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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籍游客鲍曙光称在江西三清
山发现疑似老虎的动物并拍摄了数张
照片，鲍否认炒作，称自己也不确定是
否是老虎。三清山管委会宣传部部长
称中山大学的林业专家看过图片后表
示很像华南虎。三清山管委会联系江
西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局，希望其派
专家考察。

又见虎照浮出水面，又是关于华南
虎的新闻。突如其来的三清山虎照，很
难不让人将这几张虎照与“周老虎”的
虎照联系到一起。此次的质疑之声，也
显然远远大于当初镇坪虎照的意见分
歧。看看网络上几乎一边倒的怀疑，大
体上可以想象上一次的虎照事件，对公
众判断力造成了怎样的负面影响。

尽管截至目前，已经有专家表示三
清山虎照里的那个动物很像华南虎，尽
管此番公众已经在一边倒地怀疑，但平
心而论，在没有任何权威的鉴定之前，
无论是专家的判断，还是公众的质疑，
都不过是根据几张不甚清晰的图片所
作出的猜测，是与不是自然难有定论。

毫无疑问，在经历了镇坪虎照事件
之后，公众已经基本上处于谈虎色变的
状态，已经不再会轻易地相信虎照能证
明华南虎的存在。所以，关键的问题并
不在于公众如何去判断，真正重要的，
当是有关专家能否针对现有的图片资
料，以科学严谨的态度，通过周密翔实
的调查，给出一个能让公众听上去合情
又合理的解释。

之所以这么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
在于此前发生于陕西镇坪的虎照事件，
完全是一起人为造假所引发的案件，其
中既有地方政府官员频频闪现的魅影，

同时更有来自于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利
益的考量不惜以制造噱头来吸引公众
眼球的卑劣动机。正是因为前一个虎
照事件里夹杂了太多的地方利益，因而
探寻华南虎是否存在本应秉持的科学
态度荡然无存，虽然在高层的干预之
下，这一次的虎照事件终以“周老虎”入
狱告一段落，但其给当地政府公信力带
来的负面影响，给社会公信带来的损害
却是非常大的。

正是有鉴于此，我们希望再度涌现
的三清山虎照，只是一次真正的游客自
发拍摄的图片，其中既没有人为的因
素，更没有地方政府深藏于其后的经济
动机。当然，现在要下这样的结论还为
时尚早，一切的一切，譬如三清山是否
真有华南虎，三清山虎照是否和“周老
虎”的虎照一样，是 PS 出来的，现在看
都需要权威部门的一一鉴定。

所以，就算是围观效应被不断地放
大，但在真相不明的前提之下公众的习
惯性直觉是靠不住的，习惯性判断也是
难以经得住推敲的，其根据此前的虎照
事件来合理演绎此次的虎照，也很难说
就是正确的。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
了。要想让三清山虎照不再在公众无
休 止 的 猜 测 之 中
成 为 一 个 社 会 话
题，不再成为社会
公信的笑柄，我们
不 需 要 不 断 有 跟
进的围观，更不需
要 地 方 利 益 的 挟
裹，而只需要一次
纯科学的鉴定，仅
此而已。

“ 周 老 虎 ”有 假
“鲍老虎”是真的吗

□ 沈 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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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华盛顿邮报》当地时间 11 月 3
日对美国 2010 年中期选举出口民调最
新结果显示，美国共和党（党徽“大象”）
成功夺取了众议院多数席位，从民主党
（党徽“驴子”）手中夺过了众议院控制
权。民主党则保住了对参议院的控制
权。“国会分裂”已成定局。

共和党夺得众议院多数席位

据报道，美国 2010 年中期选举大部
分州已经结束投票，最新出口民调结果
显示，共和党在众议院 435 议席中已获
过半席位，重新掌控众议院。

总统奥巴马所在的民主党在众议
院已开出的席位中获得了 150 个席位；
而其最大对手——共和党在已开出的
席位中，已占据 224 个席位。还有 61 个
议席等待开出。

