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奥巴马参加诺曼底庆典时
嚼口香糖遭批

总统的举动有点不合时宜

美国《华盛顿时报》网站6月
6日刊登题为《奥巴马在诺曼底登
陆纪念活动上嚼口香糖，人们在
“推特”网站对其表示愤怒》的报道
称，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法国参加诺
曼底登陆活动、欢迎英国女王伊丽
莎白二世时大嚼口香糖的举动被
摄像机逮了个正着，这一幕引发了
世界各地“推特”用户的批评。
“奥巴马和他的口香糖，这幅

形象可真经典。”一名法国“推特”
用户挖苦地说。

“奥巴马在仪式中的态度不
够庄重优雅。”一名用户说，另一
名用户则补充道：“没有人让他停
下来、不要像个牛仔那样嚼口香
糖吗？”

世界各地的社交网站用户纷
纷对奥巴马的表现表示不满，说
他“丢人”、“粗俗”等。
“奥巴马，奏《马赛曲》的时候

你是不是在口香糖之外再来杯可
乐？”一名用户这样炮轰奥巴马不够
尊重法国国歌的行为。 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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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先进
加拿大再现直升机越狱

新华社专电 加拿大魁北克省
警方7日说，魁北克市一座监狱3名
囚徒当天晚上借助一架直升机越
狱。这是魁北克省近年来发生的第
二起借助直升机越狱事件。

加拿大通讯社援引警方女发
言人奥德丽·安妮·比洛多的话报
道，事发时直升机在监狱大门内
或大门外短暂着陆，随后向西飞
行，目的地可能是蒙特利尔市。

比洛多说，警方正和魁北克市
及周边地区机场、军事基地合作，
并展开地面搜索，以确定直升机的
位置。她没有披露更多越狱细节。

三名越狱者为：伊夫·丹尼

斯，35岁；丹尼斯·勒费布尔，53
岁；瑟奇·波默洛，49岁。警方随后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三人照片，呼
吁公众协助搜捕，同时提醒人们，
发现三人后不要接近，立即报警。

事发监狱距魁北克市中心10
公里，可容纳710名犯人。三名在
逃人员先前在这座监狱等待受
审，尚不清楚他们受到何种指控。

去年3月，魁北克省一座拘留
中心的两名在押人员从绳梯爬上
直升机越狱。警方数小时后在距
监狱大约85公里的蒙特朗布朗抓
获他们。另外两人一同落网，受到
劫持直升机协助越狱罪名指控。

又发惨案
印度一对未成年姐妹遭轮奸

新华社专电 印度警方7日证
实，北方邦一座村庄的两名少女5
日遭多名男子轮奸。这是北方邦一
周多来曝光的第二起严重轮奸案。

警方说，案件发生于北方邦
埃达地区的希亚普尔村。当时，年
龄分别为13岁和15岁的姐妹俩
离家去附近店铺买东西，3名男
子在中途拦截并将她们绑至附近
密林实施轮奸。
“医学检测证实这两个女孩

遭到强奸，”当地警官库马尔·亚
达夫说，“3名男子已经被捕。”

北方邦近期频发轮奸案。在希

亚普尔村东北85公里的布道恩地
区卡尔塔村，一对年龄分别为14岁
和15岁的表姐妹上月27日夜间失
踪，次日被发现吊死于一棵树上。
尸体结果显示，两人死前遭轮奸。

这一恶性案件再次引发印度
社会对性暴力现象的愤怒，同时
还因为一些政客的不当言论而持
续发酵。

北方邦首席部长阿基莱什·
亚达夫本周早些时候称，媒体针
对北方邦轮奸案的有关报道过于
偏颇，因为强奸现象在印度普遍，
不只是发生在北方邦。

放虎归山 5名获释塔利班囚犯欲重返前线
美国媒体报道，上月底从古巴美

军关塔那摩监狱获释的一名塔利班
囚犯声称，今后准备重返阿富汗，继
续与美军对抗。

一些政治分析师认为，对于用5
名塔利班囚犯“换回”被俘士兵鲍·伯
格达尔，一些人士担心美国政府在
“放虎归山”。塔利班囚犯流露的这种
想法反映出，这种担忧正成为现实。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日报道，在

