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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人眼中"女间谍是被符号
化的神秘和性感交际花" 现实中"她
们非但不能像##$一样潇洒谍战"在
中情局这个男权世界中"作为女性的
她们渴望爱情#追求自由生活的心因
这份特殊职业而身不由己$

身份是秘密的" 爱情是秘密的"

生活是秘密的" 甚至死亡都是秘密
的"这就是%&'女郎一生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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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情局(%&')总部大厅的荣誉
墙壁上镶嵌着"#!颗星" 每一颗星都
代表一个为国殉职或失踪的特工"他
们中只有*#多人可以从中情局的荣
誉簿中找到"除此之外的人都属于秘
密特工"他们的名字将永远被尘封$

据%华盛顿邮报!+月$日报道"去
年在这个大厅举行的%&'已故工作人
员追思会上"荣誉簿的名单中多了一
个新的名字&芭芭拉'罗宾斯(这个名
字虽然无人知晓" 但却是不平凡的"

她是%&'首位因公殉职的女特工"她
是第一个将自己名字镶嵌在荣誉墙
上的女特工"她还是越战中第一个为
国捐躯的美国女性(

和大多数那个年代的女孩一样"

在成为一名间谍之前"芭芭拉从来没
出过国( 她出生在南达科他州"在科
罗拉多州长大(父亲从海军退伍后成

了一名屠夫" 母亲是普通的家庭主
妇( ",*"年"高中毕业后她去了科罗
拉多州立大学的文秘学院"两年后她
鬼使神差地进了%&'" 并主动请缨去
越南西贡(当芭芭拉的父亲问!"岁的
女儿&)为什么是越南* +答案简单而
清楚")我想要不一样的人生+(

%&'的招聘是这样对这些女孩说
的")想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有所作为
吗* 请考虑在中情局的全球任职机
会(我们寻找具有多样化背景的人员
来执行重要工作( +无论你的背景和
专业如何" 都会在这里实现你的价
值( 而且这份工作极具挑战"能影响
外交政策"还可周游世界( 这些原因
都深深吸引着美国甚至全世界的事
业型女性们(

!##-年"自由撰稿人,前%&'女特
工林赛'莫兰曾将自己的+年%&'生活
写成书"讲述了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她
从小就有个间谍梦(她在书中写道"中
情局的考试挑战人的各种道德底线"

比如考官逼问她的性癖好"更让她接
受极度压迫状态下的测谎(尽管如此"

在面对留学国外和中情局录取通知书
时"她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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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中情局女郎来说"事实
并非像炫目的招聘广告说的那样(成

为间谍的一刻"她们便要与前尘往事
划清界限"特别是真挚的爱情将成为
她们最难以得到的事物(

像许多女间谍一样" 芭芭拉也
曾为一段不可能的爱情付出( 在越
南" 芭芭拉的身份是高级社交俱乐
部成员" 她逢场作戏" 周旋于%&'的
官员和高级别的外交官之间( 但芭
芭拉却不能自拔地爱上了!"岁空军
士兵道'约翰逊( 特殊的身份使她对
这段爱情踯躅犹豫" 在越南的两年"

她给家人写了.#封信" 与所有热恋
中的小姑娘一样" 她一边在信中写
道" )他比我遇到的其他男孩都要
让我喜欢(+

约翰逊也似乎为她痴迷" 很快
便求婚了( 但芭芭拉担心这一切只
能留在西贡" 回国以后一切都会不
一样了" 所以她没有答应( 在她去
世前的最后一封家信中写道" )我
实在无法确定这段感情" 那就交给
时间解决吧(+ 就在这封信写完$天

后" 这段矛盾与挣扎的爱情永远被
封存在了越南(

芭芭拉对爱情的踯躅犹豫"正是
因为中情局有一条铁的规则"这是一
条不可越过的底线"即一切)感情+都
是为了工作"都是假的"但仍有女间
谍难逃重感情的天性(据一部关于卡
斯特罗的纪录片描述"被派去刺杀卡
斯特罗的%&'间谍马丽塔'洛伦茨竟
然爱上了卡斯特罗"而洛伦茨选择了
爱情而放弃了工作"她将毒药扔进了
厕所(

