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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
的孙子曼拉"曼德拉发表声明称! 他的
第二任妻子寇丝卡兹"诺布贝里"曼德
拉与他的兄弟发生了不正当关系#

据英国媒体 "$日报道称!现年 %&

岁的曼拉"曼德拉证实称!寇丝卡兹与
他的哥哥有婚外情# 他说$%在发现寇
丝卡兹与我的一个哥哥有婚外情后!

曼德拉家族已经将她送回法国# 我可
以证明!'(""年寇丝卡兹生下的孩子
就是他们婚外情的产物# &)("" 年 *

月!寇丝卡兹生下儿子齐海亚!当时是
纳尔逊"曼德拉亲自为其取名#

曼拉发表声明称! +,! 测试显
示! 齐海亚不是他的儿子! 他也无法
确定这个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自己两个

哥哥中的哪一个# 他说$ %这段不正
当关系浮出水面! 对我和家人而言都
是个沉重的打击! 更让我难以接受的
是! 这段丑闻的另一个主角竟然是我
的亲兄弟#&

曼拉是南非议会议员! 同时也是
滕布部落的酋长# 作为曼德拉的政治
继承人! 他代表着曼德拉家族的公众

形象#

这只是曼拉遭遇的一系列争议之
一# 他此前被控犯有重婚罪! 因为他
'(-( 年与寇丝卡兹结婚时! 与 )(($

年结婚的第一任妻子坦达"马布努"曼
德拉还未离婚# 后来! 坦达将曼拉告
上法庭! 法庭判决其第二次婚姻违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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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几天前!在美国密歇根州
举行的一项%铁人三项&赛场上出
现了感人一幕'''一名参赛者在
比赛中带着患有脑瘫的女儿一同
跑完全程# 经过美国媒体的广泛曝
光后. 这名父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
点!人们为他拥有如此伟大的父爱
和坚韧毅力感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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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 这名父亲叫做里克"
范"毕克!今年/*岁的他在比赛中!

一直跟-/岁的女儿麦蒂在一起# 据
悉! 麦蒂刚出生)个月就被诊断出
患有脑瘫!至今无法正常活动#

在上周举行的%铁人三项&比赛
中! 参赛者需要完成(0/公里的游泳
比赛!)(公里的自行车比赛以及1公
里的跑步比赛三项任务# 无论跑步!

骑车!还是游泳!里克都把麦蒂带在

身边'''在游泳时! 里克把麦蒂放
在小船上!自己则在水里拖动小船前
进(在骑车时!里克把女儿放在车里
拉着她前进( 而在最后的跑步比赛!

里克则推着女儿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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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父女最终用时-小时-(分
(2秒完成比赛!里克却表示!他非常
享受和女儿一起完成全部比赛的过
程#对于他的这种做法!里克表示!自
己在$年前参加一次马拉松比赛时偶
然发现!自幼患有脑瘫的女儿跟随他
运动时非常开心# 不久!他就做出毅
然戒烟的决定!并开始带女儿一起进
行户外运动!%看到她能够那么开心!

吃多少苦我都觉得值得&#

里克说!$年来他已经和女儿
一起参加了2(多次大大小小的比
赛!其中不仅有%铁人三项&比赛!

更有马拉松和其他一些户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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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开始至今!里克已经
从一个每天抽两包烟)体态丰盈的
男人蜕变成了一个不吸烟)体形良
好的准运动员#

里克表示!女儿两个月时被诊
断为脑瘫的那天是他%人生最糟糕
的一天&!%这些年我希望她能健康
起来!但是我们只能接受现实&#

虽然麦蒂无法行走也不能说
话! 行为只是相当于三个月的婴
儿! 但是每次来到户外参加活动
时! 感受到微风吹拂脸颊的感觉!

她就特别高兴# 现在!只要看到女
儿的脸上露出笑容!自己就有了继
续下去的动力!%这都是因为爱&!

里克在自己的博客上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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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大约'1((年前的木乃伊
本月将在俄罗斯阿尔泰共和国首
府戈尔诺'阿尔泰斯克展出!参观
者将有幸欣赏她身上的精美文身#

俄罗斯考古学者纳塔利娅"波
洛斯马克-*年前在俄罗斯) 中国)

蒙古和哈萨克斯坦交界处的阿尔
泰山发现这具木乃伊!随后将其保
存在俄罗斯新西伯利亚一家科学

研究机构#

考古人员推测这具木乃伊属
阿尔泰山脉的巴泽雷克人!死亡时
大约'1岁!身份显贵!可能是一位
公主#

*西伯利亚时报+ 网站-$日报
道!这具木乃伊穿着中国丝绸和装
饰有花纹的毡毛长筒靴# '(((多年
前!中国丝绸是财富的象征!考古

人员先前只在巴泽雷克贵族墓中
才发现丝绸#

木乃伊墓中的陪葬包括两名
勇士和3匹骏马# 考古人员认为!勇
士负责保护公主!3匹马护送公主
到下一世! 只有贵族才有此待遇!

