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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日
发生一起城铁列车出轨事故! 目前已
造成至少$%人死亡! 近&%%人受伤!酿
成了近年来阿根廷最严重的铁路交通
事故" 根据记者了解的情况!有当地华
人在事故中受伤"

234567 895:

阿根廷交通国务秘书斯基亚维在
出事车站告诉记者!列车进站时过快!

以每小时'%公里的速度冲入站台末
端!导致机车前端损毁!后面几节车厢
相互挤撞! 其中一节撞入相邻车厢大
约(米"

受损最严重的是第一节车厢!主
要负责运送乘客的自行车" 斯基亚维
说#$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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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在上下班高峰期!类似
列车载客量大约为)%%%人% 目前尚不
清楚事发列车当时搭载多少乘客%

斯基亚维说!许多人受伤!其中不
少伤势严重!身体多处骨折'擦伤" 他
说#(还有人困在车里! 他们还活着
)*我们不清楚是否有死者压埋在挤
撞车厢内% 列车满载乘客!*出轨事件+

影响巨大% &

一些乘客回忆! 列车行进时!车
厢过道挤满了人! 列车出事故后!许
多人相互冲撞倒地!不少人被玻璃或
金属碎碴儿扎伤% 当地电视台画面显
示!直升机和十多辆救护车已赶往现
场施救%

当地官员''日晚间声明!此次事
故已造成$,人死亡! 包括一名儿童%

至少有(&$人受伤!其中约),,人伤势
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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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驻阿根廷大使馆))日证实!

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当天发
生的城铁列车出轨事故中有#名华人
受伤%

此次事故发生的第--区是阿根廷
华商相对集中的地区% 事故发生后!中
国驻阿根廷使馆高度重视! 立刻启动
领事保护应急机制! 第一时间派领事
部官员前往现场了解情况! 并通过当
地侨团收集关于华人华侨在事故中受
伤的信息%

得知.名华人受伤的消息后!领事
部主任张琳立刻带领使馆官员前往医
院探望!了解他们的情况!并提供力所
能及的帮助%

张琳介绍说! 其中两位华人伤者

因为伤势较轻! 在医院接受简单治疗
后就出院了% 现年'/岁的孙先生受到
比较严重的挤压! 因此需要继续留院
观察% 目前救援工作已经结束!还没有
华人华侨死亡的报告% 使馆将继续关
注事故的相关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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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亚维告诉媒体记者#(我们认
为!应该是刹车出现了故障% &

出事列车所属的 (萨缅托& 线
路工会主席鲁文告诉阿根廷网络电
台记者! 列车司机已经被送往医院
接受治疗! 工会成员还没能与司机
交谈% 他说# (出事列车昨天才出
厂! 刹车装置运转良好% 我们现在
知道的是! 行驶至先前几站时! 列
车能正常刹车% 我现在不想对事件

原因妄加猜测%&

在出轨事故发生后! 阿根廷政府
取消了正在进行的狂欢节活动% 总统
克里斯蒂娜也临时取消了有关马岛问
题的新闻发布会% 阿根廷政府当天宣
布全国哀悼两天!悼念遇难者% 阿司法
和铁路部门正在对事故原因展开调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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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分析人士指出! 近年来阿根
廷铁路系统频繁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主要原因之一是投资不足造成铁路系
统基础设施和设备严重老化! 铁路'

机车' 通讯和安全等系统设备既缺乏
必要的维护! 又无法及时更新% 目前
阿根廷铁路系统的许多信号设备十分
老旧! 运行效率低! 而且整个系统很

不稳定%

阿根廷铁路部门官员埃德加多+
雷诺索说! 阿根廷政府为了维持公共
交通系统的低票价! 动用公共财政资
金进行大量补贴! 承包和经营铁路的
企业虽然因此获得了可观' 稳定的收
入! 但这种 (旱涝保收& 的局面使承
包商没有动力进行大规模更新投资"

与此同时! 阿根廷在铁路建设中存在
着资金浪费和内幕交易等现象! 又使
有限的投资效果大打折扣! 造成客运
需求增加与铁路系统运力不足之间的
矛盾日益突出! 交通安全隐患与日俱
增"

