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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州两重犯越狱六天
警方扩大搜索范围 

       纽约州的两名重犯已经越狱六天，
对这两人的搜捕行动也从纽约州扩大到
佛蒙特州。

6月5日，正在服刑的两名杀人
犯，48岁的理查德·马特和34岁的戴维·
斯韦阿特，使用电动工具钻洞，从纽约
州保安严密的克林顿监狱越狱。克林顿
监狱位于美国纽约州北部，距离加拿大
边界大约65公里。

纽约州州长科莫说，这是150年来
这座监狱发生的第一起越狱事件。

越狱事件发生之后，警方收到大量
的举报线索，甚至有人声称在600多公
里外的费城见过他们。

国际足联宣布延期
2026年世界杯申办程序

鉴于一系列腐败指责和正在接受的
调查，国际足联宣布延期2026年世界杯
的申办程序。
　　国际足联(FIFA)秘书长瓦尔克说："
鉴于目前的情况，现在开始2026年世界
杯的申办程序毫无意义。"按照原本的
计划，国际足联将在2017年吉隆坡举行
的大会上宣布2026年世界杯主办国家。
　　上周，任职国际足联主席17年的瑞
士人布拉特在第5次当选后不到四天突
然宣布辞职。而就在今年5月29日国际
足联在苏黎世本年度大会召开前两天，
瑞士司法当局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要求
下，突然逮捕七名国际足联高官，震惊
体坛和全球舆论。
　　此后媒体陆续公开更多国际足联涉
嫌腐败丑闻细节，主要围绕2018俄罗斯
和2022卡塔尔两届世界杯主办权的颁发
程序，也包括其他赛事的不规则操作，
且涉及大批曾经或仍在担任国际足联要
职的人员，不少是布拉特多年的亲信和
被认作未来的接班人选。
　　布拉特本人虽然强调对腐败事件的
不知情以及无法对每一个个案都亲自进
行监督，但外界对布拉特的确清白的质
疑声音越来越高。
　　布拉特不顾多方的劝退声音执意竞

选连任并第5次当选国际足联主席后宣
布，将对这一组织进行彻底的改革。

普京：G7只是兴趣俱乐部 
与俄方毫无关系

当地时间1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
访问意大利，并与意总理伦齐举行会
谈。在会谈结束后的新闻发布会上，普
京称，俄与G7没有任何关系。当俄罗
斯还是G7成员时，曾积极参加了其工
作，提出了替代性观点。普京称，但是
G7成员国不需要俄方的观点。它只是
一个兴趣俱乐部。普京认为，当前存在
着G20这样更广泛的模式。此外，普京
在新闻发布会上对西方解除对俄制裁表
示了乐观态度。他说，制裁为相互协作
带来危害，“各方早晚将解除制裁和相

互限制”。

美拟在欧洲部署核导弹 
俄猛批其威胁全球安全

       6月9日，俄罗斯国防部官员表示，
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即意味该国退出《
中导条约》。
　　受乌克兰危机影响，俄罗斯与西方
国家关系趋于紧张。此前，俄罗斯宣
布，考虑在克里米亚地区部署可携带核
武器的远程轰炸机。此举引发美国、乌
克兰的关注和反对。此后，有媒体援引
美国消息人士报道称，为应对“俄罗斯
违反《中导条约》的措施”，美国正研
究在欧洲部署地基导弹。英国外交大臣
日前也表示，考虑在英国境内部署美国
核导弹，“以加大对俄罗斯的压力”。

美国送越南1800万美元
购买12艘巡逻艇

美国战略之页网站6月10日报道称，美
国已经同意给越南1800万美元用于购

买“挑战”(Defiant)-75型巡逻艇。

　　这款长23米、宽6.4米的全铝质巡
逻艇最高时速可达70公里以上。该型巡
逻艇所采用的喷水推进系统使它们极具
可操控性。这种巡逻艇可以很容易地设
定军用、警察和消防等不同的用途。
　　向越南提供的这些巡逻艇的单价没
有公布，但是这笔援助资金很可能意味
着至少12艘巡逻艇。每艘巡逻艇将装备
两挺机枪及搜索雷达。
　　“挑战”-75型巡逻艇使用广泛，
并且相当受欢迎。军用配置的“挑战”
型巡逻艇可以容纳8名船员，并可在海
上连续停留数天时间。

韩国MERS患者
死亡总数增至11人

在韩国全北淳昌居住的72岁中东呼
吸综合征(MERS)患者死亡，至此，韩
国保健当局正式确认， 韩国MERS患者
死亡人数增至11人。

韩国全北道保健当局透露，当天上
午11点57分左右，在全北国立大学医院
中接受治疗的51号患者A某死亡。
　　报道称，A某是全北地区第一个被
确诊的患者，也是首位死亡的患者。
　　据悉，A某于上月14日起，在平泽
圣母医院与1号患者住在同一病房8天
后，于6月4日的第一次检查中，结果呈
阳性。
　　6月6日，A某被确诊感染MERS，
并在全北国立大学医院接受治疗。
　　全北道保健当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A某从5天前开始，有时候会昏
迷，状态不佳。”
　　据悉，A某将在当天火化，其家属
将在24小时内为其举行葬礼。
　　韩国保健福祉部12日通报，截至当
天，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确诊患者
较前一天增加4人，为126人；隔离对象
人数首次出现减少，较前一天减少125
人，为3680人。当天还有294人解除隔
离，累计解除隔离人数达1249人。

  (陈立英 整理）

活到老学到老：
加州99岁老人大学毕业

        

