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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新社!#日报道! 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 "$%&# 前总裁斯特劳斯$卡
恩被指控卷入一个组织卖淫团伙!

为高层人士买春牵线搭桥% 卡恩在
缴纳'"万欧元后获保释! 离开时用
车内挡板遮脸%

卡恩!天前被法国里尔的地方
法官传唤! 可能被判!"年监禁% 他
的律师称其否认有罪! 并不知道他
遇到的女性是妓女! 将就此指控提
起上诉%

法国警方去年("月开始调查一
个在巴黎& 华盛顿& 马德里等地组
织性派对的犯罪团伙% 调查过程
中! 卡恩的名字浮出水面% 在法
国! 付钱召妓不违法! 但如果从卖
淫中受益或挪用企业资金支付嫖资
便可遭指控%

这起案件中! )人已遭逮捕!

包括商人帕什科夫斯基和罗凯两人
与卡恩关系密切% 调查人员需要弄
清楚! 卡恩是否知道派对中一些女
子是妓女! 派对资金是否出自这两
名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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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广播公司&美联社等!#日
报道! 匈牙利男子加伯尔$拉孔克扎
伊去年(!月!(日从葡萄牙南部的拉
各斯市出发!孤身划着一条'骑士(号
单桨小艇横越大西洋!于本月!*日抵
达加勒比海的安提瓜岛!成为完成这
项壮举的全球第一人!创造了吉尼斯
世界纪录% 据悉!拉孔克扎伊的冒险
之旅经历了千难万险!中途还曾两度
翻船!全程整整耗时#+天!其中有近
*,天的时间与完全失去联系%得知拉
孔克扎伊活着并且顺利达到目的地
的消息后!其远在匈牙利国内的妻子
欣喜若狂!立即飞往安提瓜岛!准备
将丈夫接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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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现年-"岁的匈牙利男子
加伯尔$拉孔克扎伊是位建筑设计
师% !"")年!他与妻子维克托莉娅共
同划着一条小艇横越大西洋!轰动一
时% 此后!他冒出一个更为大胆刺激
的想法***一个人划船横越大西洋%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很想知道一
个人在海洋中航行的滋味%这是我童
年时代的梦想% (为了这次冒险!他为
自己量身定做了一条#.*米长的单桨
小艇!并为其取名为'/0123("匈牙利
语中'骑士(的意思+号%

去年(!月!(日!他从葡萄牙南部
阿尔加维地区的海滨小城拉各斯出
发!由此展开冒险之旅% 由于海上波
涛汹涌!'骑士(号先后两次倾覆% 经
过拉孔克扎伊的奋力抢救!小艇虽然

被重新扶正了!但是艇上的通讯设备
却遭到严重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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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年!月+日后的近*,天时间
里!拉孔克扎伊便一直与家人失去了
联系!而他的博客再也从此再也没有
更新但是妻子维克托莉娅却坚信!拉
孔克扎伊一定会平安无事!因为凭借
他的勇敢和智慧!无论遇上什么样的
困难都可以逢凶化吉%

由于拉孔克扎伊的小艇上没有
安装卫星定位系统! 因此维克托莉
娅只能每天在其博客上留言! 猜测
丈夫所处的可能方位以及当日的天
气状况%

事实上!自从神秘'失踪(之后!

拉孔克扎伊在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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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几天!稍事休息和补给!终于在本

月!*日抵达加勒比海的安提瓜岛
"4510678+% 至此!'失踪(了近*,天的
他成功地完成孤身横越大西洋的壮
举!全程整整耗时#+天!比原订计划
提前了-周时间%

STUVWXY!

据了解! 拉孔克扎伊在航行途
中!有好心的航海者通过船上的雷达
发现了他的行踪! 然后放慢了航速!

甚至掉转了船头!准备将其'营救(%

然而由于 '骑士( 号的高度不超过'

米!却时常被约'!英尺"约-.++米+高
的巨浪所包围!导致'救援者(几乎看
不见拉孔克扎伊的身影!最后放弃了
'救援计划(%

所幸的是!拉孔克扎伊历经千难
万阻!最终平安抵达了目的地% 当这
些天来一直为他牵肠挂肚的妻子维
克托莉娅获悉这一喜讯后!当场欣喜

若狂! 并立即向外界宣布了这一消
息% 目前!她已经动身前往加勒比海
迎接丈夫!他们将于本周末返回匈牙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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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孔克扎伊在安提瓜南部的纳
尔逊港接受媒体电话采访时表示!

