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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 09

埃航飞机遭劫持 追踪

2016年3月31日
星期四

塞浦路斯法院30日审理了
埃航客机被劫案，判处埃及男子
赛义夫丁·穆斯塔法拘留8天。现
年59岁的穆斯塔法面临的指控
包括劫机、非法持有爆炸物、绑
架和威胁实施暴力行为等。

法院法官马瑞亚称，她认
为警方要求拘留嫌犯穆斯塔法
8 天是非常有必要的。塞浦路
斯检察官安德里亚斯则表示，
穆斯塔法在被警方逮捕后告诉
警方说，“作为一个 24 年没有
见过妻子和孩子的男人，在埃
及政府不允许他见的情况下，
他能怎么办？”

在塞浦路斯法院审理完此

案后，随着警车缓缓驶离法院，
警车中的穆斯塔法戴着手铐向
围观人摆出了“V”形胜利手势。

据了解，这并不是穆斯塔
法第一次触犯法律。埃及内政
部称，他有犯罪记录，曾犯下
包括“伪造文书、冒充他人、盗
窃和交易毒品”等罪行。据埃
及内政部的声明，穆斯塔法曾
因伪造文书罪被判处一年有
期徒刑，但他在2011年越狱逃
跑。而在经过后续的法律程序
后，他从 2014 年 1 月 5 日开始
重新服刑，直到约一年后才被
刑满释放。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社、新华网

合影完毕，因尼斯推断，穆
斯塔法身上的炸弹多半是假
的。他回到座位上，开始用手机
给朋友发送这张合影，并让对
方“赶快看新闻”。“搞什么？”
朋友回复道，“那个家伙胸前绑
的是炸弹吗？你没事吧？你下飞
机后告诉我们。”

因尼斯还给他妈妈发信
息。“我妈显然急得要死，一直
告诉我别出风头。我不知道怎
么跟她说，我已经跟一个劫机
犯拍了自拍。”

对峙大约 6 小时后，穆斯
塔法最终决定释放机组人员
和剩余乘客。因尼斯说，穆斯
塔法向飞机后部走去，他和
其他乘客及客舱乘务员走向
舱门，飞机驾驶员则把自己
反锁在驾驶舱，从驾驶舱窗
口爬出飞机。

由于害怕穆斯塔法引爆炸
弹，他们一路狂奔，直到远离飞
机时才长出一口气。

穆斯塔法最终投降。经检
查，他身上的炸弹是假的。

华人医生灭门案
嫌犯被控谋杀罪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华人中医韩伟
东一家三口上周惨遭杀害，当地检察官
29日对凶案嫌疑人提起谋杀指控。调查
结果显示，嫌疑人曾是韩伟东的生意伙
伴，杀人动机可能源于商业纠纷。

嫌疑人名为皮埃尔·哈布森，26
岁，来自加州圣迭戈县欧申赛德市。案
发地所在圣巴巴拉县的检察官指控他
在“特殊环境下，用手枪行凶杀人。”

哈布森承认杀人事实，检察官尚
未决定是否要求法院判处他死刑。

哈布森当天短暂出庭，但没有认
罪。他应于 4 月 14 日再次出庭，接受
传讯。

警方 23 日在韩伟东在郊区住宅
的车库里发现了一家三口的尸体。三
人均头部中弹，尸体用塑料纸和胶带
包裹。

警方说，因韩伟东一反常态地没
有参加原定当天上午在洛杉矶市举行
的一场会议，他的同事觉得不对，又联
系不上他，遂向警方报案。邻居最后见
到韩伟东一家是在22日晚上。

韩伟东57岁，妻子于慧洁29岁，
女儿埃米莉很快就要迎来6 岁生日，
已经向邻居和朋友发出了聚会邀请。
经过30多个小时的调查，警方25日中
午在距离案发地点270多公里的圣迭
戈县一座加油站逮捕了哈布森，并在
他驾驶的小汽车内发现了一把上了膛
的手枪和一些属于被害人的财物。

这起案件震惊了圣巴巴拉县。他
的一些病人得知噩耗后来到诊所，在
门前摆下鲜花和卡片，寄托哀思。其
中一张卡片写道：“许多人会怀念你
的聪明才智。韩医生，谢谢你给我带
来了新生。”

