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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一名
"$

岁的女学生被任
命为该国北部边境一个深受毒品暴
力活动困扰的小镇的警察局长!原因
很简单"""没人敢要这份工作#

这名女学生名叫玛丽索尔$巴
列斯$加西娅!在墨西哥暴力活动最
严重的华雷斯市学习!主修犯罪学%

她管辖的瓜达卢佩镇位于华雷斯以
东大约

%$

公里!靠近美墨边境!居民
大约

&

万人#

这个镇的时任镇长
'

月
&(

日在他
位于华雷斯的住所中遇害#当地很多
官员&警察和安保人员遭杀害!其中
部分被斩首# 华雷斯贩毒活动猖獗!

暴力事件频发# 过去两年!贩毒集团
之间的暴力活动致大约

#$$$

人丧生#

墨西哥总统费利佩'卡尔德龙
自

)$$'

年加大打击贩毒力度!派遣
军队参与清剿毒贩# 加西娅说!她
将努力在社区和学校推广预防吸毒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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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科齐表示将继续推行退休制
度改革之后 !罢工抗议者们将( 炮口 )

对准了用公共财政过着奢华生活的萨
科齐夫妇%

英国媒体报道! 作为受金融危机影
响最严重国家的领袖! 萨科齐与名模夫
人布吕尼的生活丝毫未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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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萨科齐夫妇被爆出每日花费公共财政
''$

英镑用于购买鲜花% 一次!他们因迟
交电费和天然气费被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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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镑!为
此买单的也是政府%

近日! 萨科齐表示! 为减少政府开
支! 他将自掏腰包支付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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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镑的
生活费!但几天后!他又花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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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英镑为
他和夫人购买了一架供总统使用的
!*-$

飞机% 很多抗议者都对萨科齐的私
人生活表示不满! 一位抗议者说*( 一想
起这个飞机! 我就有动力再抗议几个星
期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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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萨科齐的飞机
我就有动力抗议)

总统夫妇奢侈生活
成法国罢工焦点

美国前总统乔治$
.

$布什
&(

日在家乡
得克萨斯州发表演讲时谈到卸任后的生
活! 他笑称自己很快适应了在邻居草坪捡
拾自家宠物粪便的普通人的角色转变%

布什卸任后很少出席公众活动!由
于今年

&&

月初他将出版讲述其白宫岁月
的书籍+ 抉择时刻, !最近计划接受一系
列采访%

他说!离任才
&$

天!他就站在邻居家
的草坪上!手拿塑料袋!捡拾他在( 之前

%

年中一直逃避的)狗粪% 谈到
%

年的白宫
生活! 这位前总统流露出怀旧情绪% 他
说*( 我怀念- 在白宫.养尊处优的生活!

怀念/ 空军一号0!怀念担任一个强大军
队统帅的感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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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布什讲述离任后生活

已习惯捡拾狗粪
很怀念白宫岁月

&$

月
%

日晚开奖的( 欧洲百万)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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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英镑头奖最终花落英国!可至今却
没人前去领取这一创下英国彩票奖金
纪录的巨额奖金# 直到日前!一名不愿
透露姓名的老妇爆料! 她本人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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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英镑彩票大奖的得主!可她却无法前
去领奖!因为那张中奖彩票已被她的马
大哈丈夫当垃圾扔了!这名老妇根据记
事本上记录的彩票号码发现自己中了
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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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可能是最倒霉的幸运者

彩票被当垃圾扔掉
中
&

亿英镑无法兑奖

别怀疑!

这座%%岁的别墅真是纸做的
由美国一工程师建成 满屋家具也用报纸( 打造) 已成为地标式经典

没人敢接手 墨)$岁女生当警长
当地暴力事件频发!很多官员警察遭杀害

根据缅甸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
)&

日颁布的法令!缅甸正式启用+ 缅甸联邦
共和国宪法,确定的新国旗&新国徽!国歌
保持不变# 当天下午!缅甸新首都内比都
和原首都仰光举行了新国旗升旗仪式#

)$$%

年!缅甸全民公决通过了+ 缅甸
联邦共和国宪法, # 依据新宪法!缅甸国
名将为缅甸联邦共和国!首都为内比都!

