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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科塔地区

楚科塔地区一半在北极圈内，与
美国阿拉斯加州很近，这里地处高纬
度高原，常年冰雪覆盖

●堪察加半岛

堪察加半岛则位于俄罗斯远东地
区，人烟稀少，大部分地区尚未开发

飙车、庆祝、晒照片、暴露身份
俄“最笨特工”遭发配边疆

胆敢曝光
送去开荒

菲前总统将来中国谈判

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23日在菲
南部达沃市对媒体表示，他接受了现
总统杜特尔特的任命，将担任赴中国
谈判的特使。据当地电视台报道，拉
莫斯在接受这一任命前与杜特尔特
进行了两小时长谈。 （新华社）

埃尔多安签总统令
关闭千余私立学校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签署命令，
要求关闭1043所私立学校、1229家协
会与基金会。另外，嫌疑人可在未被
指控的情况下由执法部门羁押30天。
这一命令将经由土耳其大国民议会
表决通过，不过通过没有悬念。

土媒体23日报道，超过2000家
学校和组织涉嫌与未遂政变幕后主
使居伦有关，将关闭。它们分别是
1043所私立学校、1229家协会与基
金会、19家贸易联合会、15所大学和
35家医疗机构。这是土耳其大国民
议会21日批准政府提出的“紧急状
态”议案后，埃尔多安首次签署总统
令。依据这一命令，嫌疑人拘留时间
从最长4天增至30天，以便政变相关
调查。与此同时，土耳其释放了未遂
政变后逮捕的1200名军人，这是未
遂政变发生后土耳其首次大规模释
放嫌疑人。

就土耳其指认的政变幕后主使
居伦，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恰武什奥
卢23日说，土方将在10日内完成要求
美国引渡居伦的案卷。 （新华社）

在华性侵4男童
美国男子被判25年

■他居住中国期间，不仅性侵
4名男童，还拍摄、收藏了6000多
张儿童裸照和纪录片

■目前尚不知被他侵犯男童
的真实姓名，这些男童的家庭可能
至今对此事尚不知情

因在中国期间性侵4名男童，
并拍摄、收藏数千张儿童裸照和视
频，美国男子茂罗（Kelly J·Mor-
row）被洛杉矶的加州中区联邦法
院判处在联邦监狱服刑25年。

美国联邦检察官戴克在起诉
书中表示，茂罗今年49岁，在他居
住中国期间，不仅性侵4名男童，还
拍摄、收藏了6000多张儿童裸照和
纪录片，这些照片上传到网上后，
所有照片中的儿童受害者都因此
受到了一生的伤害。对于茂罗什么
时候来到中国，以及受雇于哪个企
业的问题，美国加州中区联邦法院
公共事务官员莫若泽克向记者表
示，他们并不清楚具体的细节，但
他们确认茂罗曾在中国参与过至
少一个高尔夫球场的建设项目。

记者查询网上的公开资料发
现，茂罗是一名高尔夫球场的主造
型师，属于一家美国的高尔夫球场
建造管理公司。随后，记者在该公
司官网的团队照片中看到一位与
外媒披露的茂罗照片极为相似的
外国男子。照片说明显示，这个高
尔夫球场设计团队在北京某度假
村实地考察。

目前，北京这个度假村的高尔
夫球场建造已经完工，其设计师是
美国一家设计公司的。记者分别致
电该设计公司和这家度假村，但电
话并没有人接听。“检察官们甚至都
无法说出茂罗是在中国的哪个城市
进行了犯罪行为。”根据莫若泽克的
说法，不能确定茂罗是否在北京工
作过，不过美国媒体的报道显示，茂
罗曾经在北京居住过一段时间。

莫若泽克向记者提供了三份
总计54页的法庭文件。法庭备忘录
显示，在中国的几年时间里，茂罗
在人们的眼中，是4个被性侵孩子
和其他“村子里孩子”的良师益友。
在同一时期，茂罗在自己的Face-
book主页上传了他与这些孩子的
照片（目前已经删除）。

