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弗格森的脑袋!掉落"到胸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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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进入倒计时! 哪位候
选人当选总统! 将影响美国未来的
政治"经济"外交等政策!虽然现在
谁能胜出还扑朔迷离#

据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称! 在大
选之前!有一个情况可供大家参考!

那就是只要看看
!

月和
"

月揭晓的金
球奖最佳影片和奥斯卡奖最佳影
片!就能猜出现任总统会否连任$

最近
'(

年屡试不爽
美国媒体报道称! 根据近

#$

年
的统计!每逢遇上美国总统大选年!

只要奥斯卡奖和金球奖最佳影片的
得主属于同一部影片! 共和党候选
人就会当上总统% 若不是属于同一
部影片! 则是民主党候选人当上总
统$ 这两种巧合虽然十分诡异!确是
不争的事实$ 比如!小布什&里根&尼
克松三人顺利连任皆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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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

年上述两个奖均属同一部影
片 % 而克林顿的顺利连任时也因
!&&)

年两奖分属不同的影片$

!惯例"预测奥巴马胜出
这种预测也有不准的时候'''

但是仅有一次!就是
!&()

年(飞越疯
人院)包揽奥斯卡奖和金球奖之时!

却是共和党的福特输给了民主党的
卡特# 不过按照美国媒体的说法!福
特是尼克松因*水门+事件下台后的
继任总统!算是一个特例!不该纳入
*双奖猜总统+的预测之中$

今年! 获奥斯卡奖最佳影片的
(大艺术家)的男主人公墨守成规而
一败涂地!最后改行跳舞来谋生%获
金球奖最佳剧情片的(顿悟人生)的
男主人公也毫无英雄色彩$ 按照*惯
例+预测!奥巴马将胜出$ #信时$

纽约市长公开表态
支持奥巴马

作为飓风*桑迪+重灾区之一的纽
约市市长! 迈克尔,布隆伯格

!

日公开
表示自己更加支持现任总统奥巴马 !

宣称后者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
更有效的领导能力$ 分析人士指出!作
为一个中间派选民! 同时又是一个全
美知名人物! 布隆伯格的支持将给奥
巴马竞选连任加不少分! 甚至可能左
右最终的大选结果$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 )报道 !奥巴
马和罗姆尼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求布隆
伯格的支持$ 布隆伯格在

"$$'

年的总
统选举中并没有公开表态支持任何一
名候选人! 并且一直在公开场合对奥
巴马和罗姆尼发出不满的声音$

在纽约遭受*桑迪 +重创后 !布隆
伯格宣称! 这场灾难让他看到了气候
变化的重要性! 也让他决定了自己该
支持哪一名候选人$ *我们需要白宫
的领导!过去

%

年来!奥巴马总统在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有着显著的成
绩!+布隆伯格在网上写道$

#新晚$

最佳影片能预测大选结果
美国媒体称!根据近')年的统计!这个方法曾屡试不爽

奥斯卡
金球奖

美国人预测总统大选的花样
多种多样$ 在纽约长岛经营狗便便
收集公司的吉姆,科林里欧尼自称
*粪语者+!他通过收集狗屎预测前
马萨诸塞州州长获胜!原因是*人
们现在给自己的狗喂食更便宜的
狗粮! 使得狗狗拉出了更多废物!

这看起来更像是罗姆尼+$ 吉姆声
称他通过分析客户的狗屎!已经正

确预测了前三届总统选举结果$

万圣节是大选前最后一个节
日! 候选人商品销售量成为十分
*灵验+的预测指标$ 根据在全美有
近千家连锁店的 *精神万圣节+公
司销售记录显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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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来的
历次选举!面具销量高的总统候选
人将最终获胜$ 截至