女间谍对爱情的隐忍与牺牲并
未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对于女间谍
来说"装作和高官搞暧昧"约会甚至
发生关系这些都是逢场作戏"但却被
整个社会误解(前%&'女间谍林赛'莫
兰就因为极为厌倦生活和工作被混
作一团而离开&)我在心底呐喊"我是
政府官员不是风尘女子( +林赛的母
亲就曾亲耳听到邻居议论自己的女
儿是个高级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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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佛罗里达州一名没有前科的
妇女"只因为对墙壁开了一枪"就被重
判!#年徒刑"引发争议(

."岁的亚历山大太太为了吓阻她
认为可能危害到她自己安全的丈夫"

对着墙壁开了一枪"虽然没有伤到任
何人"但是她被控以致命武器攻击他
人的罪名"已经构成佛罗里达州枪支
法中规定的最低刑罚的要件(

佛州",,,年通过相关法律管制枪
支"目的是降低暴力犯罪率(根据法律"

基于犯罪动机的亮枪行为"最轻应处"#

年"开枪最少!#年"如果打伤了人"可判
处!+年到无期徒刑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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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是秘密的"爱情是秘密的"生活
是秘密的"甚至死亡都是秘密的"这就是
%&'女郎一生的真实写照(

如果女特工身份被曝光"她们大都要
承受常人难以忍受的压力( !##.年)特工
门+ 主角瓦莱丽'普莱姆的身份被政府官
员曝光后"她的朋友震惊不已"纷纷表示"

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她端着'/01$的样
子( 自从身份曝光后"瓦莱丽的生活经历
了翻天覆的变化" 她告别了特工生涯"成
为了一个家庭主妇(不堪忍受这一切的她
把泄露其身份的副总统等一干人告上了
法庭"控告他们破坏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投身%&'后" 特工们的死亡也是被保
密的"甚至连他们的家人都无从知晓(%&'

驻西贡分局在美国驻越南大使馆内有1##

多名员工" 是%&'当时最大的一个驻外机
构"芭芭拉'罗宾斯是其中的一员(

",*+年.月.#日的清晨" 芭芭拉和几
名特工听到了巨大的声响"他们跑到使馆
办公室向外看(楼下开着轿车的越南人和
警察正发生争吵"当芭芭拉和同事意识到
车里装着炸弹的时候为时已晚(车厢里的
.##磅炸弹瞬间爆炸" 两名美国人和数名
越南人身亡"芭芭拉就是其中之一(

",$1年"%&'将代表芭芭拉的星星镶
嵌在总部大厅的荣誉墙壁上"但是她没能
出现在荣誉簿中(%&'的官方说法是"以防
泄露局里的情报源和情报手段( %&'发言
人称" 他们定期就会核对一次机密的人
名"决定他们是否能够公开(

!#""年" 芭芭拉'罗宾斯的名字才被
%&'公开"其中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依然不得而知(芭芭拉的家人在接受采访
中表示&)如果他们此举是要保护什么人
或什么事" 那我们可能永远不能知道真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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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 %每日邮报! 报道"目
前"欧债危机#阿富汗局势以及英
国本国的经济问题看起来都会让
英国首相卡梅伦忙个不停( 然而最
近"他却被指责浪费大量时间沉迷
%水果忍者!游戏( 而首相府则否认
这一说法"称是首相的孩子喜欢玩
游戏(

报道称"卡梅伦是美国苹果公
司产品的)粉丝+"平时浏览报纸和
听广播都借助2345( 据称他对一款
名为%水果忍者!的游戏非常上瘾(

在游戏里"玩家可以用手指在电脑
屏幕前挥舞"将屏幕里的蔬菜水果
等图像切碎(

英国%观察家!杂志编辑弗雷
泽'尼尔森"$日称" 他从卡梅伦高
级顾问那里得知"首相浪费大量时
间沉迷)切水果+游戏( 尼尔森建议
卡梅伦)关上2345电脑"开始处理本
国债务问题+" 但是首相府则否认
称"爱玩游戏的是首相的孩子(

