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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买白菜一样 买巴西进口蜂胶
最近巴西蜂胶火了，购买巴西进

口蜂胶的消费者纷纷抛弃传统蜂胶，
选择总黄酮7.1g的巴西蜂胶。据统
计，巴西蜂胶在全国销售了20多万
箱，是其他蜂胶总出货量20倍以上。

总黄酮含量突出，品质领先是
巴西蜂胶热销的根本原因。国际蜂

胶行业内素有“世界蜂胶看巴西，巴
西蜂原中尤以非洲杀人蜂蜂种，采
集巴西特有的洒神菊树脂，制得的
巴西绿胶品质为最佳的”说法。
巴西蜂胶仅售9.9元每盒，低于

成本价销售，企业为了生存，不可能
长时间赔本赚吆喝，为了抢占市场，
答谢新老顾客，把优质、天然、零污
染的巴西蜂胶，以“直邮直购、无中

间商、优质低价、省钱省心”最大让
利与老百姓！

总黄酮7.1g 一粒更比五粒强
巴西绿蜂胶是目前研究最多的

巴西蜂胶，其特含天然活性成分“阿
特匹林C”。众多研究证实巴西绿蜂
胶具有降血脂、降血糖、抗炎抗菌及
抑制肿瘤血管生成等多种药理活
性，广泛应用于保健食品、药品和化
妆品等行业中。巴西蜂胶凸显3大
优势，神奇蜂胶，老人疯抢！

1.有效成分含量：总黄酮和阿特
匹林C含量是衡量蜂胶质量优劣和

巴西绿蜂真实性的主要依据，巴西
蜂胶阿特匹林C和总黄酮含量的硬
性指标创造了国际最高纪录。

2.高科技：独有的采集和萃取工
艺，处于世界上领先水平，人体的吸
收利用率极高。原料零污染，使其成
为更安全的蜂胶。

3.服用量：巴西蜂胶超浓缩、高
含量，效果堪称完美，对糖尿病及并
发症和中老年慢性病，还有难言之
隐女人病，都有显著地改善。
巴西进口蜂胶，究竟谁在吃？

每天2粒巴西蜂胶，九类疾病有奇效！
送老公：告别药罐子显关心

送妻子：给她健康显爱心
送父母：父母长寿表孝心
送糠友：增加抵抗力倍贴心

本品选用位于巴西米拉斯吉拉州的绿蜂胶专供基地所产，富含“阿特匹

林C”的巴西绿蜂胶原料制成。所选的每批次巴西绿蜂胶原料均获得巴西公

共健康医学证书，巴西圣保罗工业联合会（RIESP）领发的巴西原产地证书。
100%巴西绿蜂胶原料，采用多重浓缩提纯工艺，绿蜂胶黄酮含量高达7.1%

天然巴西绿蜂胶，今天只卖9.9元
防治糖尿病并发症、降脂降压护心脑、提高胃肠活力、中老年提高免疫力、改善女性手脚冰凉、调经抗衰老

阿根廷丛林深处，挖出纳粹“黑暗秘密”
在阿根廷丛林深处，考

古学家丹尼尔·沙韦尔宗近
期发现几栋废弃石楼，认为
其为纳粹高官二战后的藏
身地点。

随着团队挖掘出一个
被侵蚀的纳粹十字标志、印
有纳粹符号的德国硬币、刻
着“德国制造”的瓷制盘子
碎片，沙韦尔宗 23日说，这
些纳粹藏身所内可能藏着
更多“黑暗秘密”。

用 5分钟就能跑到别国
沙韦尔宗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

学城市考古学中心主任。他说，对这
片遗址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据法新
社报道，沙韦尔宗的团队已经在这
片区域挖掘研究了两周，需要更多
经费继续这项研究。