一些塔利班家属看来，囚犯能够迎来
获释的一天实属“奇迹”。

这名获释囚犯家属通过电话告

诉全国广播公司记者，家人不久将前
往卡塔尔，与这5人团聚。

另一名获释囚犯、塔利班执政时
期内政部长哈伊鲁拉·哈伊尔胡瓦的
家属称，塔利班最高领导人毛拉穆罕
默德·奥马尔就换囚一事对他们表达
支持和祝贺，让这些塔利班成员感到
振奋。
奥马尔本月1日发表公开声明，

称与美国政府换囚是“重大胜利”。
美国政府“换囚”决定曾引来不

少质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
获释囚犯大多在塔利班执政阿富汗

期间出任过重要部门高级职务，迄今
还对塔利班具有相当影响力。一旦获
释并重返“前线”，他们可能对美国安
全重新构成威胁。

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认为，部分塔
利班成员“手上已经沾有美国人的鲜
血”，如果将他们释放，当局必须保证
这些极端分子不会再回到针对美国
和其伙伴的战斗中。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每日来电”
评论，塔利班成员获释后即宣称要重
返战场，宣告着“换囚”质疑者最严重
的担忧正成为现实。 据新华社电

“官二代”的举动总是令人关注

美国副总统之子受聘乌能源企业引质疑

美国总统或副总统亲属卷入利益
冲突事件并不鲜见。没有迹象显示亨
特、拜登以及布里斯马公司有违反法
律或道德的行为。然而，鉴于亨特的身
份、新东家的背景、乌克兰局势以及与
俄罗斯的关系，亨特此时在布里斯马
公司出任高职仍受到质疑。

拜登4月出访乌克兰，表达对乌政
府的支持。7日，他在基辅出席新当选总
统彼得罗·波罗申科的就职仪式，宣布
美方将向乌方追加4800万美元援助。拜
登告诉波罗申科：“美国与你在一起。”

美国 FTI咨询公司高管帕切科
说，亨特不会为布里斯马公司在美国
政界游说。只是，他没有说明亨特今后
是否会主管布里斯马在美国的游说策
略或提供咨询。

布里斯马公司旗下子公司在克里
米亚和哈尔科夫州有天然气业务。克里
米亚已经在公民投票后并入俄罗斯，由
俄方控制；哈尔科夫州所处的乌东部地
区则局势动荡，民间武装效仿克里米
亚，也试图将这一地区并入俄罗斯。
美联社分析，布里斯马公司今后

可能继续在克里米亚开展业务，或者
不得不与乌东部民间武装合作，而美
国政府不承认克里米亚的地位，认定
民间武装是非法组织。
美国关联利益冲突的法律和道德

准则对白宫官员成人亲属从事商业活
动基本上没有规定。美国公民维护责
任和道德组织执行主任梅拉妮·斯隆
认为：“除非确凿证据证明亨特·拜登
接受这份工作是为了影响美国外交政
策，否则他不算越线。” 新华社特稿

美国副总统约
瑟夫·拜登次子亨
特·拜登受聘出任乌
克兰一家大型能源
企业的董事，可能引
发利益冲突，在美国
受到质疑。

亨特现年44岁，在美国耶鲁
大学法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今年4
月，他应邀加入乌克兰最大私营天
然气生产商布里斯马公司，成为董
事会成员，主管法律事务并为公司
与国际组织的事务提供支持。
美国FTI咨询公司高管劳伦斯·

帕切科告诉美联社记者，布里斯马
公司新任董事德文·阿彻把亨特介
绍给董事长阿兰·阿普特。阿彻在一
家美国公司任职时与亨特共事，在
美国现任国务卿约翰·克里2004年
竞选总统期间负责筹款。FTI公司也
新近受雇于布里斯马公司。

