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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德国前国防部长古腾贝格去年
因涉嫌论文抄袭而黯然辞职之后!匈
牙利又爆出了总统施米特"帕尔的博
士论文涉嫌抄袭的消息# 匈牙利泽梅
尔魏斯大学#月"$日公布了调查结果!

指出论文的部分内容确实与其他学者
的文章相同# 施米特获取博士学位的
程序尽管存在缺陷! 但形式上符合当
时匈牙利体育大学 $现为泽梅尔魏斯
大学体育学院%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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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月初!匈牙利一家名叫&世
界经济一周'的网站刊登文章!怀疑施
米特总统的博士论文有抄袭嫌疑# 文
章说!施米特的博士论文&新时期奥运
会比赛项目分析'共"%&页!而其中的
%'(页几乎是逐字逐句翻译和抄袭自
保加利亚体育专家尼古拉"格奥尔基
耶夫%)'$年用法语写的论文# 不久!另
一家网站也刊文指出! 总统论文除了

抄袭格奥尔基耶夫的论文! 还抄袭了
一位名叫克劳斯"海涅曼的德国学者
的文章#

不过!施米特否认他的(论文是剽
窃的)#匈牙利总统府发表的声明说!施
米特认识格奥尔基耶夫!两人都曾是国
际奥委会委员!曾一道研究过相同的课
题!两人的论文都参考了国际奥委会的
会议记录以及其执行委员会的有关文
件!根本不存在剽窃问题#随后!授予施
米特博士学位的原匈牙利体育大学*现
在的泽梅尔魏斯大学体育学院表示!已
经成立了一个&人调查委员会! 就施米
特的博士论文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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泽梅尔魏斯大学在网站上公布了
该校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 指出在
施米特%))*年的博士论文中! 第#+页
至&(页与德国学者克劳斯"海涅曼的
一篇文章相同!另有%'(页的内容与保

加利亚体育专家尼古拉"格奥尔基耶
夫的论文部分一致#

调查委员会说!施米特的论文有大
量内容来自外文翻译!文中对引用内容
没有标明!也没有做脚注和尾注# 委员
会已将调查报告提交国家资源部长#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调查报告在
很大程度上证实了此前媒体对施米特
论文抄袭的指责! 但报告中没有使用
(学术腐败)*(抄袭)这样的用词!而是
仅仅表示! 施米特获取博士学位的程
序尽管存在缺陷! 但形式上符合当时
匈牙利体育大学的做法# 另外!报告中
也没有建议相关院校是否应该取消施
米特的博士头衔! 而只是对授予施米
特学位的匈牙利体育大学在工作中的
失职给予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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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执政党青民盟的新闻发言人加
布里埃拉"谢尔迈齐说!青民盟认为这

件事情到此结束# 执政伙伴基民党也
认为! 围绕总统论文发动的政治攻击
应就此画上句号#

但不少匈牙利媒体都将施米特同
德国的古腾贝格相提并论! 并表示如
果证明(抄袭)属实!施米特也应该向
古腾贝格一样选择辞职# 匈牙利的主
要反对党要求施米特引咎辞职# 甚至
有反对党要以(伪造文件罪)追究施米
特的刑事责任#

但有消息人士认为! 情况似乎还
没有严重到需要施米特辞职的地步#

因为调查报告并没有直接指明施米特
论文(抄袭)!而且他所在的政党+++

青民盟目前还在坚定地支持他# 而且!

从法律程序角度说! 弹劾总统需要得
到国会中三分之二多数席位的支持!

目前青民盟在国会中占据绝对优势!

反对党没有机会采取这样的方式来弹
劾施米特#

施米特生于%)+*年!曾两度获得

奥运会击剑冠军!%))*年获匈牙利体
育大学博士学位# *(%(年,月! 作为
执政党青民盟的总统候选人当选匈
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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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罗斯&报纸'报*&共青团真
理报'-月*'日消息!俄东部军区新闻
局负责人亚历山大"戈尔杰耶夫表
示! 阿穆尔州一名军官为保护士兵!

用身体盖住即将爆炸的手榴弹而英
勇牺牲#

据报道!*'日在阿穆尔州教学训
练场进行火力培训实践课时发生意
外事件# 一颗手榴弹从士兵手中滑落
掉进战壕# 营长谢尔盖"索尔涅奇尼
克迅速做出判断!甩开士兵!用自己
的身体盖住了手榴弹!保护了战壕内
其他几十名士兵的生命#

受伤的官兵已经被送往军事医院
接受治疗! 但医生没有成功挽留住营
长索尔涅奇尼克的生命#据悉!索尔涅
奇尼克没有按照规定身穿防弹衣#

目前!俄罗斯军方已成立专门事
故调查小组!以查明所发生的一切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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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宇宙航
空研究开发机构*)日宣布!已开发出
一种可探明放射性物质分布情况的
特殊相机!能通过图像确认核污染情
况# 该相机能捕捉铯等放射性物质释
放出的!射线# 据称!把普通数码相机
所摄的核电站厂房内部图像与特殊
相机的图像叠加后!放射性物质分布
情况将一目了然#