此外! 阿根廷首都和附近地区铁
路与公路交叉道口很多! 造成火车和
汽车相撞事故经常发生" 当地民众多
次呼吁政府采取挖隧道的方式减少铁
路与公路的平面相交! 但相关基础设
施建设进展十分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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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军方'0日宣布!打算本周
内把美方打捞的沉船宝藏归还西班
牙! 结束这场持续近$年的归属纠
纷"本月美国最高法院维持原判!勒
令美国奥德赛公司将其打捞的价值
$亿美元金银币归还西班牙"

按照美方说法!西班牙打算派

两架1,0#,型(大力神&式运输机
执行转运任务%

美国奥德赛海洋勘探公司
),,&年$月宣布!在大西洋深海一
艘代号为(黑天鹅&的沉船上发现
大约0&吨金银钱币% 这家企业以
防止偷盗为由没有公开沉船具体

位置! 说发现宝藏的海域属于公
海'宝藏应归发现者所有!随后把
近(,万枚钱币和其他物品空运至
美国%

西班牙政府坚称宝藏属于西
班牙海军护卫舰'大型帆船(梅塞
德斯&号% (梅塞德斯&号02,/年从
美洲回国!在西班牙附近海域遭英
国军舰击沉!因此船上珍宝应属于
西班牙所有%

西班牙政府随后向美国法院
起诉奥德赛公司!称西班牙从未放
弃沉船和船上物品的所有权!要求
奥德赛归还宝藏%

西班牙文化部部长何塞+沃特
也兴奋地表示对判决十分满意!这
意味着西班牙财产将回归祖国%

美国一家地区联邦法院",,3

年裁定!宝藏属西班牙所有!奥德
赛需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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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洪磊".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国同
马来西亚一家合资企业负责人在南
苏丹遭驱逐回答了记者提问!表示希
望有关各方加强沟通和协商!消弭误
解!以利于长期合作%

他说!中国同南苏丹的务实合作
建立在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基础之
上!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
处% (我们希望有关各方加强沟通和
协商!消弭误解!以利于长期合作% &

据外国媒体""日报道! 近日有
消息称! 美国网络零售商亚马逊公
司在其日文网上出售鲸鱼肉! 这立
刻招来各方批评% 亚马逊公司迫于
压力已经停止销售鲸鱼肉%

非营利性野生生物保护组织
(环境调查机构&称!亚马逊公司曾
明文规定! 禁止销售未经许可或者
非法的野生动物制品! 包括濒危动
物制品% 但(环境调查机构&去年0"

月调查发现! 亚马逊日文网上正在
出售0/&种鲸鱼制品!其中一些鲸鱼
已经被列入濒危物种名单%

""日早些时候! 用日文在该网
站上搜索! 仍然能找到数十种鲸鱼
制品% 不过!(环境调查机构&的调查
报告公布几个小时后! 那些商品已
经搜索不到了%

这份调查报告是 (环境调查机
构&和美国国际人道对待动物协会共
同完成的% ",00年!调查人员从亚马
逊日文网上购买了2种鲸鱼产品!包
括鲸鱼鲜肉'肉干'熏肉等%

!B$#

$���%mn

����|�

CDEFG-EF

HIJ8-KLMN

英国苏富比拍卖行定于$月"日在
美国纽约拍卖蒙克的名作 -呐喊.!估
计成交价至少2,,,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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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 阿富汗总统府".

日说!美国总统奥巴马当天致信阿
富汗总统卡尔扎伊!就发生在驻阿
美军基地的焚烧古兰经事件表示
道歉%

声明说!美国驻阿富汗大使赖
恩+克罗克当天向卡尔扎伊转交了
奥巴马的一封信% 奥巴马在信中
说#(我希望就被报道的这起事件
表达深切的遗憾!并向您和阿富汗

人民表达我诚挚的歉意% &他表示
将采取措施!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
生% 他还表示将彻查此事!对有关
人员进行惩处%

据媒体披露!驻扎在阿富汗巴
格拉姆空军基地的国际安全援助
部队人员焚烧了大量包括古兰经
在内的伊斯兰宗教书籍!此事在阿
富汗国内引起轩然大波% 从"0日
起!阿富汗全国多个城市爆发了针

对这一事件的抗议示威活动!数千
名示威者焚烧轮胎' 高呼反美口
号!并封锁了连接喀布尔和贾拉拉
巴德的公路%

事件发生后!北约驻阿国际安
全援助部队司令约翰+艾伦曾在"0

日对此事表示道歉!美国国防部长
帕内塔和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也
先后表示道歉!但仍然无法平息阿
富汗民众的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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