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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星期二凌晨! 一群大盗偷走了
荷兰一座艺术博物馆内正在展出的$

幅画作!作者包括毕加索"莫奈"高更"

马蒂斯和卢西安#弗洛伊德$ 工作人员
拒绝为被盗品估价$ 被盗后!位于鹿特
丹的肯斯特尔博物馆已经对公众关
闭!此前!馆内正在展示一家私人基金
拥有的收藏品$

由于博物馆正在庆祝建馆%&周
年!盗贼的此次行动堪称%天时地利人
和&$ 警察查看监控录像后指出!盗贼

大约是凌晨'点左右进入博物馆的!并
且引发了警报$ 但是当警察赶到时!他
们已经离开了博物馆$

此次被盗的艺术品属于收藏家威
廉'考迪亚$ 此次是他的藏品第一次向
公众展出$ 被盗画作包括迈耶'阿里汉
的%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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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更的%窗前的
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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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奈的%滑铁卢桥!伦
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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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查令十字桥!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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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蒂斯%读书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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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加索的%丑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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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弗

洛伊德的 %闭上眼的女人&((&&(年)$

专家预测! 这些艺术品的总价值可能
高达数亿美元$ 由于识别度非常高!盗
贼很难将这些画作出手! 最后很可能
沦为黑社会的财产$

一名已经退休的侦探认为*%小偷
仔细的考虑+ 巧妙的构思" 飞快的行
动!堪称专业$ &华盛顿的一名历史学
家则指出!盗贼很可能受雇于人!因为
%特定的作品被挑出来!很可能是在行
动前就已经看准了目标! 还抓住了博

物馆歇工的机会$ &

肯斯特尔董事会主席威廉'哈塞
尔在周二宣布关闭博物馆! 并举行新
闻发布会! 宣布已经采取了足够的安
全措施$ 会上!博物馆馆长艾米莉说!

那天晚上的安保措施是 %技术上的保
安&!虽然没有保安人员!但摄像监视
和警报系统仍然开着$ 博物馆工作人
员说!警报被触发后!警察在)分钟内
就赶到了$

欧洲是艺术品盗贼最早的起源

地!目前仍是他们的%主战场&$ (&*+

年!巴黎的现代艺术博物馆被盗走)幅
艺术品! 其中包括毕加索和马蒂斯的
画作在内!当时的价值已高达"亿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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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目前!这)幅画作
的去向仍然是个谜$

馆长艾米莉表示*%盗窃是每一个
博物馆馆长的噩梦$ &

博物馆工作人员表示! 博物馆将
在本周重新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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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一名已故高官的前妻"伦
敦著名交际花开设公司!专门帮中国
女子钓西方金龟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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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媒体",日报道!))岁的西
班牙裔女子比恩弗妮达'巴克是已
故英国保守党官员安东尼'巴克的
前妻!前英国国防总参谋长哈丁的
前女友$这名名媛最近看上中国市
场!在发展一盘%婚介&生意!教中
国女子钓外国金龟婿$比恩弗妮达
在伦敦一个摄影展上透露*%我和
一位有冒险精神的中国女商人将
给中国女性意见!教他们如何找个
合适的伴侣$ &她同时表示*%中国
女子知道要如何发展一段恋爱关

系!就像做一个商业决定一样$ 一
个合适的男人要有外表"有学历又
有地位$ 反观西欧国家!人们仍停
留在黑暗时代!相信浪漫"相信爱
情!但那是错的!他们被社会的偏
见困住了$&她又称!女人在一段关
系上应精挑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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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过'次婚"有无数罗曼史"专
门引诱富有的老男人!在许多英国
人眼中!比恩弗妮达是%背叛者&"

%女冒险家&的典型代表!为了权力
和名气她可以毁掉任何与她有染
的男人$ 比恩弗妮达'巴克-.)$年
出生在西班牙的巴伦西亚市$她出
身贫寒!是西班牙一个修表匠的女

儿$她第一次进入公众的视线是因
为-..+年她与比自己年长许多的
英国保守党议员" 安东尼'巴克公
爵结婚!但比恩弗妮达与安东尼的
婚姻仅仅维持了几年$

让她登上报纸头条的却是在
-..,年'月! 她将自己与当时的英
国国防总参谋长彼得'哈丁的婚外
情卖给英国小报,世界新闻报-!并
获得了高达-)万英镑的报酬$此时
比恩弗妮达'巴克'(岁!而彼得'哈
丁已经/-岁!是当时英国军队的最
高指挥官!已婚并有,个孩子!堪称
英国最有钱也最有权势的男人之
一$在婚外情丑闻曝光之后!彼得'
哈丁不得不引咎辞职!她与巴克的
婚姻也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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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门恩怨的解决方法!往往令
人侧目!尤其是在重男轻女的印度
社会$印度历史最悠久的纺织厂马
法特勒尔!太子女阿贾伊为免继承
权落入%没用&的弟弟阿图利亚手
里!竟变性以后天男儿身继承爸爸
的大宅$

事隔$年! 老马法特勒尔的遗
孀马杜丽上周二登报发声明!取消
阿图利亚遗产继承人身份!表明她
%只有一个儿子阿贾伊和三个女
儿&$分析认为!这将为阿贾伊继承
全部财产铺平道路$ 不过!这起争
产大戏!短期内很难落幕$

