”的WeChat群，欢迎有兴趣的
朋友加入。大家可以从3K、5K、10K
慢慢跑起来，锻炼身体是主要目的。
但有一点要小心，长跑是会上瘾的，
跑下去很可能你也会挑战马拉松！我
的WeChat ID: bentherunn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