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 河南商报
!"#" ! $! " % # $%&

!" '( ! #$ )*+ ! %$ ,- ! &' ./

!"#

$$

月
%&

日! 韩国政府相关人士表
示!朝鲜内部把金正恩称为" 炮兵专
家#精通炮击的军事天才$!韩国正在
关注这一情况%

据韩国 & 朝鲜日报'

$"

月
"

日报
道!韩国统一部相关人士表示!去年
下半年多人证实!他们曾听到" 金正
恩是炮兵专家$的宣传%

& 朝鲜日报'还称!该报获得的朝
鲜宣传材料称!金正恩深知炮兵在现
代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上金日成军事
综合大学时就攻读了炮兵学%金正恩
在制作炮兵部队作战地图方面表现
出了卓尔不群的才能!金正恩把多张
自己制作的作战地图给人民军指挥
官看! 那些指挥官看后禁不住惊叹
说(" 这是体现伟大领袖 ) 金日成*和
敬爱的将军) 金正日*军事战略思想
的最佳方案% $

韩国政府人士对此表示!有消息
称! 金正恩的毕业论文提出了运用
'()

提高炮击精确度的方法% 由此看
来!金正恩关注炮兵一事!可能是事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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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俄亥俄州一名犯有
*

起抢劫
案的罪犯作案时戴着酷似黑人模样
的面具% 面具相当逼真!甚至骗过了
警察的眼睛%

在一次案件中! 根据作案者的模
样!警方误将一名黑人当嫌犯逮捕!该
黑人的母亲看到电视上播出的犯罪嫌
疑人照片时!都以为是自己的儿子%

现年
+&

岁的
,-./012 31456/07

在
法庭承认自己是俄亥俄州汉弥尔顿
郡一起严重抢劫案及另外

8

起抢劫案
的凶手%

,-./012 31456/07

曾戴着面具在
%

个小时之内抢劫了
9

家银行及一名药
剂师!总共劫获了

$!8

万美元%犯罪现场
目击者称罪犯是一名黑人! 且监控录
像里也表明作案者是一名黑人%

31456/07

的女友看到了关于抢劫
的报道! 并在

31456/07

入住的酒店里
发现了两个面具和有追踪印迹的钱
币!随后向警方报了案%

这种硅树脂材料的面具买自加
州范纽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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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面具公司
)(ABC0?7?

% 据
)(ABC0?7?

网站描述
这种面具" 与真人的肉及肌肉非常相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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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媒体
$

日报道! 维基解密网
站爆料说!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瑞士
银行设有

D

个银行账户% 埃尔多安对此
大为光火!威胁要起诉说出这个言论的
美国大使% 埃尔多安也誓言!如果能够
证明他在瑞士有账户!他将辞职%

维基解密公布的关于土耳其总理

秘密账户的电文日期为
E&&9

年
$"

月
%&

日!由
当时的美国驻土耳其大使埃德尔曼发出 %

电文说("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在瑞士银行
有

D

个账户!埃尔多安解释!他的财产来自
于儿子的结婚贺礼! 一名土耳其商人为埃
尔多安的

9

名在美国留学的子女支付所有费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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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最新通缉令是在维基解密揭
露美国外交机构的最新机密文件之后
发出的!因此这不可避免地让人联想到
美国从中扮演的角色%

之前!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强烈谴责
维基解密公布大批外交电文的做法是

" 对整个国际社会的攻击行动$%而就在

更早之前!阿桑奇告诉美国& 时代周刊'说!

有一封电报似乎显示!美国下令外交官监视
外国官员!特别是联合国官员!是美国国务
卿希拉里签署了这些命令% 可见!阿桑奇已
经极大地触怒了美国政府官员!并且将自己
置于一个完全的对立面!美国政府不可能不

" 有所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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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桑奇出生于澳大利亚的昆士兰
州!

D

岁时父母离异%他上过
%F

所学校的
故事广为流传%

$*

岁时阿桑奇离家闯荡
世界!他阅读广泛!热爱科学#数学%

阿桑奇很早就展露了他在计算机
技术方面的天赋% 上世纪

D&

年代!十多
岁的阿桑奇就组建了黑客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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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侵入过加拿大
电信公司及其他机构的电脑系统%

$MM$

年的一次黑客攻击事件后!女友离
开阿桑奇并带走了他们的孩子!阿桑奇与其
展开了一场争夺监护权的持久战% 据英国
& 卫报' 报道(" 正是这场对监护权的争夺使
他痛恨当局% $& 卫报'文章称!阿桑奇怀疑政
府中有人密谋陷害他%& 卫报'根据阿桑奇的
人生经历推论(他痛恨威权!是个阴谋论者!

这样的一名计算机高手建立" 维基解密$网
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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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政府人士称
朝鲜宣传金正恩是炮兵专家

美国一白人抢劫
戴逼真黑人面具骗倒警察

他是炮兵专家+

他能颠倒黑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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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解密创始人遭全球通缉

国际刑警(让你揭秘!你个色狼
国际刑警组织于当地时间

$E

月
$

日针对维基解密网站创始人
朱利安,阿桑奇发出了红色通缉
令!要求各成员国立即逮捕他!从
而再次使维基解密成为一个世界
性的热点话题%

英国媒体称! 阿桑奇目前藏
匿在伦敦! 英国警方已掌握其确
切藏身位置和电话号码! 但迄今
尚未批准根据国际通缉令对其实
施抓捕%

阿桑奇一直否认有关指控% 阿桑奇
虽然是澳大利亚人!但近年来主要在欧
洲生活% 因为瑞典法律保护泄密者!因
此维基解密网站在

E&&F

年将其服务器
由美国迁往瑞典%不过!瑞典在今年

$&

月
拒绝了他的居住申请%

据他的支持者称!阿桑奇过着如同
间谍一样的生活! 每个晚上都换地方

过夜% 厄瓜多尔政府曾表示愿意给阿桑奇
居留权!厄外交部副部长卢卡斯上月

%&

日
才宣称(" 如果他愿意!我们将向他提供居
留权 % $但仅过了一天 !厄政府就立场大
变!总统科雷亚

$E

月
$

日表示 !政府没有承
诺为阿桑奇提供无条件庇护 !" 维基解密
网站违反美国法律泄露这些信息是一种
错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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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警组织在其网站上发出的
红色通缉令的解释中称!阿桑奇被指控
在瑞典犯下了性侵犯罪行!因此根据瑞
典司法部门的请求决定在全球逮捕他!

希望所有的成员国予以协助% 总部设在
法国里昂的国际刑警组织还表示!已经
通知所有会员国! 如果发现阿桑奇!立

即将他逮捕% 阿桑奇被指在今年
D

月对两名
瑞典女子进行了" 强奸$和" 猥亵$%瑞典检控
机构签发了针对阿桑奇的逮捕令%

英国媒体援引伦敦警方的话说!警方知
道阿桑奇目前藏匿在英国东南部地区%但目
前英国严重犯罪调查机构拒绝批准对他的
抓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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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兵9万!美日今起联合军演
规模达韩美军演

*

倍 韩国将派员观摩 中方回应(武力解决不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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