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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当地时间周二，一名
黑人男子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中部的弗雷斯诺市街头枪杀了
三名白人，被当场抓获。被捕
时，他用阿拉伯语大喊“真主伟
大”。官方透露，该男子被捕后
告诉警方他痛恨白人。

作案者名叫科里·阿里·穆
罕默德，39岁，受害者都是他随
机选择的白人男子。前几日，该
男子因枪杀了弗雷斯诺市一家
汽车旅馆的保安遭到通缉。

弗雷斯诺市警察局长杰里·
戴尔称，凶手作案时间在上午10
点45分左右，三次枪击事件相距
不过几秒钟。据目击者称，穆罕
默德持大口径手枪，共射击了16
发子弹。

警方称，穆罕默德枪杀的第
一个人是北范尼斯街一辆卡车
上的乘客。枪击后，卡车司机直
接将受伤乘客送往警察局，但随
后受伤乘客被宣布死亡。穆罕
默德随即将目标锁定为一个在
街角看热闹的人，但没有打中。
他转而来到福尔顿街射杀了一
名行人，据目击者称，枪击后他
在公交车站旁边淡定地重新给
枪装上子弹。最后一名受害者
在福尔顿北街天主教慈善会停
车场被枪杀。

穆罕默德自称是一名说唱
歌手，艺名“黑色耶稣”，还曾使
用“B-God Mac Sun”的名字在亚
马逊上售卖自己的唱片“真实故
事科里”。

穆罕默德在脸书和推特上
非常活跃，曾在这些社交媒体上
发表自己仇恨白人和反政府的
言论。他还曾在自己的说唱音
乐作品中提及种族主义和民族
解放。

他的父亲文森特·泰勒告诉
媒体，儿子曾告诉他“一场战斗
即将爆发”。文森特说，“我很开
心他被捕了。无论科里说了什
么，我希望警方能认真对待，并
且开始跟踪”。

报道称，这不是穆罕默德第
一次作案。上周日，弗雷斯诺市

汽车旅馆的保安卡尔·威廉被枪
杀，监控视频显示，穆罕默德已
经被认定为嫌疑犯而被通缉。
2004年，他曾因非法持有枪械被
指控；2005年，因非法持有可卡
因和枪械被指控，2016年，联邦
法官宣布他精神异常，此后他在
狱中度过了92个月。

目前尚不清楚穆罕默德的
行为是不是恐怖主义，但官方表
示并没有发现他有同伙。弗雷
斯诺市发言人马克·斯坦德瑞弗
称，各级办事处已经进入一级防
范状态。 （在线）

美黑人当街枪杀3名白人
被捕时大喊“真主伟大” 据新华社埃及卢克索4月19日

电（记者汪强）埃及文物部18日在古
城卢克索宣布，考古人员在尼罗河
西岸发现一座贵族大墓，已出土至
少8具木乃伊和上千件珍贵文物。

目前，在大墓中已发掘出众多
“沙伯提”人物雕像和其他珍贵陪
葬品。“沙伯提”在古埃及语中意为

“应答者”，古埃及人相信，它们能
够帮助墓主人在来生完成神祇交
付的各项任务。

负责此次发掘的考古队领队
穆斯塔法·瓦齐里对新华社记者
说，这座大墓位于帝王谷附近的德
拉·阿布尔·纳贾高级贵族墓葬
区。墓主人名叫乌塞尔哈特，是一
位地方官，所处年代为古埃及第十
八王朝。第十八王朝（公元前16世
纪至公元前13世纪）在古埃及历史
上盛极一时，图特摩斯一世、哈特
谢普苏特女王和图坦卡蒙等著名
法老均出自该王朝。

埃及发现贵族大墓
出土多具木乃伊

本报讯 英国伦敦警方 4 月
18日逮捕了印度酒业大亨维贾
伊·马利亚。印度方面如今正寻
求将马利亚引渡回国，从而向他
追讨债务。

马利亚以奢侈铺张、挥霍无
度著称，被印度媒体冠以“享乐大
王”的头衔。伦敦警方在一份声
明中说，应印方请求，18日将马利
亚在伦敦逮捕。马利亚随后在一
家法院出庭，并获有条件保释。

法院决定，5月17日再次开庭审
理马利亚引渡案。

马利亚现年61岁，以开办酒厂
发家，2005年设立翠鸟航空公司，
一度使之成为印度第二大航空运
营商。2013年，翠鸟航空破产，欠
下巨额债务。如今，印度十多家国
有银行正在向马利亚追讨债务，总
计金额十多亿美元。他曾主动提
出偿还国有银行6亿美元债款以
了结这桩官司，但遭对方拒绝。马

利亚于去年3月潜逃至英国。印
度政府随后吊销他的护照，今年2
月初向英方正式递交引渡申请。

马利亚本人对出庭受审一事
表示“淡定”，4月18日在“推特”发
文称：“像往常一样，印度媒体（肯
定会）大肆宣传……正如所预料
的那样，引渡听证会今天开始。”

得知马利亚被捕的消息后，
印度财政部官员松托什·甘沃尔
在新德里告诉媒体记者，印度政

府将竭尽全力将马利亚绳之以
法，“罪犯不会逍遥法外，我们绝
对会努力将他带回国”。

不过，将马利亚引渡回印度
的过程或许不会一帆风顺。伦敦
一家律所的合伙人安德鲁·史密
斯说，印度政府先前在寻求英方
引渡嫌疑人方面失败过，原因是
英国法庭通常需要让对方提供足
够证据，才会批准引渡程序。

