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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托儿所起火致 5名儿童死亡
托儿所设在居民区住宅内，起火原因尚在调查
据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宾夕法尼亚
州西北部伊利市消防部门 11 日说，一家
托儿所当天凌晨起火，导致至少 5 名儿童
死亡、多人受伤。
伊利市消防局局长居伊·桑顿说，托
儿所设在一个居民区的一处独栋住宅内，
托儿所当天凌晨大约 1 时 15 分起火。遇
难儿童年龄在 8 个月至 7 岁之间。托儿所
负责人在火灾中受伤，送医治疗。
这家托儿所周一至周日提供 24 小时
育儿服务，节假日也营业。网上信息显
示，这家托儿所已在当地注册，有运营资
质。一些孩子的父母通宵工作时让孩子

在托儿所过夜。
伊利市消防局首席消防检查员约翰·
维多姆斯基说，起火点可能在住宅楼一层
的客厅。两名消防员和三名警探正在调
查起火原因。
宾夕法尼亚州儿童发展和早期教育
办公室 1 月初说，这家托儿所对 5 岁以下
儿童能接触到的插座没有设置防护盖，儿
童看护区、游戏区以及为儿童准备食品的
区域出现烟灰、香烟或烟蒂。
托儿所回应，会在不使用时关掉电源
插座的开关并保持屋内整洁。督查记录
显示，
两个违规之处已
“整改”。

8 月 11 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调查人员查看火灾现场。
新华社/美联

挪威清真寺枪击案
警方将作恐袭调查
据新华社奥斯陆 8 月 11 日电
（记者李骥志 德拉加娜·保尔森）挪
威警方 11 日表示，日前在奥斯陆附
近清真寺实施枪击的挪威籍青年
可能是极端排外主义的支持者，警
方已将这起枪击事件作为恐怖袭
击案展开调查。
一名白人男子 10 日闯入奥斯
陆附近一座清真寺开枪射击，射伤
寺内一人。袭击者被捕后，警方在
其住所发现一名女性死者，后证实
死者为袭击者 17 岁的妹妹。目前，
警方指控其杀害妹妹并在清真寺
内企图杀害他人。
据挪威广播公司报道，袭击
者行动前在互联网上某极端主义
论坛发布了极端言论，对最近几
起发生在世界各地的恐怖袭击表
达支持。

韩政府决定把日本

移出贸易“白色清单”
据新华社首尔 8 月 12 日电（记
者何媛 陆睿）韩国政府 12 日发布战
略性产品进出口公告修订案，
决定把
日本移出韩国的贸易
“白色清单”
。
根据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当
天发布的声明，韩国把享受战略性
产品进出口便利政策的“甲类”贸
易对象细分为“甲 1”和“甲 2”两类，
把先前“甲类”贸易对象日本列入
新增的
“甲 2”
类别。
产业通商资源部对“甲 2”类别
的定义是，此类国家加入了相关国
际协定但“设有违反国际规范的出
口管制体系”。
日本被列入“甲 2”类别后，韩
国企业如果计划向日本出口战略
产品，除个别例外情况，原则上必
须逐次申请，所需提供文件由此前
的 3 种增加为 5 种，审批时间由此
前的约 5 天延长为约 15 天。

美涉嫌性侵富翁狱中身亡，警方初步推断系自杀
狱友不在
狱警不足
法院文件对其指认

爱泼斯坦身亡涉多重“巧合”
据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司法
部监察长办公室正调查亿万富翁、金融家杰弗
里·爱泼斯坦 10 日在监狱内丧生一事。
知情人士披露，爱泼斯坦身亡当天，与他同
住联邦监狱一间囚室的狱友被调走，同时狱警
因人手短缺超负荷加班。

麦考利呼吁司法部门继续调查爱泼斯坦所
受指控，着重调查那些关联这名被告的人士“参
与、助推爱泼斯坦拐卖未成年少女的勾当”。
爱泼斯坦 2008 年因诱奸未成年少女罪名
成立被判 13 个月监禁。他今年 7 月初因涉嫌
合谋拐卖和性侵未成年少女而遭逮捕。

因涉性侵未成年少女遭逮捕

都市管教中心屡发丑闻

爱泼斯坦生前关押在曼哈顿都市管教中
心。了解这座监狱的人士 11 日披露，爱泼斯坦
生前在高度警戒区监禁。狱警把他的狱友调
走，仅留他一人在牢房。
那名知情人士说，爱泼斯坦死亡当天，两名
值班的狱警处于连续加班状态，其中一人甚至
连续第五天加班。
爱泼斯坦 10 日在牢房内上吊身亡。警方
初步推断，他系自杀。
就在他丧生前一天，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
院发布一份法庭文件，关联原告之一弗吉尼娅·
朱弗雷先前控告爱泼斯坦前女友的诉讼。
这份法庭文件篇幅超过 2000 页，包含大量
针对爱泼斯坦的图片指认。
在朱弗雷的律师西格丽德·麦考利看来，文
件发布不足 24 小时、爱泼斯坦自杀，两者“绝非
巧合”
。