美国众议院此次共有 435 个席位重
新选举，占据过半数席位(218 个席位)的
政党，将夺得众议院控制权。根据当前
统计结果，共和党已经获得 224 个席
位，在众议院中占过半多数成定局。

民主党保住参议院控制权

美国民主党则保住了参议院多数
席位，仍握有掌控权。

据报道，《华盛顿邮报》最新出口民
调结果显示，在美国 2010 年中期选举当
中，总统奥巴马所在的民主党在参议院

已 开 出 的 97 个
席位中获得了 51
个席位，超过参
议院 100 个议席
中的半数，获得
了 参 议 院 掌 控
权。

而其最大对手——共和党在参议
院开出的 97 个席位中，占据 46 个席位，
略逊一筹。

分析称影响奥巴马连任言之过早

美国中期选举民主党如果兵败如
山倒，最高兴的当然是总统奥巴马的政
治对手；不过，如果现在就急着为他发
布 2012 年总统大选的政治败言，未免言
之过早。

各界普遍认为，选民将借着这次中
期选举发泄心中的不满，这距离奥巴马
登上白宫宝座不过 2 年时间。外界看
好共和党将夺回众议院过半席位，并削
弱民主党的参议院势力。

专家纷纷质疑，奥巴马何以突然失
去 2008 年的超级“魔力”，以及他会不
会一任届满便黯然下台。

分析称，若共和党真的在这次中期
选举胜出，之后的政治冲突自不在话
下，两党必定会为税赋和赤字问题争执
不休，而 2012 年总统大选的政治角力也
会逐渐升温。

奥巴马有了数十年来美国总统最
全面的立法成就，包括全民医改和金融
改革，不过只关切经济困境的选民，似
乎不太买账。

从历史上来看，美国总统声望从谷
底大翻升，并不是不可能。特别是目前
美国政局如此动荡不安，中期选举
可能无法准确预测总统任期
的长短。

宾州维克斯大学政治系
教授波迪诺说：“选民在
2008 年大选后，就认为
共和党已经没有翻身之
日。”

他说：“认为 2010 年中期选举后，民
主党已难再成气候，这实在是言之过
早。”

奥巴马支持者期望历史重演：1982
年中期选举恰逢经济衰退，里根总统的
共和党在众院丢掉 26 席。2 年后，经
济触底反弹，里根宣布“美国重见光
明”，并因而压倒性大获全胜，结果连
任成功。

1994 年，克林顿的民主党在“共和
党革命”中被切断国会山庄命脉，众院
大幅流失 52 席。不过，克林顿绞尽脑
汁，用稳固的政治根基重塑总统形象，
力压共和党，成为杜鲁门之后首位赢

得 连 任 的 民 主 党 总
统。

（忠 信）

美国中期选举分裂国会

象夺众议院 驴主参议院

“神勇副局长，身手不凡！”11月 2日，
温州不少论坛上一段“警匪追逐”的视频受
到网友热捧。

视频记录的是11月2日上午发生在温
州市乐清柳市镇湖东村的真实一幕：柳市
公安分局副局长赵森淼驾驶警车一路跟踪
两个小偷，下车后，他又冲在最前面，朝手
持匕首的小偷扑去……

帖子发出后，许多网友对赵副局长大
加赞赏。有网友说：“这位副局长可真拼
呀！真是勇哥！”更有网友称：“赵森淼，我
已迷恋你，你不再是传说。”

失主半路拦下警车求助

11月 2日早上 9时 30分，乐清柳市公
安分局副局长赵森淼、民警孙志文及一协
警开着警车准备去沙岙村查看一盗窃现
场。途经柳市智广村 104 国道时，路边突

然冲出一人挥手拦车：“警察同志，我的电
瓶车被人偷了，小偷就在前面。”