这片区域位于阿根廷北部省立

特尤夸雷公园，距离阿根廷与巴拉
圭的边界不远，离这里最近的圣伊
格纳西奥镇大约在60公里之外。

沙韦尔宗说，石楼建造日期可
以追溯至20世纪中期，而当时圣伊
格纳西奥镇还不存在，这一区域难
进易逃，可能为逃亡的纳粹高官准

备。
按照沙韦尔宗的说法，那里全

是丛林，当年没人能够到达，“这显
示了地点的神秘性”。“你用五分钟
就能到达另一个国家，跨过河，你就
身在巴拉圭了。这是具有战略性、经
过深思熟虑选定的地址，”他说。

纳粹高官似乎没必要躲
不过，纳粹高官为何需要藏身密

林，似乎有些说不通。
沙韦尔宗也承认：“他们并不需要

在丛林深处隐蔽着生活。因为他们一
度在阿根廷免受惩罚、受到保护。他们
有自己的护照，甚至用自己的真名。”

据专门追踪纳粹战犯的美国犹
太人团体西蒙·维森塔尔中心消息，
在阿根廷前总统胡安·庇隆执政时
期，数以千计德国纳粹分子、意大利
法西斯主义者、克罗地亚法西斯傀
儡政权乌斯塔沙人员逃到阿根廷。

不过，也有人认为是来自阿根
廷国外的威胁。1960年，以色列特
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发现大屠杀策
划者之一阿道夫·艾希曼的踪迹，将
其绑架到耶路撒冷受审。艾希曼最
终被当作战犯处以绞刑。 据新华社

菲律宾千金难买离婚证
离婚不合法？在中国人眼里习以为常的事情却是菲律宾人的

一大难题。3月 23日，菲律宾民调机构社会气象站发布最新报告
显示，60％的菲律宾人支持离婚合法化，与往年的支持率相比再
创新高。

离婚难
作为传统的天主教国家，菲律

宾是除了梵蒂冈以外世界上唯一
一个离婚不合法的地方。虽说结
婚时许下了忠诚的誓言，但世事
难料，离婚的因素总是存在的。为
了规避禁止离婚的条例，菲律宾
人常常通过让公诉人提出婚姻无
效来达到目的。

顾名思义，婚姻无效就是指
婚姻在一开始就不成立，条件也

比较严苛：包括任何一方在 18岁
（法定结婚年龄!之前结婚，重婚，
患有不可治愈且可通过性行为传
播的疾病或是在心理上无行为能
力"即心理或性格缺陷!。夫妻双
方可通过教会或民事诉讼来宣布
婚姻无效。
对于人们所认为的离婚常见原

因，如出轨、家庭暴力、感情破裂等，
教会和民事法庭都不会受理。

隐患大

即便符合法律，要离婚的话还
需要花上一大笔钱。

拒绝透露自己姓氏的富有女
医生米歇尔今年40岁，为了尽快
离婚，她花了 35万比索 "约合

!"""

美元!雇佣著名律师、向法官
支付“专业服务费”"即贿赂!，在

半年内成功让法庭宣布自己的婚
姻无效。

然而，对于人均GDP为2700
美元的国家来说，普通人花如此
高的代价来离婚是不现实的。因
此，拥有1亿人口的菲律宾，每年
只有1万对夫妇成功离婚。

价格高

价格低廉、英语流利、性情温
和，这是菲律宾海外劳工受追捧的
主要原因。然而，一些菲佣在海外
辛苦工作，回国之后却发现丈夫用
自己的汇款和情人花天酒地；菲律
宾海员在海外寻欢作乐，抛弃家人
的报道也常常见诸报端。

禁止离婚或者说极高的离婚
代价已成为压在一些菲律宾人心
头的大山。35岁的设计师保罗·叶

花了整整60万比索"约合
#$%&

万

美元! 聘请律师和精神病医生，证
明自己“性格消沉、有反社会倾
向”，才得以离婚。

事后，叶开玩笑说，在菲律宾
雇一个杀手也比走法律程序便宜
多了。尽管这是一句玩笑，在菲律
宾一些破案率较低的地区，离婚无
望导致买凶杀人的新闻也不乏见
诸报端。 据新华社