亨特在美国政商两界都有丰
富任职经历。他曾多年为教育、医

疗机构和技术企业在政界游说，直
至拜登出任副总统。

布里斯马公司方面，虽然现任
董事长为阿普特，但是美联社调查
金融资料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记录，发现尼古拉·祖罗切夫斯基
持股份额最大，是实际老板。帕切
科说，祖罗切夫斯基最终决定聘用
亨特。

维克托·亚努科维奇担任乌克
兰总统期间，祖罗切夫斯基是分管
自然资源、环境和防务的高官。美
联社评述，由于美国政府力挺亲西
方的乌克兰新政府，亨特在这个时
刻加入祖罗切夫斯基的公司，把美
国政府置于尴尬境地。

拜登曾宣布向乌追加
4800万美元援助

把美国政府置于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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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巴马参加诺曼底庆典时
嚼口香糖遭批

总统的举动有点不合时宜

美国《华盛顿时报》网站6月
6日刊登题为《奥巴马在诺曼底登
陆纪念活动上嚼口香糖，人们在
“推特”网站对其表示愤怒》的报道
称，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法国参加诺
曼底登陆活动、欢迎英国女王伊丽
莎白二世时大嚼口香糖的举动被
摄像机逮了个正着，这一幕引发了
世界各地“推特”用户的批评。
“奥巴马和他的口香糖，这幅

形象可真经典。”一名法国“推特”
用户挖苦地说。

“奥巴马在仪式中的态度不
够庄重优雅。”一名用户说，另一
名用户则补充道：“没有人让他停
下来、不要像个牛仔那样嚼口香
糖吗？”

世界各地的社交网站用户纷
纷对奥巴马的表现表示不满，说
他“丢人”、“粗俗”等。
“奥巴马，奏《马赛曲》的时候

你是不是在口香糖之外再来杯可
乐？”一名用户这样炮轰奥巴马不够
尊重法国国歌的行为。 参考消息

装备先进
加拿大再现直升机越狱

新华社专电 加拿大魁北克省
警方7日说，魁北克市一座监狱3名
囚徒当天晚上借助一架直升机越
狱。这是魁北克省近年来发生的第
二起借助直升机越狱事件。

加拿大通讯社援引警方女发
言人奥德丽·安妮·比洛多的话报
道，事发时直升机在监狱大门内
或大门外短暂着陆，随后向西飞
行，目的地可能是蒙特利尔市。

比洛多说，警方正和魁北克市
及周边地区机场、军事基地合作，
并展开地面搜索，以确定直升机的
位置。她没有披露更多越狱细节。

三名越狱者为：伊夫·丹尼

斯，35岁；丹尼斯·勒费布尔，53
岁；瑟奇·波默洛，49岁。警方随后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三人照片，呼
吁公众协助搜捕，同时提醒人们，
发现三人后不要接近，立即报警。

事发监狱距魁北克市中心10
公里，可容纳710名犯人。三名在
逃人员先前在这座监狱等待受
审，尚不清楚他们受到何种指控。

去年3月，魁北克省一座拘留
中心的两名在押人员从绳梯爬上
直升机越狱。警方数小时后在距
监狱大约85公里的蒙特朗布朗抓
获他们。另外两人一同落网，受到
劫持直升机协助越狱罪名指控。

又发惨案
印度一对未成年姐妹遭轮奸

新华社专电 印度警方7日证
实，北方邦一座村庄的两名少女5
日遭多名男子轮奸。这是北方邦一
周多来曝光的第二起严重轮奸案。

警方说，案件发生于北方邦
埃达地区的希亚普尔村。当时，年
龄分别为13岁和15岁的姐妹俩
离家去附近店铺买东西，3名男
子在中途拦截并将她们绑至附近
密林实施轮奸。
“医学检测证实这两个女孩

遭到强奸，”当地警官库马尔·亚
达夫说，“3名男子已经被捕。”

北方邦近期频发轮奸案。在希

亚普尔村东北85公里的布道恩地
区卡尔塔村，一对年龄分别为14岁
和15岁的表姐妹上月27日夜间失
踪，次日被发现吊死于一棵树上。
尸体结果显示，两人死前遭轮奸。