（北晚）

出国“躲债”一年多

印度“享乐大王”在英国被捕

本报讯 今年泰国宋干节（泼水
节）又出现厚颜少女当街露胸热舞
情况，总理巴育上将看到视频后斥
责无耻，下令搜捕。

巴育4月18日主持内阁会议后
指出，虽然官方一再发出警告，但
曼谷街头仍出现少女露胸热舞的
情况，无法无天，他不能够容忍这
种无耻的行为，相关部门必须加速
搜捕，依法处置。

据媒体早前报道，其实早在4
月 10 日，也就是泰国宋干节三天
前，泰国警方就发布了泼水节公
告：宋干节玩水期间，不符合公共
场合形象的泼水行为，如女性袒胸
露乳或穿情趣内衣，将根据泰王国
刑法第388条处以5000铢以下的
罚款。因此，要求人民穿着得体，
尤其是女性不要穿着暴露，因为容
易遭受性侵犯。 （海外）

泰国泼水节
少女当街露胸热舞
总理斥其无耻下令搜捕

地址：劳动路与优越路交叉口南50米路东前清宝 报名预约电话：0375-2210867

前列腺疾病 前清宝有妙方

产品注册号：鄂食药监械（准）字2014第2261315号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鄂医械广审（文）第2016090104号

前列腺有问题，痛苦难受，根本不由自
己。憋不住尿，夜晚老起夜，根本睡不好。尿
不尽，尿滴沥常年尿骚味一身。严重点的腰膝
酸软、精神疲乏，家庭生活不和谐。打针吃药、
做手术就是不见好，出门走路，口渴却不敢喝
水，就怕没地方尿。时间久了，生活质量下降，
身体比同龄人衰老许多。现在好了，全国连锁
（前清宝）进入鹰城了，古方精华源自前清满族
佟氏，几辈人验证效果称赞！用过的都交口称
赞，前清宝，好效果！

前列腺问题找前清宝 就对了！
为避免出现花钱买冤枉路的情况，前清宝

总部特制定“免费体验要口碑”的新模式。现
在到店就能免费体验（前清宝）的好效果。好
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要是效果不好，免费体
验砸的就是自己的脚。可见，“前清宝”敢免费
体验，靠的就是真功夫。来了这里，看看用了
的怎么说，自己亲身体验看看效果，让自己的
感受告诉自己，来前清宝，来对了！千好万好
不如自己好，再看再听不如亲身一试！

平顶山市区劳动路与优越路交叉口南50米扶明堂 健康热线：2210866

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迎风流泪、视物模糊、飞蚊症、视疲劳、眼干、涩、痒、疼……

什么事情最可怕，失去光明最可怕！说个不好听的，再等，万一看不见了，后悔都来不及了。
视物模糊，视力下降快，迎风流泪，重影小黑点，飞蚊症，眼屎多，眼睛干涩涨疼……视力越来越模
糊，眼疾问题不能等。趁现在还有光感，快到扶明堂！别等到没了光感，就是神仙也无力回天！

眼睛问题 免费试用
效果好不好 试用后自己说了算 征集100名眼疾患者，免费验证效果

传递光明
传递♥爱

五 轮 祛 障 疗 法

价值298元眼部水疗 国家发明专利眼贴

不 打 针 、不 吃 药 、不 手 术 、不 用 激 素

古法拨经清障手法 全都免费送 只为验证效果发明专利号：ZL201010148138.8

产品注册号：陕食药监械（准）字2013第2640078号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陕医械广审（文）第2016090051号

本报讯 美联航因其“暴力拖
客”事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其股
票市值也缩水了近7.7亿美元，该
事件因涉事乘客的“华裔身份”
（后确定为越南裔）在中国引起了
广泛关注。对此，美联航CEO4月
18日表示，来自中国的顾客反应
特别激烈，将赴中国对中国顾客

发表谈话说明。
美联航CEO奥斯卡·穆诺兹

4月18日在联航季度营利电话会
议中表示，涉及9日联航3411班
机乘客被拖拽事件的航空公司
员工，都不会因此被开除。他还
说，这次事件中来自中国的顾客
反应特别激烈，事后他曾与中国

领事馆官员谈到，会在之前计划
好，在即将进行的中国访问期
间，向当地顾客发表谈话说明。

他还提到，这是一次真正的
学习，未来联航员工会更加努力
工作，把顾客放在所有事情的最
中心。奥斯卡·穆诺兹表示，9日
的事件是“系统的失败”，他表

示，联航“从来没有考虑”要在这
个事情上开除任何员工。

报道称，美联航正在评估有
关超售机位时的应变处理，以防
范未来类似事件重演。奥斯卡·
穆诺兹说，公司正在对乘客、公
司员工进行访谈，希望可以借此
了解最合适的方法。 （环球）

“暴力拖客”致形象受损

美联航CEO将赴中国说明

嫌犯照片

嫌犯现场被捕（网络照片）

本报讯 还记得那名因为抽烟而
震惊世界的印度尼西亚小男孩Ardi
Rizal吗？当年的他因为烟瘾过重，
才两岁就已经每天抽上40支烟。

据媒体4月19日报道，最初是
美国ABC节目记者在苏门答腊一
个小村庄发现了Ardi，彼时两岁的
小男孩正一边玩着儿童三轮车，一
边吞云吐雾。这件事被曝光后，世
界震惊了，备受责难的印尼政府只
能采取行动，为Ardi特别定制了康
复方案帮助他戒烟。

今年9岁的Ardi就读小学4年
级，已经成功戒除烟瘾和因戒烟造
成的暴食习惯，现在他经常拿下课
业最优奖项。 （海外）

印尼抽烟男孩
如今戒烟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