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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女记者遭奸杀 嫌疑人在德被捕
新华社消息

保加利
亚政府官员10月10日证实，
德国警方已逮捕一名涉嫌
奸杀保加利亚女记者维多
利亚·马里诺娃的嫌疑人。
保加利亚内政部长姆
拉登·马里诺夫说，嫌疑人
是塞韦林·克拉斯米洛夫，
1997年出生，来自保加利
亚靠近与罗马尼亚边界的
鲁塞市，
有盗窃犯罪记录。
马里诺娃的尸体6日

在鲁塞市一处河滨小径被
人发现，那里是这名30岁
女记者经常跑步的地方。
保加利亚警方确认她遭到
强奸，因为窒息和头部受
重击而死。保加利亚总检
察长索蒂尔·察察罗夫说，
嫌疑人杀人后逃往邻国罗
马尼亚境内。警方在受害
者身上发现嫌疑人DNA信
息，在嫌疑人家中发现受
害者个人物品。德国警方

证实，一名20岁男子因为
涉嫌强奸、抢劫和杀害马
里诺娃在汉堡市附近城镇
施塔德被捕。
马里诺娃生前在当地
一家有线电视台主持节目，
她遇害前主持的最后一期
节目上月播出，
涉及保加利
亚和罗马尼亚记者针对
“保
加利亚涉嫌滥用欧洲联盟
拨款”
的调查报道。
保加利亚政府说，
保方

要求引渡落网嫌疑人，
等待
德国法院处理相关程序。
欧
盟委员会8日敦促保加利亚
迅速破案。

（沈 敏）

■新闻背景
欧盟一年内
两名调查记者遇害
保加利亚2007年加入
欧盟。德新社报道，马里诺

调查孩子动向
悉尼家长
雇侦探

（乔 颖）

他精英阶层丑闻，她的遇
害引发强烈舆论反响。
今年2月25日，斯洛伐
克调查记者扬·库恰克与其
未婚妻被发现在家中遭枪击
身亡，
警方怀疑这名记者是
因为调查斯洛伐克政治人物
与“黑手党”的联系而遭毒
手。
该案持续发酵，
导致斯洛
伐克政坛震荡，
文化部长、
内
务部长以及总理在两周内相
继辞职。

（据《北京晚报》）

英首相任命预防自杀大臣
新华社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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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父
母，想了解孩子动向无可
厚非。澳大利亚悉尼一些
家长不惜雇用私家侦探来
了解孩子动向，以便知道
孩子在外面是否有吸毒或
盗窃行为。
悉尼有数家接受此类
业务的私人侦探机构，近
来业务量呈增长之势，
“我
的私家侦探”和“唇膏调
查”是其中两家。英国《每
日邮报·澳大利亚版》援引
“我的私家侦探”一名发言
人的话报道：
“ 父母们越来
越想了解孩子发生了什
么，他们面临着什么。父母
最关心的是孩子放学后去
了哪里，和谁在一起，有没
有吸毒或是参与盗窃之类
的犯罪。
”
“唇膏调查”公司经理
戴维·金告诉澳大利亚《每
日电讯报》，以往公司主要
业务是调查配偶出轨，现
在则有越来越多客户是来
自富裕社区的父母。他们
向警方求助无果后，寻求
私人调查结构帮助。今年
以来，公司应父母要求，已
完成了30宗对孩子动向的
调查。
“ 唇膏调查”的调查
按小时收费，且每天不得
少于4小时。尽管如此，一
些父母还是愿意花费数千
澳元，雇侦探“监视”孩子
数周时间。金通常会安排
年轻侦探，以便在近距离
跟踪孩子时不那么显眼。
悉 尼 NSI 全 球 反 情 报
机构首席执行官纳维德·
索比说，
“ 随着智能手机普
及，人们用社交软件约定
见面，我们看到这样的案
子越来越多”
，通常父母们
的担心与毒品、暴力和犯
罪活动有关。

娃遇害让人联想到过去一
年中另外两起欧盟国家记
者遇害事件，疑似牵涉这
些国家腐败丑闻。
2017 年 10 月 16 日 ，马
耳他知名调查记者加利齐
亚在住处附近驾驶汽车
时，被事先装在车身上的
炸弹炸死，时年53岁，11月
3日马耳他举国哀悼。加利
齐亚主要报道关于腐败、
毒品交易的新闻以及马耳

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又称
世界心理健康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当天任命杰姬·
多伊尔-普赖斯出任预防自杀大臣。
增设预防自杀大臣是英国政府减少自杀人数努
力的一部分。特雷莎·梅承诺，将拨款180万英镑
给撒玛利亚会，以支持这一慈善团
体今后4年维持免费咨询热线。
尽管英国自杀率呈下降趋势，每年仍有大约4500
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英国政府同时承诺向学校提
供更多支持，包括引入心理健康支援小组、帮助学生
检查心理健康状况。
特雷莎·梅10日借英国举办精神卫生峰会的机会
宣布任命预防自杀大臣。大约50个国家和地区的官员
当天齐聚伦敦，
出席这一国际会议。