在纺织业发达的印度!马法特
勒尔是历史最悠久的纺织厂$(++)

年初!老马法特勒尔撒手人寰$ 几
个月后!马法特勒尔家便爆发争产
大战$

知情人爆料!,0岁的%大儿子&

阿贾伊其实是女儿身!原名叫阿帕
尔娜.他为谋取家产于%++'年接受
了变性手术!以便能确保以%长子&

的身份继承父亲留下的.%'平方米

大宅$ 但阿贾伊自称从/岁开始行
为举止就和男孩无异!选择做变性
手术只是出于私人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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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罗斯紧急情况部-$日消
息! 位于莫斯科东部的著名手工艺
品市场当天凌晨发生火灾! 过火面
积达-+++平方米!但无人伤亡$

俄紧急情况部的消息称! 当地
时间-$日凌晨-时-/分许!位于莫斯
科东部伊斯梅洛沃区的著名手工艺
品市场内发生火灾! 火势很快席卷
一栋木结构的三层楼房! 过火面积
达-+++平方米$ 当地消防部门紧急
调用约%+辆消防车进行灭火! 目前
火灾已被扑灭$ 由于发生火灾时并
非市场营业时间! 所以没有造成人
员伤亡$

相关部门目前正在调查火灾原
因$

发生火灾的市场名为%伊斯梅洛
沃&!因其俄语发音很像汉语的%一只
蚂蚁&!中国人更习惯称其为%一只蚂
蚁&市场$ 该市场是莫斯科乃至俄罗
斯最大的手工艺品市场之一!为外国
游客所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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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宾有一只忠心耿耿的狗!因
为看见主人差点被摩托车撞上!当下
奋不顾身冲出马路用身体去阻挡摩
托车! 导致鼻子与上颚被轮子碾毁$

忠犬的故事感动人心!来自全球各地
的民众为卡班自发筹募了%万美元!

它-+月.日抵达美国接受整容手术!

预计手术将为期/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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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媒体日前报道!%卡班&是一
只约%岁大的母狗! 因为一场车祸让
它在当地声名大噪! 被视为国民英
雄$ 去年-%月!在菲律宾南部三宝颜
市! 卡班主人之女及侄女在过马路
时! 突然有一辆摩托车急速驶来!千
钧一发之际!卡班毫不犹豫奔跑到摩
托车前面替小主人挡掉了这场车祸!

两位小女孩及摩托车主都没受伤!卡
班却被摩托车削掉半张脸!上颚骨整
个被碾碎!乍看之下十分吓人$ 更令
人感动的是! 卡班当时还有孕在身$

卡班在今年,月平安生下/只幼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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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当地媒体报道后!卡班的英勇
行为传遍全球!有媒体还将%英雄狗
卡班&的字样印在狗碗上$ 有动物保
护组织建议!可以将卡班送到美国权
威的兽医院手术!可是主人鲁迪一家
生活穷困!根本出不起机票+手术等
费用$ 美国纽约急诊室护士卡伦'肯
格特听说了卡班的故事!主动在网上
发起募捐!来自%%个国家的民众共为
卡班捐出超过%万美元! 支付旅费以
及医疗费$

由于主人鲁迪没有护照!卡班在
兽医的陪伴下于.日来到美国! 准备
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接受治
疗$ 兽医弗兰克'维斯特拉特--日为
卡班进行初步检查后表示!很有信心
可以改善它的伤势$ 这间兽医院的主
页上放上了卡班的资料!也将会随时
更新它的治疗进展$ 卡班将在未来/

周接受两个不同部位的手术!一个是
牙齿修复!另一个则是口鼻伤口的治
疗$ 但兽医不打算替它安装人造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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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 卡班是主人鲁迪'邦格尔
从田里捡来的流浪狗!原本打算养大
它宰了吃!但鲁迪--岁的女儿迪娜和
'岁的侄女黛心却和卡班感情很好!

于是鲁迪决定留下它!没想到正是卡
班救了这两个小主人的性命$ 鲁迪表
示*%卡班救了孩子! 对我们很重要!

一定要好好答谢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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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款内置了123系统+可将穿着
者精确定位的鞋子近日在英国开
售!定价%)+英镑$ 穿上这款鞋子后!

阿尔茨海默病患者的家人和朋友就
再也不用担心患者走丢了$

如果家里有人不幸患上了阿尔
茨海默病! 家人最担心的事情就是
患者一个人在外面迷了路$ 这款鞋
子看起来跟普通的鞋子没什么区
别! 但它内置了一个微型123系统!

和一般车载123的功能类似!可以精
确定位穿着者的位置$

患者的亲属可以预先设置一个
%安全区&!一旦患者走出这个区域!

系统就会自动发送警告邮件或短
信$ 然后!家人们可以通过智能手机
或电脑上的软件找到走失的患者$

鞋里内置的123系统非常小!包
括一个电池+一张345卡和一张集成
芯片!毫不影响穿着的舒适度$ 在脚
后跟的位置还有一个637接口!可为
鞋子充电$ 每次充电约需两个小时!

每两天充一次即可$

在英国和爱尔兰! 大约有0&万
人患有阿尔茨海默病$ 统计数据显
示! 如果没有在走失的第一个%8小
时内找到人!超过)&!的患者将会受
到严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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