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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美国白宫服侍了五任总统
的前糕点师罗兰!梅尼耶日前爆料
称"出于安全考虑"所有送给第一家
庭的食品礼物最终都要被销毁"最亲
密朋友送的也不例外#已经从白宫退
休的这位前糕点师还大胆 $消费%自
己的老板们"比如吃素之前的克林顿
食量如牛"一天吃掉$块猪扒"还因为
吃不到草莓蛋糕大发雷霆#

来自法国的糕点师罗兰!梅尼耶
是在%&'(年"被当时的第一夫人罗瑟
琳!卡特召入白宫的" 此后一直侍候
了)任总统"历时*)年#这位友善的主

厨从卡特总统时期开始为白宫效力"

直到乔治!+!布什第二个任期开始
才离开白宫# 如今"已经告别白宫的
梅尼耶终于可以大胆地$消费%自己
的老板们&大曝总统厨房的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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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尼耶在演讲中说"$你们可能
不知道"出于安全原因"所有赠送给
第一家庭的食物" 即使是好朋友送
的"最终都会被销毁# %他回忆称"有
一回"在造访华盛顿之后不久"前苏
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给白宫送了一

大包礼物#当天"厨房里只有他和另一
名厨师当值#在检查之后"白宫的工作
人员把戈尔巴乔夫的礼物送到了厨
房"并命令他们处理掉#两个人好奇地
打开包裹之后" 发现里边是两大听俄
罗斯鱼子酱# 梅尼耶称"$我看着鱼子
酱"又看看另一名厨师"然后跟他说"

'伙计"我不知道你怎么想# 我是打算
为了这个鱼子酱死上一回了# 我带一
罐回家"你带另一罐# %两人就这样偷
偷地把总统的礼物私带出宫#

梅尼耶透露"有些总统不一定会
遵照他的建议进餐" 例如比尔!克林
顿总统本来对乳制品&巧克力和面粉
过敏" 但有时它还是会想吃这些食
物#梅尼耶记得有一次为克林顿总统
特别制作了适合他吃的蛋糕"结果总
统指着巧克力蛋糕说"$不"不"我要
吃那一块# 我是美国总统"所以请把
那一块递给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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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 芭芭拉!布什是一个经常
大吼大叫的人"最喜欢吃炸到要糊的
鱼# %&'%年"南希!里根来到白宫"让
厨师们都很担心会失掉工作#因为南
希是很出名的不好糊弄# 而梅尼耶
说"他立刻意识到"以后的做事方式
都要改成南希式的#他说"$别提什么
表扬"只要她不抱怨"就是最好的表
扬# %不过梅尼耶说南希是个完美主
义者"他很喜欢#

梅尼耶说"有一年&月"南希风风
火火地亲自指挥工作人员布置玫瑰
园"一边严格命令他"千万不能让里
根总统吃巧克力# 可是"南希前脚刚
出去"里根就开始大吃大喝"除了牛
排"还有一大碗巧克力奶油冻# 梅尼
耶说"$里根是个快乐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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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尼耶还曝称"美国前总统克林
顿在任'年间非常馋嘴" 食欲异常旺
盛"有时一天要吃$块猪扒"还有一次
吃了半个草莓蛋糕#每次厨师们都要
准备好充足的分量" 以应付他的需
要# 由于克林顿对面粉和朱古力敏
感"作为甜品厨师"梅尼耶觉得十分
难做# 他记得有一晚"他做了一个草
莓蛋糕" 结果克林顿独自吃了半个"

希拉里和切尔西一口没吃#

翌日早上"克林顿还想吃草莓蛋
糕# 但梅尼耶指蛋糕不见了"到处找
不到#克林顿当时大发雷霆"大叫$我
要我该死的蛋糕( %对于蛋糕不翼而
飞" 梅尼耶当时知道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副总统戈尔把它吃掉了#

梅尼耶很高兴地说"克林顿喜欢
吃他做的素食#克林顿有一次说"$我
喜欢那些蔬菜&水果&豆角和所有我
在吃的东西#就像邮轮在撞上冰山前
会扭转方向"但是我想我正在再次扭
转方向# %

克林顿家族有心脏病史"他在白
宫时由于工作时间较长"又喜欢吃大
量的高脂肪食物"比如甜甜圈&汉堡
和牛排"因此对健康带来影响# *((,

年他动了一个心脏手术"之后他需要
改变饮食习惯"减少胆固醇摄入# 后
来" 他的饮食结构发生了更大的改
变"成为了一个素食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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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罗瑟琳是他的白宫指路人"