英今天下葬“暴君”，上万人排队“观礼”
一生谜云重重，史学界至今褒贬不一

据新华社电 英国“金雀花王
朝”最后一位国王理查三世的遗
骸失踪500多年后，2012年重被寻
回，将于本月26日在莱斯特大教
堂下葬。成千上万民众23日在这
所教堂外排成长队，期待抓住最

后几天瞻仰这位“谜般人物”的棺
木，甚至有美国人特意飞越大洋
赶来。

传闻理查三世杀害两个侄
子、即爱德华五世及其弟弟"即塔

中王子 !即位，大文豪莎士比亚也

把理查三世描述成邪恶暴君。不
过，一些学者表示，英国史学界正
在重新审视这位英王的历史地
位，认为他在推动司法领域无罪
推定原则、保释制度等方面发挥
了积极作用。

遗骸现停车场
理查三世出生于 1452年 10

月，1483年即位，1485年8月在博
斯沃思战役中败给亨利·都铎、即
后来的亨利七世而被杀，标志着金
雀花王朝的灭亡。

理查三世死时年仅 32岁，被
草草埋葬在莱斯特一家修道院。这
家修道院于 16世纪 30年代被毁

后，理查三世的遗骸不知所终。
2012年，考古人员在莱斯特

一家停车场挖掘发现了疑似理查
三世的骸骨，最终通过脱氧核糖核
酸（DNA）鉴定和历史考证，认定该
骸骨确系理查三世。

本月 22日，理查三世的遗骸
被送往莱斯特大教堂，大约3.5万

人站在街道两旁，挥舞着白玫瑰，
向这位出身约克家族的国王致意。
在15世纪玫瑰战争中，约克家族
以白玫瑰象征，兰开斯特家族以红
玫瑰象征。最终，兰开斯特家族的
亨利七世与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
联姻，结束了玫瑰战争并开启都铎
王朝。

排队瞻仰棺木
理查三世的遗骸定于 26日下

葬。大量民众 23日排队在莱斯特
大教堂外，不惜在寒冷天气里等待
4天，希望瞻仰这位国王的棺木。

在莎翁笔下，理查三世“天
生一副畸形陋相，不适于调情弄

爱……就只好打定主意以歹徒
自许”，是个邪恶阴谋家和篡位
暴君。

不过，一些历史学家表示，理
查三世虽然在位仅两年，但展现出
非凡的政治才华，而且在推动司法

领域无罪推定原则、保释制度等方
面发挥过积极作用。

按照英国编剧菲莉帕·兰利的
说法，不少人意识到，“围绕这个
男人还有许多不为人所知的东
西”。 据新华社

法“禽兽”校长涉性侵学生
法国检察机构24日证实，该国

东南部一所小学的校长已承认在工
作场所诱骗并性侵至少两名学生。

这名没有公开姓名的校长现
年45岁，是一名父亲，去年下半年
受雇出任里昂市附近一个小镇的
小学校长。

按照调查人员说法，去年12
月至今年3月期间，他涉嫌将至少
两名年仅6岁的学生诱骗到一处
工作地点，对他们蒙住双眼，实施
性侵。这两名学生后来对家长提及
在学校的遭遇，引起执法部门警
觉，案件由此曝光。

依据法国法律，针对儿童的性
侵行为视作强奸。
这名校长最初否认上述不法行

为。不过，调查人员23日在对他住所

的搜查中发现含有儿童色情内容的
材料，促使嫌疑人供认犯罪事实。
负责此案的检察官马蒂厄·布雷

特说，迄今已有9名被这个嫌疑人教
过的学生向警方提出相关控诉。

性侵案曝光后，媒体挖出更多
有关这名嫌疑人的背景，发现他曾
于2008年因持有儿童色情材料被
定罪，获判6个月监禁，缓期执行，
并被要求接受特别治疗。
然而，拥有这样前科的人却没能

进入教育部门的黑名单，顺利通过学
校面试和背景核查，从事与儿童密切
相关的工作，令法国社会震惊。

法国教育部24日宣布成立一
个内部调查小组，调查这名嫌疑人
如何得到雇用，并确定是否还有其
他受害儿童。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石楼墙上的秘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