因此这具木乃伊身份显贵#

公主两臂上有文身!文身从肩
延至手腕! 左臂文身保存较完好!

是一只由鹿的身体)兀鹫的喙和山
羊的犄角组合而成的神兽#

神兽的犄角和背部绘着兀鹫
头部图案!腿上绘着花豹的嘴和长
尾巴# 公主的手腕上文着一个长有
大鹿茸的鹿头#

波洛斯马克说$%文身过去用
作身份识别! 就像今天的护照一
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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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1日报道!佛罗里达
州警方抓获了一对母子 %玩具大
盗&嫌疑人!这对嫌疑人从'2个州
的玩具店中盗窃了价值'((万美元
的玩具# 警方说!他们的目标是偷
遍美国1(个州的玩具店#

这对母子为现年2(岁的玛格
丽特"博拉拉和$3岁的迈克尔"博
拉拉# 他们两人的盗窃手法相当简
单$在玩具店里将价格昂贵的玩具
装入廉价玩具的包装内!然后结账
走人# 收银员往往不会发现包装内
的玩具已被调包#

这对母子在本月2日被捕!眼
下已受到盗窃罪与销赃罪起诉# 警
方说!佛罗里达一家玩具反斗城连
锁店雇员在清点存货时发现有些
高级玩具丢失!还有一些被拆掉包
装的廉价玩具遭丢弃在店内角落#

警方调查发现博拉拉母子有嫌疑#

二人的玩具反斗城积分卡显示!他
们在'2个州的-/*家玩具反斗城购
物-21次!总共支付32/&美元# 警方
调查显示! 他们总共偷走了价值
'((万美元的玩具#

偷得这些玩具后!博拉拉母子
在购物网站亿贝上销赃!赃款所得
至少达到*(万美元# 这些钱中的很
大一部分被用于在全美旅行# 警方
通过审讯得知!博拉拉母子盗窃的
重要目的是支付旅行费用!他们的
目标是偷遍全美1(个州的玩具店#

眼下这对母子已被收押!等待
开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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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路透社&月-1日报道!因
为大象繁殖太快!曾经濒危的庞然大
物已经成为南非的沉重负担!南非大
象的数量从上世纪的-((头左右猛涨
到目前的'((((头# 大象数量的增加
使得食物供给和生活空间严重不足!

南非专门研究大象的生物学家建议
对其采取计划生育措施#

报道称!由于偷猎和栖息地的缩
小!非洲其他地区的大象数量已经缩
减到最低警戒水平#然而南非采取了
保护大象的相关措施!国家要求为其
提供生存空间和充沛的食物供给!所
以那里的大象数量稳步增长#

南非夸祖鲁4纳塔尔省正在努
力推行一项长达-(年的%大象计划
生育&项目# 该项目通过为大象注
射一种牛用疫苗!触发免疫系统反
应来阻止受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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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媒体-$日报道!在艾奥瓦
州拉票期间!美国总统奥巴马竞选助
手们证实!奥巴马入住白宫后!白宫
增加了一个新部门'''酿酒作坊#

这个酿酒作坊位于华盛顿特区
宾夕法尼亚大街-3((号! 也就是白
宫所在地# 出产两种啤酒'''清爽
淡啤和浓郁黑啤# 而其中一种%白宫
蜂蜜啤酒& 的原料蜂蜜来自第一夫
人在白宫花园内的养蜂箱#

这个酿酒作坊和它的神秘产品
是在不久前奥巴马在艾奥瓦州拉票
时才被曝光# 奥巴马在该地一咖啡
馆时! 一名捐款人提出要尝一下白
宫自酿啤酒# 奥巴马就让团队成员
拿了一瓶# 随行记者们大呼!美酒魅
力让奥巴马酒不离身了#

对此! 白宫发言人杰伊"卡尼说$

%我想!我只尝试过那种淡啤!清爽提
神!棒极了# &记者追问更多细节时!卡
尼似乎有意为白宫酿酒方法 %保密&!

他说!%我就知道这么多了# &

啤酒似乎是奥巴马的最爱饮
品!本周二!他告诉支持者!前一晚
在艾奥瓦州一市集上就着猪肋排享
受了一大杯冰啤酒! 他说!%今天我
还要痛饮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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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罗斯 *共青团真理报+&月
-1日报道! 俄罗斯西西伯利亚南部
城市克麦罗沃-$日遭罕见的冰雹和
飑风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其中包
括/名儿童# 当地居民称冰雹凶猛!

犹如%轰炸&#

据报道!如%冰弹&一般的巨形
冰雹直径长达1厘米! 个头大如鸡
蛋# 冰雹打碎了居民楼的窗户!就连
汽车挡风玻璃也无法抵挡# 一位居
民描述称!%这是真正的轰炸&# 这一
自然现象在该地区'(年罕见# 当地
居民表示!事先并未收到灾害预警#

据报道! 目前急救中心已经接
到了至少'(名伤者!其中包括/名儿
童# 而被冰雹打破的汽车!数量多得
难以记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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