美联社报道，
爱泼斯坦在狱中身亡不是都市
管教中心发生的首起丑闻。一名狱警去年认罪，
承认收取囚徒超过2.5万美元（约合17.7万元人民
币）
“好处费”
，
向后者提供手机、
酒等违禁物品。
那名狱警今年 1 月被判 3 年监禁。审理这
名狱警的法官认为，当事人所犯罪行是对“美国
整个司法体系”
的攻击。
都市管教中心 1975 年开设，最初设计容纳
449 名囚徒。只是，这座监狱两年后羁押的囚
徒数量增至 539 人。如今，超过 760 人在押。
都市管教中心还曾关押过墨西哥头号毒枭
华金·古斯曼、纽约黑手党“教父”约翰·戈蒂等
臭名昭著的罪犯。
一名狱警 2000 年遭到恐怖主义罪犯的袭
击，监狱随后加强安保警戒措施。那名罪犯是
1998 年美国驻坦桑尼亚和肯尼亚大使馆爆炸
袭击参与者。

国际顶尖黑客如何一决高下？
据 新 华 社 美 国 拉 斯 维 加 斯 8 月 11 日 电
一年一度的国际黑客大会 11 日在美国拉斯维
加斯闭幕。这一会聚全球网络安全专业人士的
顶级黑客大会，不仅是信息安全领域最新发展
趋势、创新技术和风险漏洞的展示台，同时也是
国际顶尖黑客
“巅峰对决”的竞技场。
拉斯维加斯好莱坞星球酒店二层大厅，国
际黑客大会夺旗赛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经过层
层闯关，共有 16 支来自世界各国的黑客战队进
入决赛，进行终极较量。在为期 3 天、总计 24
小时的比赛中，主办方为他们设计了网络安全
相关的各种难题和挑战，参赛队通过破解不同

类型的漏洞、攻击对手、防御自身、达成相应目
标来获得积分。16 支决赛团队的实时得分不
断变化，
“漏洞船”
比赛吸引许多同行观战。
入围决赛的中国团队“A*0*E”的一名成员
告诉新华社记者，
“漏洞船”
游戏比赛是运用返回
导向编程技术，利用漏洞来控制飞船的前进、转
向、子弹发射等行为。游戏每 6 分钟更新一次，
所有飞船
“复活”
重新激战，
每轮得分都记入团队
总成绩，
影响最终排名。
国际黑客大会吸引了两万多名与会人员，
除
了众多黑客和企业代表，还包括美国国会、美国
联邦调查局、
美国军方等机构相关人员。

波音 787 发动机故障
金属片飞出下“铁雨”
据新华社微特稿 挪威航空公
司一架波音 787 型“梦想客机”11
日起飞后不久发动机故障，炽热的
金属碎片从发动机飞出，在意大利
首都罗马降下
“铁雨”。
英国《泰晤士报》12 日报道，在
罗马郊区菲乌米奇诺，25 辆汽车和
12 座房屋受到不同程度损毁，所幸
无人受伤。11日下午4时左右，
这架
飞机以 400 米左右的高度飞过事发
地区，
大约 5 至 10 厘米长、尖锐滚烫
的发动机碎片落下，
砸坏屋顶和汽车
玻璃、
点着草坪、
在路面留下小坑。
这架客机载有 298 名乘客，原
本飞往美国洛杉矶，事发后在亚得
里亚海上空放油并在菲乌米奇诺机
场紧急降落。这家航空运营商说，
鉴于调查仍在进行，无法回应媒体
提问。
这架客机使用英国罗尔斯罗伊
斯公司制造的“特伦特 1000”发动
机。这种发动机自问世起便问题不
断，它的高压涡轮叶片容易开裂，曾
导致客机停飞。

吸食中毒人数猛增
荷兰拟禁售“笑气”
据新华社微特稿 荷兰政府正
在考虑禁止销售俗称
“笑气”的一氧
化二氮，缘由是这个国家越来越多
人在聚会上吸食这种气体。
德新社 12 日报道，一份来自荷
兰全国中毒信息中心的报告显示，
荷兰近年因吸食
“笑气”中毒的人数
猛增，2019 年上半年接到健康受损
案例报告 67 个，2015 年仅 13 个。
吸食者经由奶油分配器或气球
吸入
“笑气”，继而获得短暂的
“陶醉
感”。
“ 笑气”曾经广泛用于医疗手
术，作为一种麻醉性气体，它进入血
液后会导致人体缺氧。不少国家把
“笑气”认定为新型毒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