韩伟东是一名有执照的中医针灸
师，出身于中医药世家，1982 年从北
京一所大学以优异成绩获得中医和西
医学位，后前往美国学习心理学。他在
圣巴巴拉县开了一家中医药诊所，给
前来就诊的患者开方抓药，提供针灸
治疗，在当地是个名人。他生前研究中
西医结合疗法，曾与人合著《古老的草
药，现代的医学》一书。 （新华社）

新西兰公决：不换国旗

新西兰选举委员会 30 日公布全
民公决最终投票结果，历时十几个
月的更换国旗进程以保留现行国旗
告终。

选举委员会公布的结果显示，共
有近316万新西兰选民登记参与这次
以邮寄形式进行的全民公决，总计收
回选票214万多张，投票率达67.78%。
这是新西兰近年来举行的全民公决中
投票率较高的一次。

最终，带有英国米字旗图案的新
西兰现行国旗获得 56.6%的选民支
持，而黑白蓝配色、以银蕨叶和红色南
十字星为主要设计图案的备选国旗方
案获得42.3%的选民支持。

此次全民公决始于2016年3月3
日，问题是“你选择哪面旗帜作为新西
兰国旗”，选民需在选票上打钩选择现
行国旗或备选国旗方案。备选方案是
在去年11月20日至12月11日举行的
一次全民公决中从5个候选方案中选
出的。

新西兰现行国旗为长方形，旗底
深蓝色，左上角是英国米字旗图案，右
侧是代表南十字星座的4颗镶白边的
红色五角星。这一国旗设计始于1902
年。有人认为，现行国旗带有英国殖民
特征，易与澳大利亚国旗混淆。新西兰
总理约翰·基多次公开主张更换国旗，
并表示希望新国旗上有新西兰特色的
银蕨叶图案。 （新华社）

首破5万亿日元
日本军费创新高

日本执政联盟 29 日凭借多数议
席优势，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
过2016年度预算案，一般财政预算总
额约达 96.72 万亿日元（约合 8511 亿
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包括养老金
与医疗在内的社保费用预算高达约
31.97万亿日元（2813亿美元），同样刷
新最高纪录。而用于防务部分的费用
则首次超过5 万亿日元，比去年增加
1.5%。

此外，预算案中还包括为实现政
府提出的“一亿活跃社会”的费用，包
括旨在减轻低收入家庭的幼儿教育费
用以及扩建保育设施等政策开支。日
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
天就预算案表示：“将继续利用“安倍
经济学”增收的税款，完善看护和保育
措施，确保人才。”他同时就明年4月
再次上调消费税率重申“只要不发生

‘雷曼危机’或大地震级别的严重事
态，就将按计划实施。” （新华社）

30日，缅甸举行总统权力交接仪式和新
政府宣誓就职仪式。当选总统吴廷觉与当选
副总统、新一届联邦宪法法院法官、联邦选举
委员会成员和各部部长在联邦议会宣誓就
职，随后与前总统吴登盛完成权力交接。由缅
甸全国民主联盟（民盟）领导的新政府将于4
月1日正式开始施政。

年逾花甲的昂山素季将出任外交部长、
电力和能源部长、教育部长和总统府部长，身
挑四职。作为缅甸新政权的“老船长”，昂山素
季从党务交接到政务安排，从权力分配到政
策指向，悉数做了部署。

在党务层面，按照现行法律规定，昂山素
季不能再参与民盟党务活动，但依然可挂名
民盟主席或委托他人代行主席职责。对此状

况，昂山素季委派中央执委会集体领导民盟，
指派新设的五人秘书处处理日常党务。

在政务方面，因受宪法限制，昂山素季无
法就任总统。作为对策，她作出了既不当议
长、也不专司民盟主席的选择，她用入阁当部
长的方法告知外界，她要主导政府施政，既掌
舵，又摇橹，引领缅甸走向未来。

缅甸政府4月1日正式施政后，新任总统
吴廷觉自然要行使总统职权主持内阁工作，
但他也可以委托昂山素季召集有关会议，处
理相关问题。这样做既没有违宪，也契合政治
现实。政治分析人士认为，预计昂山素季会以
这种方式主导政府。