事实上"卡梅伦本人曾经表示
过"喜欢玩电脑游戏"因为这能帮

助他缓解公务上带来的压力( 今年
早些时候"卡梅伦在接受采访时就
曾说过&)游戏不错" 能清除烦恼"

如果你不能重组内阁"就玩%水果
忍者!吧( +

此前有报道称"卡梅伦自称爱
玩2345游戏"玩热门游戏%愤怒的小
鸟!已经)通关+"正专注玩%水果忍
者!( 据悉" 除办公应用程序和游
戏"卡梅伦的2345还装载美剧%绝望
主妇!和丹麦犯罪剧%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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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一家法院"-日裁定"一
名军事技术工程师向国外情报机
构提供涉及一款洲际弹道导弹系
统的机密信息"入狱-年(

位于叶卡捷琳堡市的斯维尔德
洛夫斯克地区法院当天裁定俄罗斯
人亚历山大'格尼特耶夫叛国罪成
立" 判处-年监禁和"#万卢布 -约合
.6!+万美元.罚款( 由于案件涉及机
密信息" 法院没有公开更多细节"没
有提及格尼特耶夫为谁)卖命+(

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以多
名执法部门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格
尼特耶夫是叶卡捷琳堡一家军工

企业的工程师"以+万美元)出售+

俄罗斯)布拉瓦+海基导弹系统的
相关信息( 这些官员说"泄密信息
涉及导弹制导和控制系统(

按照俄罗斯的战略导弹布局
设想")布拉瓦+导弹今后将部署于
)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成为俄
罗斯海基核威慑力量核心"与)白
杨07+弹道导弹等陆基核威慑力量
以及空基核威慑力量一道"构成完
整的核威慑体系(

俄罗斯视)布拉瓦+导弹为国
家机密( 上月初"俄罗斯和美国在
新版%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

条约!框架内首次交换弹道导弹试
验的遥测数据"而)布拉瓦+导弹的
数据不在交换之列(

今年!月" 俄罗斯普列谢茨克
航天中心原高级工程师弗拉基米
尔'内斯特雷茨因向美国中央情报
局提供俄罗斯多款新型战略弹道
导弹系统测试数据" 叛国罪名成
立"获刑".年(

今年!月"时任总统的梅德韦杰
夫说"俄联邦安全局!#""年)挖出+

",,名间谍"包括不少俄罗斯)内鬼+"

其中1"人为职业情报人员""+-人受
雇间谍机构(

$!"GH%

ghijk(lmn#op

% qr8st& uvw$xyz% mn{|&

$}.~W��"����

���(V��J����" �!' ����$��

*

#

�����v1�

3J������

 ¡¢�£¤¥

!"GIJK

$

L

()

MN 中国
驻朝鲜大使馆!#日告诉新华社记
者"据朝鲜外务省通报"我被扣渔船
及船员已全部获释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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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 芝加哥所在的库克
县检察官",日宣布" 他们已对.名密
谋于芝加哥峰会期间发动袭击的人
提出起诉(

据报道".名疑犯从佛罗里达州
来到芝加哥"准备在峰会前夕发动一
系列袭击( 他们计划用爆炸装置袭击
芝加哥1个警察局和几辆汽车" 以吸
引警方注意"随后袭击奥巴马竞选总
部大楼,芝加哥市长伊曼纽尔的寓所
和市区的一些金融机构(

当地警方"*日晚突袭了.名嫌疑
犯的住处"发现了制作爆炸物的空瓶
子和武器"以及刀具,防毒面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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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 意大利北部!#日凌
晨发生+6,级地震"目前已造成*人死
亡"超过+#人受伤( 地震给当地一些
历史性建筑造成严重损害(

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日1时#.

分-北京时间"#时#.分."震中位于意
北部艾米利亚0罗马涅大区的米兰
多拉市附近"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
历时约!#秒钟(

中国驻意大利米兰总领馆在其
网站上发表声明说"没有中国公民在
此次地震中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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