赵森淼放眼望去，只见一辆摩托车正
“带着”电瓶车行进。原来偷来的电瓶车起
动不起来了，两个小偷居然用摩托车做动
力拉着电瓶车前进。

“偷偷跟上！”为了不打草惊蛇，赵森淼
要民警开车暗暗跟踪。

他死死按住挥舞匕首的贼

大约跟了1公里，赵森淼见时机成熟，
当即下令警车提速逼近两个小偷。当警车
尾追到湖东村一条巷子时，驾驶摩托车的
那人似乎感觉到了不对，立马加大油门，甩
掉同伙逃跑了。

而电瓶车上一身体强壮的男子，也放
倒了电瓶车，拔腿便逃进小巷子。

“追！”赵森淼立即下车实施抓捕，并果

断指挥民警与协警分头包抄。
在巷子内追了 50 米，赵森淼一个箭

步，将其拉住喊道：“别动，警察！”接着他就
用手扣住强壮男。不料，强壮男张开嘴巴
朝他猛咬。赵森淼避开后，将其扑倒在地。

倒在地上的强壮男很快抽出一把匕首
挥舞开来。眼疾手快的赵森淼见状，随即
紧紧地按住强壮男的手腕。随后，又有几
人冲上来帮忙。

然而，强壮男仍用手紧握着匕首想进
行“最后的反抗”。

“绝对不能让他的匕首伤到人！”为避
免强壮男手中的刀伤及旁人，赵森淼用手
紧紧按住强壮男的手腕一刻也不敢放松。

就这样，当时场面一度呈现僵持状况，
赵森淼的手指被划出了好几道口子。

最终，大家将强壮男的匕首夺下。顿
时，现场围观群众响起一阵掌声。

小偷说碰上这个警察算倒霉

闻声而来的湖东村一巡防队员一眼
认出了赵森淼。“我知道这位是柳市分局
的副局长，真是厉害，幸好他按住了对方
的手腕，不然肯定有人要受伤。”

被抓的小偷承认，这辆电瓶车的确是
刚偷来的。“碰到这个警察算我倒霉！以前
我可是从来没有失手过。”小偷说。

记录赵森淼神勇抓贼的视频在网络上大
热后，不少网友纷纷打探起他的个人情况来。

据了解，赵森淼在他们局里可是个传
奇人物。

赵森淼今年 40岁，当过兵，警龄有 10
年了。他的同事说，赵副局长身手很不错，
带领大家破过很多案子。就在 2006 年和
2008年，他还获得过两次三等功。

除此之外，赵森淼人长得也很帅，女警
们私下里都叫他“帅哥”。

当然，赵副局长已经成家了，有一个
可爱的女儿。而平日里，因为工作太忙，
他基本没什么太多的娱乐活动。不过为
了保持体能和身手，他经常会抽空游泳
和跑步。 （倩 婉）

公安局副局长当街追持刀小偷
长相英俊，身手不凡受网友热捧

腾讯公司和 360 公司之间的纠纷正
进入高潮。11月2日，曾有消息人士在新
浪微博中称腾讯将有反击的大动作，而昨
日下午腾讯公司向用户发出公开信，称在
360公司停止对QQ进行外挂侵犯和恶意
诋毁之前，已决定将在装有360软件的电
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

腾讯要求

针对这一消息，腾讯公司相关负责人
称，上述行动已经展开。腾讯QQ用户将
陆续收到相关的信息提示，并需要立刻在
腾讯和360之间作出选择。

该负责人对新浪科技表示，付费QQ
用户和非付费 QQ 用户都将受到影响。
据悉，如果付费 QQ 用户因不接受新条
款，而不能继续获得 QQ 相应服务的话，
腾讯方面表示将会出台相关细则，对受影
响用户进行补偿，但目前并没有这方面的
详细时间表。

腾讯方面表示，除非 360 方面停止
“对QQ的安全功能进行恶意污蔑”，否则
双方将没有和解的可能。同时，腾讯公司
还将在起诉 360 公司的官司中要求对方
进行道歉。