'就在出发前的最后一分钟! 供应商
提高了要价% 但是我意已决!不可能
因此而推迟行程,,抵达目的地时!

我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我的家人终
于可以知道我平安无事了%这么多天
以来!对亲人的思念成为我挨过孤独
和煎熬的精神支撑% (

目前!'国际海洋划船协会(已认
定拉孔克扎伊是完成孤身划船横越
大西洋壮举的全球第一人!同时确认
他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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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佳丽詹娜$塔拉茨科娃美
艳动人! 以大热姿态打入加拿大环
球小姐决赛后! 却在比赛前夕被揭
发原来是变性人! 而非 '真女人(!

因此被主办机构剥夺参选资格% 事
件激起民众不满! 认为属歧视! 要
求恢复塔拉茨科娃的参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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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媒体!*日报道!!-岁的塔拉
茨科娃身高'.)*米!金发碧眼!身材
姣好!举手投足均女人味十足!成为
加拿大环球小姐比赛+*名候选佳丽
之一% 不过!塔拉茨科娃报名初时填

写出生性别是女性!但遭主办机构质
疑!她其后坦承天生是男儿身!后来
变性为女人%

虽然主办机构也认为她是个
'真正的女孩(! 不过根据赛规每位
参赛者必须是位 '自然而生的女
性(! 因此裁定她违规而取消其参赛
资格% 加拿大环球小姐的老板是美
国地产大亨& 真人秀 -飞黄腾达.

节目 '大佬( 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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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支持民众都为塔拉茨科娃
抱不平!有人在选美比赛的'脸谱(专

页留言/'告诉我们她到底哪里不符
合规定0 简直是歧视% (

而根据塔拉茨科娃解释! 她9岁
时已认定自己是女孩!'9岁开始接受
荷尔蒙治疗!至':岁进行变性手术彻
底变身女人%她更说/'我一直视自己
是个女人% (她表示会与律师商讨后
再响应被踢出局一事%

塔拉茨科娃是选美赛事的 '常
客(! 曾参加过环球小姐和环球变性
人选美大赛% !,'!年!塔拉茨科娃凭
借人工美貌!参加环球变性人选美大
赛!进入了最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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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报道! 美国第一夫人米
歇尔$奥巴马!+日在白宫花园举办
年度春季种植活动!来自纽约&宾夕
法尼亚和北卡罗来纳的青少年们当
天和米歇尔一起种下了土豆&菠菜&

西兰花&洋葱等蔬菜%

种菜计划是米歇尔 '让我们动
起来(倡议的一部分% 米歇尔当天身
着珊瑚色;恤& 黑色开衫和九分裤!

脚踏胶底鞋!颇有田间耕作的派头%

米歇尔解释道花园种菜活动和其倡
议的联系! 她说/'蔬菜和水果是每
天健康饮食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

'自己种植的蔬果味道上佳!要
比从超市买的质量好很多%我的女儿
也在种植蔬菜!她们现在虽然没有太
大兴趣!但一旦她们开始帮忙!会越
来越感兴趣的%我发现这和今天来种
菜的孩子们一样%(米歇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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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 法国南部布里尼奥勒
市区!为了抗议政府引入狼群控制羊
群数量!保持生态平衡!当地居民赶
着自家的绵羊和山羊来到农业集市
上!一时间造成交通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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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吸引更多年轻人投身到保
家卫国的行列中! 俄罗斯国防部近
日决定满足军官& 合同兵上网和看
有线电视的需求! 他们甚至可以浏
览色情站&观看收费成人电视节目%

俄罗斯 -消息报.!+日报道称!

俄'地区间有线电视传输(公司近日
在国防部举行的铺设军营有线电视
和网络招标中胜出% 该公司代表表
示!根据国防部要求!他们将不会对
军人关闭网络中的成人网站% 另外!

军官还可以自己开通付费的色情电
视频道%

对于不对网络实施限制的问
题!俄罗斯军方表示!军人可能不会
有时间去观看成人节目% 俄国防部
一位相关人士称/'我们已经在第!,

集团军等一些部队进行了相关试
验!通过调查发现!军人上网大多是
与亲友进行网络聊天! 几乎没有多
余时间浏览色情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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