宇航研发机构对计划今后发射
的下一代.射线天文卫星的放射线观
测传感器进行了改良!制成地面用的
特殊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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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陆平泰和他弟弟布莱
恩"陆同时在*,日清晨被警方逮
捕# 根据检方当天的起诉书!陆平
泰被控伏击雷华舜儿子! 入室抢
劫* 盗窃并杀害,&岁的雷华舜!,*

岁的妻子!#$岁的女儿!#*岁的儿
子和#(岁的儿媳# 起诉书还称!陆
使用的凶器是钝器#

陆平泰的弟弟与此案无关!但
涉嫌藏毒和违反假释条例#

此案本应在当天下午%时#(分
开庭!拖延至*时+&分#面对数十名
记者! 法警宣布主审法官露茜"凯
莉"麦卡碧的要求! 摄影记者不得
入内! 只允许一名电视记者进入!

但不得拍摄被告人的面部#

陆氏兄弟身穿橙色囚服!带着
手铐走进法庭!神情泰然自若# 大
约近#(分钟的开庭过程!主要审核
为陆氏兄弟担任辩护人的旧金山
公共辩护官贺大器是否可以同时
代理两人!检方认为陆弟有可能是
此案的证人!涉及利害冲突#最后!

贺大器放弃为陆弟代理#陆平泰用
英语向法官表示!他愿意贺大器作
为他的辩护人!陆弟则需要法庭提
供广东话翻译#

公共辩护官办公室是美国政
府为无力请律师的刑事案件被告
提供免费法律代理人的机构#日裔

辩护官贺大器由选举产生!管理)#

名公共辩护律师和,(位职员#

法官宣布将*)日上午%(时#(

分再次开庭#

检察长贾斯康*$日对媒体表
示!此案还有许多疑点!甚至可能
还有其他嫌疑人!他很可能不会对
陆平泰追究死刑#

陆平泰在%)),年曾经持枪打
劫一间中餐馆!%))'年被判入狱!

*((,年释放后被驱逐出境回原籍
越南# 因越南政府拒绝接纳!不提

供必要的旅行和身份文件!造成陆
平泰滞留在美!定期向移民和海关
执法部门报到#

陆平泰与妻子和两个孩子居
住在旧金山海斯街!邻居称他礼貌
和善!从事建筑一类的工作# 对他
犯下重罪感到吃惊#

当天与贺大器一起出庭的副公
共辩护官斯蒂夫"奥马对媒体说!过
去几天他与陆平泰和亲友数次会面!

认为陆是一个工作勤奋的人!他的亲
友也不相信他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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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媒体#月*$日报道! 瑞典女
王储维多利亚公主*月*#日诞下一名
公主! 这是维多利亚的第一个孩子!

也是瑞典王位的第二顺位继承人!#

月*,日!瑞典王室公布了维多利亚抱
着女儿埃丝特勒的官方照片!这是埃
丝特勒的第一次正式亮相#

只见维多利亚紧紧抱着女儿!

一会儿深情看着!一会儿贴面亲吻!

爱意满溢# 刚生完孩子一个多月的
维多利亚看起来保养得很好! 身材
也没有发福! 而第一次亮相的埃丝
特勒整个过程一直睡得很香! 完全
没有睁开小眼来看看#

#+岁的维多利亚在*(%(年,月
与相恋多年的平民男友大婚# 瑞典
王室在%)'(年即维多利亚公主#岁
时!修改宪法!允许瑞典王位立嫡立
长男女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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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报道!英国约克郡上空日
前又出现了三角形(/01)的踪影!这
已经是该物体五年来第四次到访此
地了#

该三角形不明物体恰巧被在场
的一名业余摄影师拍下并上传至网
络# 据其他目击者称!(当时天空晴
朗无云! 一个黑色的三角形物体从
空中飞过! 我们已经将这个情况汇
报给一个专门观察/01的机构了# )

据悉! 该三角形神秘物体被人
们称作(地外玉米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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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卡梅伦
*'日在唐宁街%(号首相府的花园内!

与伦敦奥组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以
及两名%&岁的英国小运动员打了一会
羽毛球# 卡梅伦与尼古拉"格雷斯一
组!对战科和杰茜卡"皮尤的组合#

按照&每日邮报'的说法!卡梅伦
打出过一些好球!不过他的一句(究竟

该怎么得分)却大煞风景#比赛在大约
十分钟后结束!双方打成平手#尼古拉
尽管在赛后称赞了卡梅伦的表现!但
又加了一句,(看得出来他经常打网
球# )卡梅伦打羽毛球除了自己爱好
体育的一面! 更多是为了即将在伦敦
举行的奥运会造势! 并鼓励英国民众
积极投身体育运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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