1639万元人民币）

10月10日，印尼中苏拉威西省帕卢市，海啸过后遗留在海边的玩具娃娃。
印尼再遇强震 至少3人死亡
新华社消息

印度尼
西亚爪哇岛和知名旅游目
的地巴厘岛附近海域10月
11日凌晨发生6.4级地震。
政府官员说，至少3人死
亡，
4人受伤。
据印尼气象地球物理
局测定，地震发生在当地
时间1时44分
，震中位于
爪哇岛东部商业城市诗
都文罗东北方向61公里，
震源深度10公里。印尼国
家抗灾署发言人苏托波·
普沃·努格罗霍说，东爪

（北京时间
凌晨2时44分）

哇省多座房屋受损，
“遇
难者被震落的碎片砸
死”。
巴厘 岛 震 感 强 烈 。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
银行正在那里举行一场
年会。年会组委会说，地
震没有给会议“造成显著
损失或任何扰乱”，印尼
政府证实地震没有引发
海啸，
“眼下不需要额外
措施”。
印尼中苏拉威西省9
月28日发生7.4级地震，引
发海啸，
2000多人遇难，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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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30个按钮，
可见届时出售
的昆虫品种多样。
网友们看
到这部自助售卖机的图片
后纷纷留言：
“ 可以吃的昆
虫？
”
“ 这是真的吗？
”
“ 我能
吃水煮蝗虫，
但蜜蜂幼虫实
在无法接受。”
虽然这部自助售卖机
号称
“世界上第一部食用昆
虫自助售卖机”
，但事实上
早有先例。
美国休斯敦自然
科学博物馆、
美国亚利桑那
蝴蝶仙境和加拿大蒙特利

（包雪琳）

5.5千克月球陨石待拍卖 估价346万
有数千人下落不明。超过8
万人迄今离家避难。
与印尼接壤的巴布亚
新几内亚11日晚些时候发
生7.0级地震。据美国地质
勘探局测定，地震北京时
间4时48分发生在新不列
颠岛附近海域，之后出现
5.7级和5.9级余震。地震发
生一个小时后，新不列颠
岛东北方向更远处发生6.3
级地震。
巴新和印尼都处于环
太平洋火山地震带上。

（胡若愚）

食用昆虫自助售卖机现身日本
自助售
卖机在日本毫不稀奇，可
熊本县子饲商店街这部自
助售卖机挺特别，被晒到
网上后引起“围观”。原来，
这部自助售卖机卖的是可
食用昆虫。
日本火箭新闻网10月9
日报道，
这部自助售卖机目
前尚未摆放商品，
机器上贴
着瓢虫、黄蜂、
“臭大姐”
等
昆虫的图片，还贴着“吃昆
虫开始啦”字样。售卖机配

（约合

尔昆虫馆均有自助售卖机
出售食用昆虫。

（黄 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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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拥有一块月亮上的石头却苦于
无从采集？现在机会来了，只要参加网上拍卖，你就有
可能成为一块5.5千克重月球陨石的主人。
从11日开始，美国RR拍卖公司将开始为期一周
的网上拍卖，为这块编号NWA11789的月球陨石寻找
新主人。预估拍价在50万美元左右
。
这块陨石又称“Buagaba”
，去年发现于毛里塔尼亚
偏远地区，可能在数千年前月球遭小行星撞击时坠落
地球。这块月球陨石由6块不同部分构成，其中最大一
部分重2.7千克。
美联社援引卖家
“陨石陨石”
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夫·
诺特金的话报道，地球上发现的月球陨石大多只有一个
核桃或高尔夫球大小，
如此巨大的月球陨石实属罕见。
这块陨石还拥有罕见的“局部熔化外壳”，由穿过
地球大气层时摩擦产生高热所致。另一个独特之处在
于，这是一块“无双”陨石。目前发现的陨石碎片通常
是“成双”甚至更多块，坠落到地球后散落在不同地
方，
可能在不同时段被发现。
鉴于网上拍卖向公众开放，
除各家自然博物馆外，
私人收藏者也可以参与竞拍这块月球陨石。

民币）

（约合346.45万元人

（袁 原）

皮肤病静脉曲张不花一分冤枉钱 免费体验
皮肤问题因七毒入侵的程度不同，形成的原因也各不相同，有的在血液里，有的在经
络里，有的在幼皮层，有的在真皮层，有的在表皮层，还有虫邪生成了真菌，并且发于外表
部位，形态更是有所差别，所以一种药解决多种病是不科学的，
七毒入侵须分型分方，对证
施调，才能从根源断绝病源。
仲景张正堂取法于1700年的古方，
实行分型分调理，在完整继
承了祖先的秘方和制作工艺的同时，
运用了现代技术将有效成分进一步提高升华，
上市以
来引起皮肤病和静脉曲张患者的高度关注，
很多人在疑虑中前去免费体验几次后，好评如
潮，在老百姓中口碑相传。免费体验地址是内蒙古展览馆西50米路南仲景张正堂皮肤调理
中心，该机构电话是：
0471-25396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