9月27日，360发布针对腾讯QQ的隐

私保护器，此举引发了360公司和腾讯公司
之间的一场口水大战和隐私保护争议。

360声明

昨日晚间，针对腾讯将在装有360软
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 QQ 软件一事，360
公司刚刚作出回应，360公司在公开发表
的声明中称：

腾讯发表公开信的意图，是以不能使
用QQ为要挟，强迫QQ用户卸载360系列
软件。原因是“360 隐私保护器”曝光了
QQ 涉嫌偷窥用户隐私的行为，而 360 新
推出的“扣扣保镖”可以保护 QQ 用户安
全，阻止 QQ 偷窥用户隐私，因此遭到腾
讯恶意报复。腾讯的动机只有一个：坚持
强行扫描用户硬盘，绑架和劫持用户，以
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声明中还表示，腾讯公司强迫用户卸
载 360 软件，将严重威胁网民安全，和整
个中国互联网的安危。360 公司已向监
管部门汇报，国家将对腾讯危害网民安全
的行为进行紧急干预，请大家耐心等待。

最后，360公司声称已做好了充分准
备，保证大家能够继续同时正常使用QQ
和360软件，并且相应措施将尽快推出。

（孟 鸿）

360与腾讯纷争升级

腾讯要求用户在QQ与360中二选一360 保 证 和 QQ 同 时 正 常 使 用

自从入主白宫以来，奥巴马每天坚持
收看 10 封普通美国公民写给他的来信，
有时候甚至会给某些来信者回信。但是
令人惊讶的是，一对手头拮据的美国夫
妇，竟将奥巴马的回信以 7000 美元
（46729元人民币）的价格卖掉。

珍妮弗·克莱恩是密歇根州人，曾于
2009年写信给奥巴马总统，倾诉其失业、
患上皮肤癌以及没有医疗保险的痛苦，并
幸运地获得了奥巴马的亲笔回信。奥巴

马在信中表示：“我知道现在是艰难时期，
但获悉有许多民众同你和你的丈夫一样
对我有信心，我相信情况会好转。”

如今，生活拮据的她被迫将这封信以
7000美元的价格转卖给一位纽约签名经
销商。而这位商人认为，奥巴马的这封信
足以卖出 1.8 万美元（12 万元人民币）的
高价。珍妮弗的丈夫詹森说：“这些钱将
帮助我们度过这个冬天。”

（杨 柳）

因手头拮据

美夫妇七千美元卖掉总统回信

当地时间 10月 31日，巴西执政党
劳工党候选人、62岁的迪尔玛·罗塞夫
不出意外地赢得总统大选。这位曾参
加过游击队、坐过牢、当过能源部长的

“铁娘子”将成为巴西历史上第一位女
总统。

罗塞夫将于明年 1 月 1 日正式就
任，成为巴西这个南美洲最大经济体的
国家首脑。

被捕受酷刑

罗塞夫曾担任巴西能源部长和总
统办公室主任等要职。

罗塞夫出生于 1948 年，她的母亲
是一名巴西教师，父亲佩德罗·罗塞夫
是保加利亚政治难民，逃到巴西后成功
转型为商人。罗塞夫小时候家庭生活
富裕，跟父母住在一幢有3个佣人的大
房子里，父亲在 1962 年逝世时留给母
女大约15处房产。

早年在一所修女主办的寄宿学校
学习时，罗塞夫跟其他同龄女孩并没有
什么不同，但是在转到公立高中后，她

逐渐有了政治意识。她在1967年加入
巴西社会党，后来又加入反抗军政府独
裁统治的游击组织。据说罗塞夫能熟
练使用武器和各种游击战术，也懂得怎
样对付军警。1970年1月，罗塞夫被圣
保罗警方逮捕，据称她被拷打折磨了
22 天，遭受拳打、鞭击，甚至被电击。
后来，她在出庭受审时公开了遭受酷刑
的经历，甚至指名道姓点出那些折磨她
的人。1972年底，罗塞夫出狱，后来重
回学校学习经济学，并于1977年毕业。