事实上，对昂山素季而言，入阁的选择
恐怕是诸多选项中最为艰辛的一条路。出

任外长后，昂山素季可依法进入国家安全
委员会，在国家重要事务中掌握话语权。但
现实是，安全委员会由正副总统、人民院和
民族院议长、国防军正副总司令及国防部、
内政部、边境事务部和外交部的部长组成，
11 名成员中有 5 名现役将军和 1 名军方推
举的副总统，民盟方面只有 5 人。在这个最
高决断机构中，昂山素季如何借助声望和
影响力，如何利用技巧弥合分歧，是摆在她
面前的一大挑战。

再有，昂山素季身兼数职，也是不得已的
决策。据民盟高层透露，民盟推举的部长人选
中，有的人自己临阵变卦，知难而退。原因很
简单，政府拟不设副部长，部长担子有多重，
可想而知。 （新华社）

在学生时代，老师用红笔批改过的作业
总是最醒目的记忆，这在以往的英国也不例
外。然而，近几年来，由于有人质疑红色评语
会给学生带来负面影响，英国一些学校禁止
教师使用红笔给学生批改作业。部分校长甚
至要求使用六种颜色的笔来批阅学生的作
业，美其名曰“减轻学生的挫败感”。

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这种批阅制度繁
琐刻板的要求却引得众教师叫苦连连、牢骚
满腹。许多教师纷纷抱怨道，这套评价机制过
于严苛地规定了他们批阅作业的方式，对教
师本人和学生都无甚益处。

六色笔批改作业？

据报道，这种反馈来自英国最大教师联
盟NASUWT，教师们反映的问题主要源于英
国广大小学正在实行的一场批阅评分制度改
革。教师们认为，这种认为红色笔太过“进攻
性”会给学生带来负面影响、因此要求使用粉

色笔写负面评语的做法“十分可笑”。
这种奇怪的系统目前正在不少学校推

行，校方认为粉色笔是一种更为柔和的色彩，
可以减少学生们的挫败感 。不仅如此，一些
学校甚至要求教师们在批阅学生作业时使用
6种不同颜色的笔来写不同类型的反馈。在其
中一个案例中，一所学校要求学生在回应老
师评语时使用紫色或蓝色笔，而如果老师希
望给予学生鼓励，则被要求使用“具有积极含
义”的绿色笔来写正面反馈。

人们认为这一制度的灵感来源于《标
示事项》——英国教育标准办公室（Ofst-
ed）的指导手册，它于 2011 年被发布，去年
被废除。

上周末在伯明翰举办的教师联盟 NA-
SUWT 会议上，教师们投票要求整个行业采
取升级行动从而对评价体系施加压力。NA-
SUWT 秘书长基茨表示，虽然该体系令学生
和老师们感到十分繁琐和困惑，但还是有很
多学校在使用。

工作量大大增加

迈克尔·帕森斯在罗斯公园小学任教，他
说，他所在的学校使用粉色和绿色笔批阅学
生作业，绿色表示成长，粉色表示进步。“说实
话，我对此感到很困惑，我相信很多学生和我
有一样的想法。”

樊瑞斯是英国达拉谟的一名现代语言教师。
他说，在他曾经工作过的一所学校，批改作业时，
他必须在末尾画一个粉色的框，再用绿色笔写一
些积极的评语，用粉色的笔写一些改进意见。

而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小学老师每周
平均要花10个小时批改作业。反复的实践证
明，这一六色评分制度固然有它有益的一面，
但其过于繁琐刻板的程序和要求也使得教师
们的工作量大大增加，具体实施难度亦颇大，
反而使其流于形式，不能起到预想中的作用。

笔的颜色不是重点

英国政府鼓励老师在课堂上给学生更多
的口头反馈。老师们一直抱怨过于复杂的评
价体系增加了不必要的工作量，使老师不能
专注于教学工作。校长们之所以要求老师那
样做，是因为可以给教育标准局的审查人员
提供充足的书面证据，证明老师在反馈上面
下了很大的功夫，这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
一做法却遭到了教育部长尼基·摩根的极力
反对和批评。

有专家表示，“批改作业，是教师和学生
之间进行个人对话的珍贵机会，可以明确指
出学生下一步需要改进的地方。虽然这项工
作非常耗费时间，但批改作业无疑对学生最
重要的时间投资，因为它是影响学生进步的
最强有力方式。”