!$

月中旬!奥
巴马面具销售率遥遥领先$ #信时$

相关新闻

奥巴马贴身保镖
被揭婚外情自杀

据联合早报援引明报网消息!美
国总统奥巴马的一名贴身保镖因与
墨西哥女子的婚外情曝光!昨日被证
实自杀身亡$

知情人士称! 死者名叫普列托
*+,-,./ 012.345

!被发现在一辆引擎空
转的车中死亡! 死因是一氧化碳中
毒$ 普列托担任特工

"$

年!为美国特
工处资深特工! 生前是奥巴马贴身
安保人员$ 今年

%

月!奥巴马的
!6

名
保镖在哥伦比亚美洲峰会期间爆出
*集体买春 +丑闻后 !一名捲入丑闻
的特工为求从轻处理! 揭发了死者
多年前的婚外情$

根据美国特工处的规定 ! 掌握
机密信息的特工不得隐瞒与外国公
民的关系! 以防美国国家安全利益
受损$ 如果有意瞒报!当事人虽然不
算触犯刑法! 但将受到特工处行政
处罚$ #据人民网$

据美国"英国媒体
!!

月
!

日报
道!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路易斯
奥比斯波市的一些居民! 最近在
街上行走时! 看见一名身穿黑色
风衣的男子停下来打了一个喷
嚏$ 没想到!他的脑袋竟然从脖子
上掉落下来!滑到胸脯位置$ 男子
用双手扶住胸前的脑袋! 试图将
它重新*安装+到脖子上--

这一突然而来的恐怖场景 !

将路人吓得目瞪口呆$ 一些女路
人当场高声尖叫! 儿童们干脆撒
腿就跑$

事实上! 这名打喷嚏把脑袋
*打+下来的男子!并无生命之虞$

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一次魔术表演
而已. 原来!这名黑衣男子是美国

著名魔术师里奇,弗格森$

当弗格森将打喷嚏导致*掉+

脑袋的魔术视频传上网站后 !在
短短时间内就获得了

%$$

多万人
次的点击率! 成为互联网最热门
视频之一$ 至于弗格森如何能在
众目睽睽之下让自己的脑袋 *掉
落+胸前!则引发多种猜测$ 一种
猜测是认为他使用了瑜伽功夫 !

并加上长时间练习! 所以能表演
得天衣无缝$

现年
%"

岁的弗格森曾赢得过多
次魔术大奖! 并曾到世界各地进行
巡回表演$ 此外!他还经常在美国电
视上表演魔术$

"$!!

年和
"$!"

年!曾
创下扑克和硬币表演的灵敏度和速
度的

!%

项纪录$ #据羊城晚报$

狗屎也能!选出"总统

男子打喷嚏竟打!掉"脑袋/

原来是美国一位著名魔术师在街头表演

日本财务副大臣大久保勉
!

日
说!为避免日本坠入*财政悬崖+!

首相野田佳彦主导的民主党内阁
愿意向自由民主党等在野党 *妥
协+!敦促在野党*开条件+$

*财政悬崖+ 一词由美国联邦
储备委员会主席本,伯南克首创!

描述如果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不能
就今后

!$

年赤字减少方案达成一
致! 自动减赤机制将在明年

!

月启
动 !

!$

年内预计削减大约
!!"

万亿
美元财政开支$

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日本
现阶段面临另一版本*财政悬崖+&

即*无米下炊+的风险$日本财务省
先前警告!如果总额

6'!6

万亿日元
0约合

%(&!

亿美元1 的本财政年度
赤字国债无法发行!政府

!!

月底将
财源枯竭$

依照日本法律!政府发行赤字
国债的前提是国会参众两院批准
*公债发行特例法案+$ 只是!民主

党在参议院不占多数!议案在国会
一般会期搁浅$上月

"&

日开始的国
会临时会期上!朝野双方再次就议
案互相博弈$

大久保勉
!