2010年9月9日，他上传了4名未
成年男孩和自己兄弟的合影，他还
带这些孩子去他工作的高尔夫球
场。Facebook个人主页上有一张他
和两个未成年男孩的合影，两个男
孩坐在一辆汽车上，他站在汽车旁
边，紧挨着两个男孩。他写道：“这
些男孩今天在球场上受到了重视，
数英里范围内的每一个村民不久
就会知道他们是我的男孩。”

2015年6月，因携带电子设备中
存有大量儿童色情照片和录像，茂
罗在回到美国时被查获。负责办案
的探员在查看茂罗持有的影像资
料后发现，茂罗Facebook中出现的
几名男孩正是被其性侵犯并拍下
裸照和情色视频的男孩。

由于美国方面没有确定茂罗
在中国实施犯罪的时间和地点，从
而无法确认被性侵男童的姓名，这
些男童的家庭可能至今对此事尚
不知情，索赔更是无从谈起。

（北京青年报）

疯狂庆祝
开越野车狂飙
照片、视频发到网上

7月3日，莫斯科街头出现
了黑色奔驰越野车群，50名刚
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间谍学
院外国情报科毕业的学生以
此作为自己的毕业庆祝活动。

当时的视频画面显示，他
们租了清一色的奔驰越野车，
在莫斯科街头占用了所有车
道，不停地按喇叭、吹口哨，有
些人还非常激动地将头伸出窗
外各种拍照、欢呼，吸引了很多
人的注意。

他们就这么在路上，一下子
挡住后面的车，一下子突然加大

油门。此外，他们还雇了一个专
业的摄影师，记录下“庆祝活动”
的每个时刻。

此后，这些毕业生把当天
拍到的这些照片、视频全都发
到 了 网 上 ，视 频 中 还 配 了 乐
曲。随后，这一情况被媒体曝
光出来。

据报道，这50名特工毕业于
外国情报科，过去4年，他们学了
获取情报要用的外语、格斗术、
军事理论、侦查技能、解密技能、
反情报技能。通常来说，如果非
不得已需要公开露面，要么打马
赛克，要么戴着头套。这个地方
出来的人，如果真正可以用正脸
面对世界，一般只有两个原因
——阵亡、退休。

官方震怒
联邦安全局：
学生将遭严厉处分

这一事件惊动了俄罗斯克里
姆林宫，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就此
事发出严正声明：“这是第一次，安
全局下属间谍学院的学生举行如
此引发众怒的庆祝活动，他们租
用豪华车辆，在街道上引起民众
不满，严重违背特工的职业操守，
是我们完全无法容忍的，这些学
生将遭受严厉的处分。”

情报部门在一份声明中强
烈谴责学生们这种“不检点的行
为”，情报部门退休高官米哈伊
洛夫直接称之为“叛国”、“不折
不扣的背叛”。

“四年来，他们一直在学习各
种情报知识，尤其是绝对不能暴
露身份。”米哈伊洛夫说，“如此浮
夸，如此自大。如果这是他们的工
作态度，他们什么都做不好。”

据报道，这些特工毕业之
后，本来已经有任务安排。俄罗
斯安全局给了这50个特工两个
选择：自动离职或者发配边疆。

绝大部分间谍选择了被发配
边疆，他们将前往和阿拉斯加仅
一海峡之隔的楚科塔地区和更
为偏远的堪察加半岛驻守。间谍
学院的领导层将因此事面临纪
律处分，好几个领导被降级，另
一些被要求辞职。路透社分析称，
这50名准特工显然连最基本的技
能——隐藏身份都没有学会。

秘密录像带：
3～5年前录制

NewsTapa7月21日晚发布
的视频显示，一群年轻女性进
入了李健熙位于韩国首尔的家
中。从李健熙和这些女性的对
话中，可以得知双方之间有非
法的性交易。这些女性每人获
得了由信封装着的约500万韩
元（约合3万元人民币）的“服务
费”。该报道还称，三星借用了
一位名气很大的员工的姓名，
辅助完成李健熙的买春行为。