但也许正如老师们所反馈的一样，不
论是红笔，还是其他颜色的笔，颜色并非重
点。老师们的重点应当是给学生们最好的
反馈，以便帮助他们获取信息、发展自己的
思考能力。 （综合参考消息）

人质与劫机者合影，传至即时通讯软件

身遭人肉炸弹劫持
心被社交网络绑架

红笔太有攻击性
英国学校用粉色笔改作业
这一改革遭教师吐槽：太繁琐太刻板，实施难度太大

■绿色表示成长
■粉色表示进步
■批改作业要画粉色的框
■用绿色笔写积极的评语
■用粉色的笔写改进意见
……

缅甸新政府 昂山素季当了四个部长

在对峙最紧张的时刻在对峙最紧张的时刻，，
他却只想炫耀他却只想炫耀““一辈子只有一次的自拍一辈子只有一次的自拍””————

与此同时，更多人觉得此举太
疯狂。

“我简直不敢相信他所做的，”先
于他获释的意大利乘客安德鲁·班凯
蒂说，“我问他：‘你疯了吗？’”

因尼斯说：“我当时顾不上危险，
而想险中求乐。”

安全事务专家威尔·格迪斯指
出，因尼斯的举动不仅给自己、而且
给其他乘客和机组人员带来生命危
险。“我想，这是这个时代的特征。他
们是在脸书玩自拍的一代，但是这种
做法极为不负责任。劫机者的精神状
态非常不稳定，任何出格举动都可能
使情况恶化。这种危险、自私的举动
是彻头彻尾的疯狂。”

一位专家说道，“（因尼斯）这代
人是脸书网的一代。这种行为是极
为不负责任的，很可能会导致严重
后果。”

29日发生的埃及航空公司客机遭劫持事件中，在对峙最紧
张的时刻，一名英国人质突发奇想，与劫机者合影留念，还用手
机发给朋友，炫耀“一辈子只有一次的自拍”。这一举动引发网友
吐槽。

29 日，赛义夫丁·穆斯塔
法劫持埃航 MS181 航班在塞
浦路斯降落，稍后释放了绝大
多数人质，继续扣留机组人员
和 4 名西方乘客，包括英国人
本·因尼斯。

这名 26 岁审计师告诉英
国《太阳报》记者，其他乘客获
释后，“我想，为什么不（和他合
个影）呢？如果他把我们都炸
了，那也没办法”。

“我还想看看他身上的炸
弹是不是真的。他的腰上缠着
东西，手里握着的像是引爆

器。”“我想，如果他的炸弹是真
的，我也只有听天由命，索性趁
机凑近看看。”

因尼斯请一名机组人员把
合影的想法翻译给穆斯塔法
听，这名劫机者“耸耸肩表示同
意”。于是，因尼斯和穆斯塔法
并肩而站，随后拍下合影。因尼
斯站得稍靠前，扬眉咧嘴笑嘻
嘻，穆斯塔法则面无表情，看上
去有些呆滞，敞开的外套下露
出看似炸弹腰带的物体。“这肯
定是我拍过最棒的自拍，”因尼
斯说。

合张影吧
“劫机者耸耸肩同意”

合影完毕
“他的炸弹多半是假的”

同步播报

劫机者被判拘留8天

太
镇
定
了

\

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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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尼斯的行为引发争议，有人
称赞他沉着镇定，有人批评他莽撞
冒失。

因尼斯的朋友和亲戚都为他鼓
掌，一位亲戚在推特上发文称，“只有
因尼斯才能在这种情况下自拍！为他
骄傲。”但这位女性亲戚随后又将该
条推特删除。

因尼斯的合租室友克瑞斯在接
受采访时说，“他是那种面对任何事
情都不害怕不会回避的人……我觉
得这很神经质，但这就是因尼斯原本
的样子。”此外，因尼斯的一位大学朋
友告诉记者称，因尼斯是个“很野的
人”，而且“很爱开玩笑”，这种举动

“非常符合他的性格”。

赶快看新闻!!!

搞什么？!

那个家伙胸前绑的是炸弹吗？

你没事吧？

你下飞机后告诉我们

因尼斯（右）与劫机者合影留念，还用手机发给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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