日接受路透社专访
时说2*当前会期上!如果我们只能
选择一项希望获得通过的议案!那
就是公债发行特例法案# +通过这
一法案几乎是政府*首要目标+#一
旦失败!将对市场和日本经济构成
严重后果#

执政党愿向在野党让步
*希望执政党和在野党能够坐

在谈判桌前!寻求具体方案!+大久
保勉说!*审视那些方案后!我们会
迅速回应# +

多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

野田政府所获民意支持率一度跌
破
"$"

的*红线+# 如果现在举行选
举!民主党几乎没有获胜可能#

一些在野党众议员提出折中

方案!主张政府在削减现有预算开
支等方面让步!以换取在野党支持#

野田否认内阁将集体辞职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

野田佳彦
"

日在接受参院全体会议
的紧急质询时!并没有提及解散众
院举行大选的时间!并否认内阁将
集体辞职称2*0内阁集体辞职1意
味着放弃首相的责任# +

关于解散众院的时间!野田强
调*正如此前所说的3将在近期4!当
条件成熟时自会做出决断#+同时还
表示2*不会一味延长施政时间!只
是希望能将需要决定的事情尽快
落实+!呼吁通过公债发行特例法案
和众院选举制度改革关联法案#

因民主党内接连有党员退党!

如果执政党在众院席位少于半数!

内阁不信任决议案就有可能获得
通过!党内有意见认为届时野田内
阁应集体辞职# #钟和$

执政党和在野党就公债发行特例法案展开博弈

日本政府月底将!没米下锅"

美国女硕士
!抱"走压力

今年
)

月! 现年
"&

岁的美国女硕
士生杰奎琳,塞缪尔在纽约开设了一
家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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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的地方
5

的特
色店! 这家店专门为他人提供搂抱&

身体依偎服务!顾客只要换上宽松的
衣服! 即可和她在小房间里拥抱小
睡!每小时收费

)$

美元#

杰奎琳介绍说!开店以来 !男性
顾客远多于女性! 而男性也常在搂
抱依偎的过程中出现 *生理反应+#

杰奎琳认为这很正常! 不必觉得不
好意思! 但是她也强调自己提供的
服务仅限于搂抱依偎! 绝不涉及任
何性服务#

在罗彻斯特大学研读认知科学
与社工学的杰奎琳表示!科学研究指
出和他人拥有身体上的接触对身心
健康有益!数分钟的拥抱更可以舒缓
现代人每日感受到的压力!因此决定
亲身实践此理论#

#北晚$

飓风!桑迪"袭美
联合国总部损失大

据新华社电 联合国负责安全和
安保事务的副秘书长格雷戈里,斯塔
尔
!!

月
!

日说! 纽约联合国总部因飓
风*桑迪+的影响*遭到了有史以来最
严重的洪灾!蒙受了巨大损失+#

斯塔尔当天在联合国大会向各
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进行受灾情况通
报时说2*此次洪灾为历史上最严重的
一次!我们因此蒙受了巨大损失# +

斯塔尔说 !飓风 *桑迪 +

!$

月
"&

日晚袭击纽约! 联合国
6$

日上午召
开危机应对小组会议! 对总部受灾
情况进行评估# 联合国总部各大楼
地下室和底层遭受的洪灾较为严
重!电路和空调设备受损!部分通信
中断#

目前联合国总部还未能全面恢
复正常运作! 但是

!$

月
6!

日安理会
在北草坪楼举行了紧急会议! 当天
在联大大会厅也举行了会议#

联合国尚未收到任何员工受到
生命&财产损失的报告# 尽管面临很
多困难! 但联合国应急系统运转良
好!工作人员反应迅速#

驻日美军一士兵
涉嫌闯民宅打人

据新华社电 一名驻日美军士
兵涉嫌当地时间

"

日凌晨在冲绳闯
入民宅殴打一名日本中学生# 日本
内阁官房长官藤村修说! 就此事已
通过外交途径照会美方#

据悉! 一名隶属美国空军驻冲
绳县嘉手纳基地的

"%

岁士兵当天凌
晨在冲绳县读谷村内一家酒馆喝酒
后!闯入同一建筑三层的民宅!殴打
了一名

!6

岁的中学生# 这名士兵随
后从窗户跳下并受伤! 已被送往美
军基地内的医院接受治疗#

根据日美地位协定! 美军在日
本执行公务时发生的事件和事故!

美国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目前!美
方并未明确表明是否会将这名士兵
移交给冲绳警方#

!!

月
!

日%奥巴马在内华达州拉斯韦加斯发表竞选演讲
!!

月
!

日%罗姆尼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里士满拉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