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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星岛日报"报道#随着生
物柴油市场价值大增# 越来越多窃贼
瞄准厨房废弃的烹饪油下手# 偷走转
售从中获利# 这种新型犯罪正迅速滋
长#规模不断扩大#已成餐馆烹饪油回
收行业一大心病$而华盛顿警方称#两
名华裔男子最近就因盗窃餐馆废油在
维珍尼亚州阿灵顿县被捕$

!华盛顿邮报"!"日报道# 现年#$

岁%来自华盛顿%&'( )*++的郑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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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岁%来自纽约的陆明刚被控重
大盗窃罪%企图销赃罪%持有盗窃工具
和破坏他人财产罪$

专门收购餐馆废油的/011(+*234

5*'671+8公司去年9月首次联系警方#

公司怀疑窃油行为早在去年#月就开
始了#至少有"家供油餐馆被盗$

:;月<日#警方看见两名男子闯入
5=++84'( >'??'( @=++购物中心# 企图
偷走里面存储的废油# 然后再将废油
过滤成清洁生物柴油出售$ 生物柴油
可替代石油提取的柴油# 用于任何柴
油引擎$ 厨房废油还能被转化成动物
饲料#利润更高$许多收油公司在提货
时#才发现餐馆废油被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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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北部马塔莫罗斯市的一所
监狱内:A日发生囚犯群体斗殴事件#导
致B;人死亡#:B人受伤$

据报道# 斗殴因两名囚犯的口角
引发# 事态迅速扩大# 发展为集体斗
殴#当局随后调遣警察进入监狱内#恢
复秩序$然而#斗殴已造成B;名囚犯丧
命#:B人受伤$

据介绍# 马塔莫罗斯位于与美国
毗邻的塔毛利帕斯州# 这里的贩毒集
团经常为争夺进入美国的贩毒渠道发
生血腥争斗# 在不同贩毒集团的成员
入狱后# 他们会在监狱内发生肢体冲
突$ 相关监狱也常有囚犯越狱$

去年共有C";名囚犯从当地及附近
数所监狱出逃#期间还传出消息#有狱
警收受贿赂后#帮助囚犯出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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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华盛顿时报"日前报道#

奥巴马政府近期知会美国国会#称计
划放宽对D)E$;&黑鹰'直升机以及
其他可能包括>E:C;运输机甚至FE

:$战机在内的武器的海外销售控制#

销售对象包括中国$

有美国专家认为#中国军方可间
接从美国放宽售武限制中获益(多年
来#中国一直希望可以再购买D)E$;

&黑鹰'直升机及其配件#以升级中国

目前的&黑鹰'直升机 ,西科斯基GE

<;# 即美国售给中国的商业变形版
&黑鹰'直升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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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透露该消息的国会工作
人员称#放宽对FE:$战机的外销控制
也在考虑之中$

奥巴马政府早在今年.月份就
提出了对售武限制的改革$ 根据改
革#两份外销清单已逐渐成形#其中
一份是此前被严格管制的军需品#另
一份则包括了可军民两用的设备$售
武心切的奥巴马政府甚至叫停情报
部门就这一计划展开全面的安全影
响评估$

奥巴马政府的考虑在国内引发
担忧$ 美国专家雷克)费舍则大力反
对奥巴马政府放宽军售#并督促白宫
向欧洲直升机公司施压#阻止后者向
中国出售高科技直升机技术$

TUVWXYZ#[\$]^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陶文钊认为#在全球经济不景气的今

天# 美国的很多出口市场在萎缩#只
有对华出口市场增长最快$

中国对美高新技术有需要#美国
若放宽对华武器出口限制#预计其对
华高科技产品出口就可达$;;多亿美
元# 这不仅有利于美国扩大出口#增
加就业#还有利于解决中美贸易不平
衡#可实现中美互利双赢$

陶文钊同时分析#D)E$;&黑鹰'是
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研制的直升机#>E

:C;也是一种几十年的老机型# 它们的
技术作用和政治象征意义都很有限#而
美国对华出口FE:$战机的可能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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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广新闻网':$日报道#美
国一名男子含冤入狱B$年#获得昭
雪出狱后#圆梦举行了他生平第一
场专业拳击赛#不仅获得美国总统
奥巴马亲自打电话加油#最终还赢
得了拳赛$

据悉 # 今年 AB岁的波齐拉
,H1I1J 5'K1++=-在:9.C年被判谋杀
罪入狱# 他被关押在纽约州监狱$

遭关押期间# 他刻苦练习拳击#曾
获得监狱拳赛冠军#同时他还自修
获得两个大学学位$

B;;9年# 在两名年轻的纽约
律师协助下#波齐拉获翻案#律师
&抽丝剥茧'审查证据#发现当年多
名证人在说谎# 最后有:人承认是
自己犯下谋杀罪#于是波齐拉终于
重获清白$