这一恶性案件再次引发印度
社会对性暴力现象的愤怒，同时
还因为一些政客的不当言论而持
续发酵。

北方邦首席部长阿基莱什·
亚达夫本周早些时候称，媒体针
对北方邦轮奸案的有关报道过于
偏颇，因为强奸现象在印度普遍，
不只是发生在北方邦。

放虎归山 5名获释塔利班囚犯欲重返前线
美国媒体报道，上月底从古巴美

军关塔那摩监狱获释的一名塔利班
囚犯声称，今后准备重返阿富汗，继
续与美军对抗。

一些政治分析师认为，对于用5
名塔利班囚犯“换回”被俘士兵鲍·伯
格达尔，一些人士担心美国政府在
“放虎归山”。塔利班囚犯流露的这种
想法反映出，这种担忧正成为现实。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日报道，在

一些塔利班家属看来，囚犯能够迎来
获释的一天实属“奇迹”。

这名获释囚犯家属通过电话告

诉全国广播公司记者，家人不久将前
往卡塔尔，与这5人团聚。

另一名获释囚犯、塔利班执政时
期内政部长哈伊鲁拉·哈伊尔胡瓦的
家属称，塔利班最高领导人毛拉穆罕
默德·奥马尔就换囚一事对他们表达
支持和祝贺，让这些塔利班成员感到
振奋。
奥马尔本月1日发表公开声明，

称与美国政府换囚是“重大胜利”。
美国政府“换囚”决定曾引来不

少质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
获释囚犯大多在塔利班执政阿富汗

期间出任过重要部门高级职务，迄今
还对塔利班具有相当影响力。一旦获
释并重返“前线”，他们可能对美国安
全重新构成威胁。

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认为，部分塔
利班成员“手上已经沾有美国人的鲜
血”，如果将他们释放，当局必须保证
这些极端分子不会再回到针对美国
和其伙伴的战斗中。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每日来电”
评论，塔利班成员获释后即宣称要重
返战场，宣告着“换囚”质疑者最严重
的担忧正成为现实。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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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挖苦地说。

“奥巴马在仪式中的态度不
够庄重优雅。”一名用户说，另一
名用户则补充道：“没有人让他停
下来、不要像个牛仔那样嚼口香
糖吗？”

世界各地的社交网站用户纷
纷对奥巴马的表现表示不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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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在口香糖之外再来杯可
乐？”一名用户这样炮轰奥巴马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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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徒当天晚上借助一架直升机越
狱。这是魁北克省近年来发生的第
二起借助直升机越狱事件。

加拿大通讯社援引警方女发
言人奥德丽·安妮·比洛多的话报
道，事发时直升机在监狱大门内
或大门外短暂着陆，随后向西飞
行，目的地可能是蒙特利尔市。

比洛多说，警方正和魁北克市
及周边地区机场、军事基地合作，
并展开地面搜索，以确定直升机的
位置。她没有披露更多越狱细节。

三名越狱者为：伊夫·丹尼

斯，35岁；丹尼斯·勒费布尔，53
岁；瑟奇·波默洛，49岁。警方随后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三人照片，呼
吁公众协助搜捕，同时提醒人们，
发现三人后不要接近，立即报警。

事发监狱距魁北克市中心10
公里，可容纳710名犯人。三名在
逃人员先前在这座监狱等待受
审，尚不清楚他们受到何种指控。

去年3月，魁北克省一座拘留
中心的两名在押人员从绳梯爬上
直升机越狱。警方数小时后在距
监狱大约85公里的蒙特朗布朗抓
获他们。另外两人一同落网，受到
劫持直升机协助越狱罪名指控。

又发惨案
印度一对未成年姐妹遭轮奸

新华社专电 印度警方7日证
实，北方邦一座村庄的两名少女5
日遭多名男子轮奸。这是北方邦一
周多来曝光的第二起严重轮奸案。

警方说，案件发生于北方邦
埃达地区的希亚普尔村。当时，年
龄分别为13岁和15岁的姐妹俩
离家去附近店铺买东西，3名男
子在中途拦截并将她们绑至附近
密林实施轮奸。
“医学检测证实这两个女孩