可是梅尼耶并没有口下 $留情%# 他
说"这位夫人坚持要把自己的私家食
谱加到白宫食谱上# 梅尼耶说"这个
私家食谱$非常不敢恭维"是用法国
的门斯特干酷& 英国的切达干酪"再
加上最粘的奶酪&洋葱&刺山柑"草莓
酱等调制而成# 虽为机密"却一定不
会有人想去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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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枚%-&.年铸造的一枚硬
币日前在佛罗里达州的展览及拍卖
会上"以%#'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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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被匿名买家拍下"创下美国硬币
有史以来最高的拍卖成交价#

这枚硬币之所以天价售出是因
为其稀有且状况极佳# 硬币上的字
母& 自由女神像的脸部和背面的花
环都没有磨损#

这枚硬币被称作$链币%"硬币
的一面印有象征当时美国%#州的链
型图案" 另一面则印有自由女神侧
面象# 当时$链币%面世后"其链型图
案被指象征奴隶制度" 因此过后都
改为花环图案"这也造成现存的$链
币%极为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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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广播公司%月&日报道"一
名据称年仅%&岁的沙特黑客上周在
网上公布了几千个以色列信用卡账
号和持卡者的个人信息#这名黑客自
称奥克斯!奥马尔" 他声称手中有一
百万个账户信息"并计划公布这些细
节# 据报道"他来自沙特阿拉伯一个
有组织的网络团伙"此次是通过一些
消费网站获取了信用卡账号信息#

以色列数据保护部门称这是一起
网络犯罪案件" 以一些商业网站为目
标以色列方面称将像处理恐怖袭击一
样对待此类网络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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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 )每日邮报*-日报道"英
国一男子发明了一款可让宝宝安睡
的应用程序#

##岁的尼菲尔德常被%岁的双胞
胎女儿吵得睡不着"但他发现"某些
令人放松的声音可以令她们打呵欠"

很快入睡# 他开始把海浪声&雨滴在
车顶的声音"以及猫咪满足时发出的
声音录下来" 每当女儿醒过来吵闹
时"便播出其中一款声音"果然发现
她们都很快再入睡#

他最终把这些能催眠宝宝的声

音制作成%$极简声音环境%的应用程
式" 专供用户下载到手机和电脑里"

用来安抚小孩入睡"全球父母皆可下
载使用#这也让尼菲尔德一年内赚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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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方不久前在阿富汗多次
试飞了一种新型无人驾驶直升机"

以期提升向偏远位置运送物资的能
力" 减少路边炸弹和地雷对其造成
的伤亡#

美军驻阿富汗军官凯尔!奥康纳
对当地媒体说"自上月以来"由%$名
技术人员和'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组成
的测试小组已经对两架 $卡曼1!

2!3%无人驾驶直升机进行了*(次试
飞" 向军事基地运送货物近%'吨"相
关测试将持续$个月#

据介绍"这种新型无人机装载的
电脑中载入了任务内容"通过自动驾
驶仪控制飞行#

奥康纳说"地雷和路边炸弹等简
易爆炸装置使车辆运输安全难以保
障"新型无人驾驶直升机则可以躲避
这类危险#

美军方人士说"这是美军首次将
无人机专门用于物资运输#测试结束
后"美军方将决定是否让这种新型无
人机承担常规运输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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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加坡 )联合早报*&日报道"

经过去年.月的地震& 海啸和核灾害
后"同居与离婚率偏高的日本人正力
求婚姻$正常化%#不仅有越来越多同
居男女决定携手走上红地毯"搞婚外
情的日本人也在一夜间被震醒"感受
到家才是最安全的避风港#

朝日新闻的月刊)!45!*日前通
过网络调查"了解到大多数日本的婚

外情者在地震中所拨打的第一通电
话&发的第一个手机简讯"是给明娶
正嫁的配偶"而非情人#

调查也指出"那场强震还把一些
同有妇之夫有染的地下情人$震醒%"

其调查数据显示" 她们之中只有-6

觉得"对方在地震中把自己看得比妻
子重要#

该杂志刊登一名有婚外情的..

岁女性的告白信-$.月%%日下午*点
,$分"我在工作的大楼里遇到至今感
受最强的地震#)分钟后"接到的第一
个电邮是丈夫的# 很想给他回讯"但
电话怎么打也打不通#步行了五个小
时回到家"看到了他眼泪直流..这
次地震让我觉悟到"一场没结果的婚
外情不保险"家才是最好的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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