出狱后# 波齐拉一直想要打一
场职业拳击赛#他的梦想被绰号&金
童'的冠军拳击手德拉赫亚知道后#

同意协助他# 让他在洛杉矶举行的
冠军拳击赛前#打一场赛前赛$

AB岁的波齐拉于是迎战C;岁%

曾赢得世界冠军的霍普金斯$ 赛
前#美国总统奥巴马特别打电话给
他#祝他幸运获胜$ 而当裁判在终
场宣布波齐拉获胜时#全场观众起

立#为他鼓掌欢呼$

波齐拉表示#他计划返回纽约
州老家# 经营一家拳击体育馆#并
希望教导青少年#以免孩子们在街
头打架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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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美国两名作者经过十年
研究后发表观点称# 当年荷兰画家
梵高并非是开枪自杀# 而是遭人误
杀$ 美国两名作者纳菲,L=*613-和史
密斯,/012'0J M3*41 G?*43-专门写艺
术家的传记#还得过普立策奖$

对于后印象派著名画家梵高的
死亡故事# 以往观点是长期患有精
神疾病的梵高自己拿起一把左轮手
枪# 对准自己胸膛开了一枪$ 开枪
后#他又有了求生的意愿#于是行走
:NA公里求救$然而#经过B天救治#梵
高没能被救活$

现在#这两名传记作者认为#梵
高当时在精神病院内#不可能有枪$

即使有枪# 他打伤自己后也无法走
那么远的崎岖不平的小路去求救$

两人查看多封梵高家人的信件
以后认定# 梵高是被别人误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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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

日报道#美国一名$A岁男子上周在

波士顿医院接受罕见的双手移植
手术#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恢复双手
活动能力#甚至与孙子一起玩球$

据报道#理查)曼基诺,O*P3=0Q

@=(2*('-在B;;B年感染败血症后#

失去肘部以下的手臂及小腿$布里
格姆妇科医院的";人医疗小组在
进行:B小时的手术后#成功为他接
上一名捐献者的双手$移植手术涉
及连接皮肤%肌腱%韧带%骨骼和血
管等精细程序$

医生表示# 手术非常成功#曼
基诺在手术结束几天后即可移动
手指#预计再过六到九个月#他的
双手就能感知触觉#在接受物理治
疗后将能够学习利用双手抓起或
捡拾东西$

曼基诺表示#非常感激捐献者
及其家属$他也对能够重新过正常

生活感到兴奋#最开心的就是能和
孙子一起玩$

自长孙特雷弗出世后#曼基诺
就一直祈祷奇迹的出现#让他重新
拥有触觉#以触摸孙子们小小的脸
孔和头发#以及和他们一起玩球$

他说*&今天#奇迹出现了$ 我
一辈子都深深感激$ '

布里格姆妇科医院 ,50*23=?

=(Q M'?1(+8 )'8R*4=+-是哈佛大学
医学院的附属教学医院$今年C月#

这家医院成功为一名BA岁男子进
行全脸移植手术而名噪一时$

据报道#当时#由C;多个外科
医生%护士%麻醉师和医生组成的
团队#历经:A小时#为威恩斯移植
了鼻子%嘴唇%皮肤%肌肉和神经组
织$这也是美国完成的首例全脸移
植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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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英国广播公司记录片!冰
冻星球"向人们展示了一系列令人惊
艳的极地生活景象#摄制组成员们耗
费数年时间在南北两极拍摄自然世
界#其中包括一只雄性北极熊为争夺
交配权#击退:;名&情敌'#负伤累累
却最终&抱得美人归'的有趣照片$

据报道#英国广播公司!冰冻星
球" 纪录片摄制组的人员经过将近A

年时间#使用高科技摄像设备#在两
极这个鲜为人知的寒冷世界#拍摄到
了大量引人入胜的景象$ 据悉#他们
使用的摄像机可以在前所未有的低
温环境下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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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电:A日报道# 英国德比郡
,H10SJ83*01-的桑顿,T3'0(4'(8-糖果厂
近日制作出一块重量接近$吨的巧
克力#改写世界纪录$

为了庆祝建厂百年# 桑顿糖果
厂特别制作了这一超大巧克力块$

这块巧克力&巨无霸'#是用特别订
做的大模具铸造的#A;名工人花了
:;个小时# 才把模具内灌满巧克力
糖浆$ 然后#大家花了C天时间等待
巧克力完全冷却下来$

完成后的巧克力块长宽都是"

米#重约AN<9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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