遭到强奸，”当地警官库马尔·亚
达夫说，“3名男子已经被捕。”

北方邦近期频发轮奸案。在希

亚普尔村东北85公里的布道恩地
区卡尔塔村，一对年龄分别为14岁
和15岁的表姐妹上月27日夜间失
踪，次日被发现吊死于一棵树上。
尸体结果显示，两人死前遭轮奸。

这一恶性案件再次引发印度
社会对性暴力现象的愤怒，同时
还因为一些政客的不当言论而持
续发酵。

北方邦首席部长阿基莱什·
亚达夫本周早些时候称，媒体针
对北方邦轮奸案的有关报道过于
偏颇，因为强奸现象在印度普遍，
不只是发生在北方邦。

放虎归山 5名获释塔利班囚犯欲重返前线
美国媒体报道，上月底从古巴美

军关塔那摩监狱获释的一名塔利班
囚犯声称，今后准备重返阿富汗，继
续与美军对抗。

一些政治分析师认为，对于用5
名塔利班囚犯“换回”被俘士兵鲍·伯
格达尔，一些人士担心美国政府在
“放虎归山”。塔利班囚犯流露的这种
想法反映出，这种担忧正成为现实。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日报道，在

一些塔利班家属看来，囚犯能够迎来
获释的一天实属“奇迹”。

这名获释囚犯家属通过电话告

诉全国广播公司记者，家人不久将前
往卡塔尔，与这5人团聚。

另一名获释囚犯、塔利班执政时
期内政部长哈伊鲁拉·哈伊尔胡瓦的
家属称，塔利班最高领导人毛拉穆罕
默德·奥马尔就换囚一事对他们表达
支持和祝贺，让这些塔利班成员感到
振奋。
奥马尔本月1日发表公开声明，

称与美国政府换囚是“重大胜利”。
美国政府“换囚”决定曾引来不

少质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
获释囚犯大多在塔利班执政阿富汗

期间出任过重要部门高级职务，迄今
还对塔利班具有相当影响力。一旦获
释并重返“前线”，他们可能对美国安
全重新构成威胁。

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认为，部分塔
利班成员“手上已经沾有美国人的鲜
血”，如果将他们释放，当局必须保证
这些极端分子不会再回到针对美国
和其伙伴的战斗中。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每日来电”
评论，塔利班成员获释后即宣称要重
返战场，宣告着“换囚”质疑者最严重
的担忧正成为现实。 据新华社电

奥巴马参加诺曼底庆典时
嚼口香糖遭批

总统的举动有点不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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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刊登题为《奥巴马在诺曼底登
陆纪念活动上嚼口香糖，人们在
“推特”网站对其表示愤怒》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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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底登陆活动、欢迎英国女王伊丽
莎白二世时大嚼口香糖的举动被
摄像机逮了个正着，这一幕引发了
世界各地“推特”用户的批评。
“奥巴马和他的口香糖，这幅

形象可真经典。”一名法国“推特”
用户挖苦地说。

“奥巴马在仪式中的态度不
够庄重优雅。”一名用户说，另一
名用户则补充道：“没有人让他停
下来、不要像个牛仔那样嚼口香
糖吗？”

世界各地的社交网站用户纷
纷对奥巴马的表现表示不满，说
他“丢人”、“粗俗”等。
“奥巴马，奏《马赛曲》的时候

你是不是在口香糖之外再来杯可
乐？”一名用户这样炮轰奥巴马不够
尊重法国国歌的行为。 参考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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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展开地面搜索，以确定直升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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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瑟奇·波默洛，49岁。警方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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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普尔村东北85公里的布道恩地
区卡尔塔村，一对年龄分别为1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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踪，次日被发现吊死于一棵树上。
尸体结果显示，两人死前遭轮奸。

这一恶性案件再次引发印度
社会对性暴力现象的愤怒，同时
还因为一些政客的不当言论而持
续发酵。

北方邦首席部长阿基莱什·
亚达夫本周早些时候称，媒体针
对北方邦轮奸案的有关报道过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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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反映出，这种担忧正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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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塔利班家属看来，囚犯能够迎来
获释的一天实属“奇迹”。