NewsTapa报道称，这些秘
密录像带是在2011年12月到
2013年6月份之间录制的，分别
来自5个不同场合。录像带中，
一位疑似李健熙的男子似乎
与3到5名女子出现在其位于首
尔江南区三成洞的别墅以及
其他地点。NewsTapa认为，视
频是其中一名女子偷偷拍摄
的。她把隐形摄像机事先藏在
了自己的提包里。不过，视频
内容并没有包含这位男子当
场究竟做了什么。这名女性在
拿到钱后就离开了“李健熙的
家”。视频里，这名女性在跟一
位不明身份的人打电话说“失
败了，对方要求不能把提包带
进卧室”。NewsTapa根据这名
女性的电话内容判断，“视频
并不是由一个人录制的，应该
还有其他同伙。”NewsTapa还
表示，嫌犯有两人，并曾试图
用这些视频来敲诈三星集团。
三星集团承认收到了敲诈，但

“认为都是些根本不可信的内

容，所以没有做出回应。”
据悉，韩国警方目前已经全

面介入此案件。警方表示不仅要
调查李健熙是否真的存在长期
买春行为，还要调查这些视频究
竟是受何人指使拍摄的，是否存
在敲诈行为等。韩国现行法律规
定，买春属于违法行为。如果买
春事实成立，李健熙既是买春的
参与方，同时也是犯罪场所的提
供方，需要受到法律的处罚。目
前，韩国各大媒体也要求警方彻
底严查此事。

“会长的私生活
公司方面无可奉告”

据韩国媒体报道，22日上
午6点30分，三星集团高层就此
召开了紧急会议，由副会长崔
志成主持，商讨应对之策。三
星集团的高层一致认为，要以
公司的名义来应对这件事。随
后三星集团发表正式声明称：

对于李健熙会长的私生活，公
司方面无可奉告。三星集团还
表示，对此类个人问题引发的
轰动感到“遗憾”。

李健熙和三星集团最近
不太“走运”。6月30日，韩国
社交媒体平台上突然出现了
一则消息称“李健熙离世，三
星集团将会在下午3点发布
此消息，并且已向青瓦台内
部做了（离世消息）报告”。虽
然这条消息最终被证明是谣
言，但三星集团的股票却因
此上涨。

证券公司的一位相关人
士表示：“可能有人在买入三
星物资等三星旗下公司的股
票之后散布李健熙会长离世
传闻，在股价上涨后卖出，通
过这个方法短期获利。”三星
电子7月1日正式委托警察厅对
李健熙死亡传闻散布事件进
行调查。

74岁李健熙被曝“买春视频”
韩国警方已介入，将调查是否买春、视频是否受人指使拍摄、是否存在敲诈等

才出“死亡门”
/ 6月30日 /

韩国社交媒体平台上突然出现了
一则消息称“李健熙离世，三星集团将
会在下午3点发布此消息，并且已向青
瓦台内部做了（离世消息）报告”。这条
消息最终被证明是谣言，或是操纵股市
行情的人所为

又陷“买春门”
/ 7月21日 /

NewsTapa调查性新闻网站发表了
名为“三星李健熙涉嫌买春丑闻”的视
频新闻，匿名人士提供的举报视频材料
显示，现年74岁的李健熙曾在2011年12
月至2013年6月期间多次买春。这些女
性每人获得约500万韩元“服务费”。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
是俄罗斯负责国内事务的当地
情报机构，为前苏联时期契卡 、
秘密警察、克格勃的继承组织，
目前总部位于莫斯科卢比扬卡
广场。而卢比扬卡广场，是前苏
联克格勃的所在地。

1996年6月20日，叶利钦

任命米海尔·伊文诺维克·巴
斯科夫为首任FSB局长，也任
命尼可雷·柯巴莱欧夫为继任
局长，曾经的克格勃就变成了
现在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现
任俄罗斯总统普京曾经是FSB
局 长 ，任 期 为 1998 年 7 月 至
1999年8月。