实行总统制! 总统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
脑# 三军总司令为各武装力量的最高统
帅! 军队在各级议会中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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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经选
举产生的议会代表席位# 缅甸将实行多
党制!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奉行自主&积
极&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不允许外国在缅
甸驻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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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0

日! 缅甸将依据新宪法
举行多党制全国大选#据官方早前宣布!

共有
10

个政党参加大选#其后!现军政府
将向新政府移交国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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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启用新国旗国徽
现军政府将交权

据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工
程师和发明家艾利斯'斯坦曼
为了验证一下报纸的绝缘性!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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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利用邻居和朋
友捐赠的废报纸建造一座纸房
子# 这座纸建筑除了外墙是用
报纸砌的! 就连室内的家具也
全是用报纸粘在一起制作的#

经过
%%

年的风吹雨打!房子最
外层的报纸有些剥落! 但是它
依然像最初一样坚固#如今( 纸
房子) 已经成为一个提倡环保
生活理念的建筑奇迹和当地地
标式的旅游景点#

据报道!美国马萨诸塞州工程师和发明
家艾利斯'斯坦曼是位瑞典移民! 早年曾经
发明过一种制造回形针的机器# 由于平时经
常与纸张打交道!于是他突发奇想"""可否
利用纸张打造一座房子呢1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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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起!斯坦
曼开始大胆尝试用废旧报纸建筑房子# 起先
他只是做着玩的! 想试验一下报纸的绝缘
性!没想到从此竟一发不可收了#

两年之后!最初的小纸屋渐渐发展成一
座颇具规模的( 纸别墅)# 乍一看!这座特殊
的建筑与普通的木屋并无区别! 木制的框
架&地板和天花板# 可是仔细一瞧!它的所
有墙体竟然是由一张又一张的废报纸逐层
压制而成!足足有

&

英寸厚#为了防止雨水渗
漏! 斯坦曼又特意在最外面涂了一层防水
亮光漆#

更令人称奇的是!这座绝无仅有的纸建
筑除了墙体之外!就连室内家具也全是用报
纸做的!而且件件坚固耐用无比#

他用面粉& 水和苹果皮自制了一种黏
合剂 ! 再用这种黏合剂把报纸卷粘在一
起 !制成了桌子 &椅子 &灯架 !甚至还有一
架钢琴# 斯坦曼称他不需要花多少钱就能

够得到足够的建筑原料 ! 因为街坊四邻 &

亲朋都愿意把家中不要的废旧报纸白送给
他盖房子#

纸房子于
&()-

年全部竣工后! 斯坦曼爱
不释手!在里面前后居住了

'

年!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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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由于纸房子冬暖夏凉!它俨然成了斯坦曼的
避暑山庄#

斯坦曼去世之后!纸房子传到了他的后
人手中! 目前由他的侄孙女埃德娜'比尤多
因负责监管#

据埃德娜介绍*( 事实上!我猜想他
2

斯坦
曼
3

当初曾想用护墙板覆盖墙面的!但是最终
并没有这样做# 也许这是因为他好奇的天
性!他想看不用护墙板!纸墙会发生什么样

的变化# )当被问及斯坦曼最早是如何萌生
建造纸房子的念头时!埃德娜坦言*( 其实我
也不太清楚!也许他非常节俭吧# 废报纸非
常廉价!而且每个人都愿意捐赠给他# )然而
实际上!斯坦曼生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
表示*( 我一直痛恨人们在看了几分钟报纸
后便将它们扔掉的浪费行为# )

难能可贵的是!斯坦曼当年在利用废报
纸这种可循环材料建房时!许多诸如( 低碳
环保)&( 可回收垃圾) 之类的时髦词汇压根
还没发明出来#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风吹雨
打! 纸房子最外层的报纸虽然有些剥落!但

是它的内部依然像最初一样坚固#如今
%%

年
过去了!这座独一无二的纸建筑依然屹立不
倒!成为一个建筑奇迹和环保生活理念的象
征!甚至成为当地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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