这名获释囚犯家属通过电话告

诉全国广播公司记者，家人不久将前
往卡塔尔，与这5人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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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政部长哈伊鲁拉·哈伊尔胡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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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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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班成员“手上已经沾有美国人的鲜
血”，如果将他们释放，当局必须保证
这些极端分子不会再回到针对美国
和其伙伴的战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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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战场，宣告着“换囚”质疑者最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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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尸吞肉
俄两男子困冰原杀友
当地法院仅以毁损尸体罪
判处其中一人缓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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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利亚冰雪荒地数月，致1人死亡1
人失踪。死者库洛金的遗孀指控2名
生还者杀害她老公，更分尸吃肉。但
法院日前裁决，这2名食人者都不必
坐牢，死者遗孀誓言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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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底登陆活动、欢迎英国女王伊丽
莎白二世时大嚼口香糖的举动被
摄像机逮了个正着，这一幕引发了
世界各地“推特”用户的批评。
“奥巴马和他的口香糖，这幅

形象可真经典。”一名法国“推特”
用户挖苦地说。

“奥巴马在仪式中的态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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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用户则补充道：“没有人让他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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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名获释囚犯家属通过电话告

诉全国广播公司记者，家人不久将前
往卡塔尔，与这5人团聚。

另一名获释囚犯、塔利班执政时
期内政部长哈伊鲁拉·哈伊尔胡瓦的
家属称，塔利班最高领导人毛拉穆罕
默德·奥马尔就换囚一事对他们表达
支持和祝贺，让这些塔利班成员感到
振奋。
奥马尔本月1日发表公开声明，

称与美国政府换囚是“重大胜利”。
美国政府“换囚”决定曾引来不

少质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
获释囚犯大多在塔利班执政阿富汗

期间出任过重要部门高级职务，迄今
还对塔利班具有相当影响力。一旦获
释并重返“前线”，他们可能对美国安
全重新构成威胁。

一些美国国会议员认为，部分塔
利班成员“手上已经沾有美国人的鲜
血”，如果将他们释放，当局必须保证
这些极端分子不会再回到针对美国
和其伙伴的战斗中。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每日来电”
评论，塔利班成员获释后即宣称要重
返战场，宣告着“换囚”质疑者最严重
的担忧正成为现实。 据新华社电

分尸吞肉
俄两男子困冰原杀友
当地法院仅以毁损尸体罪
判处其中一人缓刑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 6月 8
日报道，俄罗斯4名中年男子受困西
伯利亚冰雪荒地数月，致1人死亡1
人失踪。死者库洛金的遗孀指控2名
生还者杀害她老公，更分尸吃肉。但
法院日前裁决，这2名食人者都不必
坐牢，死者遗孀誓言上诉。

报道援引《西伯利亚时报》消息
称，44岁的死者库洛金与 2名生还
者葛洛蓝科及阿布杜拉耶夫是好朋
友，他们3人与现仍失踪的另一人前
年8月结伴冰钓，结果吉普车在荒地
抛锚，他们迷失受困3个月才获救。
报道称，尽管2名生还者都坦承

吃人肉，但仅葛洛蓝科被告谋杀，阿
布杜拉耶夫则被列为证人。检方指
控，葛洛蓝科涉嫌因故殴打死者，致
其3天后死去，后来两人肢解好友尸
体，并烹煮吃下肚。不过。阿布杜拉耶
夫声称，库洛金是被摄氏零下40度
低温冻死，他吃人肉“不是因为饿”，
但拒绝说明理由。

死者遗孀泪诉“心爱的丈夫最后
只剩下一只脚、一只手指头，仅残留
些微头发的后头骨”，并质疑他们沿
途也猎杀动物说法，表示：“既然如
此，又何必吃人肉”。

法院日前判决葛洛蓝科的谋杀
罪名不成立，仅依毁损尸体罪名定
罪，且缓刑3年半。 环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