经受癌症考验

在2009年4月25日的一个新闻发
布会上，罗塞夫向外界公布其左臂腋下
淋巴系统出现了癌变。虽然癌症发现
较早且治愈率高达90%，但是4个月的
化疗依然给她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她的
双腿因为化疗引发的炎症出现剧烈疼
痛，还失去了漂亮的黑棕色卷发，戴了
数月的假发。2009年9月初化疗结束，
其癌症治愈。

（蔡东海）

罗塞夫当选巴西首位女总统
曾参加游击队、入狱受酷刑

英国和法国 11 月 2 日在伦敦签
署军事合作协议，其中包括共同研
发并试验核武器。

报道称，两国此次签署的合作协
议包括共同防卫伙伴协议和核合作
协议。根据计划，英国将设立中心
负责技术研发，而法国则主要负责
武器试验。

英国首相卡梅伦说，此举将能够
使英国民众“更为安全”，并且也是
两 国 长 久 以 来 军 事 合 作 的“ 新 篇
章”。到访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则形
容这个包括两国组建远征军的协议
是“历史性”的条约。

英国首相府发言人也称，此条约
代表两国是“战略伙伴”，将共同应

对挑战。
据悉，虽然英法签署了此条约，

但两国仍将分别控制本国所有的核
武器，也不会分享有关的核武机密。

英法两国最近都宣布了财政紧
缩方案，英国国防开支在未来四年
内将削减 8%。

英国国防审查报告说，尽管国防

预算面临削减，但英国仍将保持“全
球参与者”的地位，而法国则是英国
的“主要战略伙伴之一”。

卡梅伦也声称，英法两国军力相
当，军队结构类似，都拥有核威慑，
双方合作将会十分有效。不过卡梅
伦同时强调，这只是双边合作，英国
并没有放弃主权。 （钟 欣）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11月 2日
在挪威首都奥斯陆访问时表示，俄总统梅
德韦杰夫计划视察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
方四岛）其他岛屿，并计划加大对南千岛
群岛的投资。

拉夫罗夫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说，
梅德韦杰夫当天早些时候与他通话，“总
统说他将视察（南千岛群岛）其他岛屿”。
拉夫罗夫同时表示，俄方目前没有召回驻
日大使的计划。

日本不满俄不屑

俄总统高调视察“北方四岛”触动了
日本的敏感神经，旋即激起日方的强烈反
对。日本外务大臣前原诚司召见俄罗斯
驻日大使别雷，向俄方提出“严重抗议”，
称日本将就此事进行调查。日本首相菅
直人11月1日稍早时则就俄总统访问“北
方领土”一事“深表遗憾”。

与日俄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俄

关系空前友善，俄罗斯加大了对中国的石
油天然气供应。

报道说，俄罗斯官员曾私下将俄日关
系与俄中关系作对比。中国目前已成为
俄罗斯第二大贸易伙伴，而日本与俄罗斯
双边贸易额不到中俄贸易额的一半。

俄罗斯下议院国际事务委员会主
席萨切约夫称，日本应该搞清楚，想要
磋商千岛群岛的未来，须取决于俄方的
意愿。

日忧能源供应链被断

而据消息称，日本企业已经就俄总统
“登岛”引发的外交争端表示担忧。他们
担心问题迟迟无法解决将影响到日本公
司在俄罗斯市场的商业活动。

鉴于俄罗斯是日本重要的能源进口
国，日本政府也担心双方关系的持续恶化
将影响到本国能源的持续供应。

（杨晓军）

梅德韦杰夫梅德韦杰夫1111月月11日登上南千岛群岛日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日本称北方四岛））

俄总统拟视察另外三座争议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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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签署“历史性”军事协议
将组建远征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