 多蕾斯·丹尼尔斯是美国加州的峡谷学院历史上最高龄的
毕业生。这位年近百岁的老人曾经历过经济大萧条、第二
次世界大战等历史性事件。

在2009年，看着自己的孙辈们硕士毕业，她做出了一个
令人惊讶的决定，攻读社会科学副学士学位。她的求学之
路实在不易，在7年的学习过程中，她曾多次中风，但还是
坚持了下来。

今年4月份，丹尼尔斯还在学校度过了自己99岁的生日。
在接受采访时， 丹尼尔斯激动的说，不要去幻想任何事
情，你需要脚踏实地的去做。

毕业典礼上，丹尼尔斯获得了全校毕业生的热烈喝彩，
她的家人们也纷纷到场祝贺。

访谈：本地华裔杰出青年-陈潇
       提到陈潇，许多读者应该都不陌生，多年来他一直是本
地华人社区的一个活跃人物，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都少不
了他的歌声。     陈潇出生于湖南益阳，于12岁来美，未

满13岁就读于俄克拉荷马城的一所高中。曾担任俄克拉荷马
城中国学者学生联谊会最年轻的干部，热衷于服务当时只有
300多家的华人社区。2000来到印第安纳州读大学，在大学
期间多次参与印城华人文化中心的社区活动和演出。
    2005年在芝加哥获得了全球华人新秀大赛美中区亚军
后，接下来的十年频繁在芝加哥地区表演和参与华人社区活
动，深受中西部华人大众的喜爱。
    从普渡大学毕业后从事IT行业6年，曾经是网络界新成
立公司“查查”的原始员工之一。在工作的同时寻求创业机
会，于23岁开始步入房地产投资行业，成为当时印第安纳房
地产投资协会最年轻的讲员。
    2013年励志转行于金融行业，现在已成为一名总监，忠
实地执行为广大中产阶级普及金融教育的宗旨而活跃地服
务在美中和美东多个州。陈潇对事业的执着和上进，对生活
阳光的态度，鼓舞了身边很多人。  “活着，就是要给周围
的人带来阳光，带来欢乐，带来鼓励“  是他对人生的定
义。 他的目标是成为一名快乐成功的企业家，以身作则，
让女儿成长在一个正能量和励志的环境里。
     最近他作为美国华裔杰出青年代表参加了由中国国务
院侨务办公室和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举办的“第十届世界华裔
杰出青年华夏行”活动。下面是陈潇就这一活动答本报记者
问。

 
记者：作为 海外杰出青年，需要具备哪些条件？能不能介绍
一下当选的过程？

陈潇：这次海外杰出青年是由各大华人社团推荐候选人给所
在地领事馆，然后由领事馆筛选。 我这次很荣幸被大芝加
哥地区华人华侨联合会所推荐。美国中西部一共有四位代表
当选。 

记者：你是怎么得知你当选海外杰出青年的？当时的感受如
何？你的家人是不是感到非常骄傲？

陈潇：是芝加哥总领事馆给我的通知。当时感觉十分荣幸，
因为我认识许多比我更加优秀的华裔青年，我能当选，可能
是因为我参与社区活动的次数比较多。 家人和朋友的确为
我感到高兴。

记者：参加这一活动的最大的收获是什么？请谈谈你的感
受。

陈潇：首先从规模上就超过我的想象力了。这次活动总共有
来自82个国家派出的500名杰出华裔代表参与，前三天是分
批在北京，天津，上海，云南，河南，江苏，以及江西等地
由当地领导陪同参观当地的企业以及名胜古迹。然后所有代
表在北京集合开会，在人民大会堂接受国家领导人接见。每
个代表在国内的食宿和交通费用都由主办方承担。 在北京
更是被安排在大名鼎鼎的北京饭店下榻。
由于时间上的冲突，我只能直接来北京开会。第一个印象就
是同以往读稿发言不同了，现在中国的官员们讲话都非常的
有水平，干货不少。 从中共中央常委和政协主席俞正声，
到国侨办主任裘援平，他们临场发挥时都是出口成章，而且
都能说到点子上。
这次会议的几次讨论让我了解到中国的“两个一百年”，
以及振奋人心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未来目
标。 作为一名从小就来美国，完全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华
侨，拥有一个强大而不称霸的中国为后盾，是非常让我感到
自豪的。
还有一个有趣的收获就是，这次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领导人时
我站得靠前，所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里有我的几次清晰的
镜头。在我自己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收到了好多国内亲朋
好友的微信，都说在电视上看到我了。

记者：请对我们的年轻的读者说几句话。

陈潇：这次参会的有很多ABC，他们很多人都对自己在美国
长大是所意识到的身份困扰而发表了言论。 我觉得国侨办
主任裘援平女士的发言适合于所有ABC：“大家不用太去较
真，有这么伟大的一个国家，她拥有这么灿烂的文化。她愿
意用自己宽广的胸襟去拥抱你，接纳你，关怀你，你为什么
要拒绝呢？”  
我觉得作为一名青年，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华裔，你应
该有一种使命感，对生命需要有一种追求，需要有目标。 
我们华裔是个独特的民族，有着历史悠久的文化背景，我们

要立志成为一个在多方面上进的民族。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老祖宗给我们积累的智慧，不断的改造自
己，多一份“服务大家”的心，这样才能让华裔像犹太人一样
在美国成为一个有实力的少数民族。

记者： 你今后有什么计划？

陈潇：我的计划是，在追求事业上的成功的同时，也多回报给
社会，不光是华人社区，更多的是当地的主流社区。以身作
则，给女儿树立一个好榜样。

陈潇（中）给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裘援平女士（右）献上锦旗

丹尼尔斯成为美国加州的峡谷学院历史上最高龄的毕业生。

    (图片来源：峡谷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