为防止恐怖分子对国家重
要的军民设施和公民进行袭击，
普京将联邦安全局进行了彻底
改组。让联邦安全局在履行保卫
国家边界职责的同时，其打击间
谍活动、跨国犯罪、非法移民、毒
品和军火走私等方面的能力大
大提升。

目前，联邦安全总局的编
制为30万人，其组织规模和地
位都直逼昔日“克格勃”，特别
是其下辖的“阿尔法”和“信号
旗”特种部队近年来在反恐作
战中屡建奇功，更使联邦安全
局声名鹊起。
（本组稿件综合央广、法制晚报）

许多学生被发配“边疆”

/ 多知道点 /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是什么机构？

不作，就不会死

他们租了清一色的奔驰越野车，
在莫斯科街头占用了所有车道

他们不停地按喇叭、吹口哨，有些
人还非常激动地将头伸出窗外各种拍
照、欢呼，吸引注意

他们还雇了一个专业的摄影师，
记录下“庆祝活动”的每个时刻

他们把当天拍到的这些照片、视
频全都发到了网上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7月3日，莫斯科街头出现了黑色奔驰越野车群，轰隆隆地在大街上招摇，架势甚
是雄壮威武。车内的少年们难以掩饰自己激动的心情，疯狂按喇叭、疯狂招手、疯狂拍照。令人震惊的是，这是
50名刚从俄罗斯联邦安全局间谍学院外国情报科毕业的学生。事情被媒体曝光后，这些学生近日遭“发配”，
绝大部分人被派往楚科塔地区和更为偏远的堪察加半岛驻守。

韩国一家名叫NewsTapa的调查性新闻网
站于当地时间7月21日晚上10点发表了名为

“三星李健熙涉嫌买春丑闻”的视频新闻，在韩
国引发举国震动。该视频新闻称，匿名人士提
供的举报视频材料显示，现年74岁的李健熙曾
在2011年12月至2013年6月期间多次买春。

李健熙是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之三
子，曾任三星集团会长，现为集团子公司三
星电子会长，系韩国首富。2014年5月10日，李
健熙在家中突发心肌梗塞入院，至今仍处于
昏迷状态。

做了啥做了啥

流放流放哪哪

/ 新闻链接 /

韩国废除通奸罪
私家侦探生意红火

据韩国媒体报道，自从去年2月
韩国废除通奸罪之后，私家侦探公
司的生意异常火爆。一些私家侦探
公司为了获取证据，甚至利用非法
手段，有些已严重侵害了个人隐私。

据悉，通奸罪存在的时候，韩国
对配偶的不忠行为进行处罚和监
督。接到报案之后，都是由警方负责
搜查证据。通奸罪被废除以后，警方
就不再插手搜查不忠证据的事。一
些想离婚的人求助私家侦探公司。
据统计，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韩国
的私家侦探公司已经由1500多家猛
增至3000多家了。

据报道，首尔地方警察厅的网络
搜查队最近逮捕了某私家侦探公司
的负责人A某等3人。A某雇佣黑客B某
从2014年9月至今年5月一共进行了
647次黑客行为，盗取的个人信息一
共卖了2.7477亿韩元（约合163万元人
民币）。黑客B某每盗取一份个人信息
就会获得30万韩元（约合1700元人民
币）的报酬。A某交代，这段时间里，公
司一共接待了34名客户，其中28人要
求获取配偶不忠行为的证据。不过专
家则表示，“私家侦探获得的证据一
般在法庭上都不会有很大的效果”。
律师韩申民（音）表示：“有些人花了很
多钱得到的证据，在法庭上几乎没有
起到什么作用。他们最终获得的赔偿
不会比这个多多少。”

（综合国际台、京华时报）

李健熙2014年突发心肌梗塞，至今仍处于昏迷状态(资料图片)

5050名间谍学院毕业生高调庆祝名间谍学院毕业生高调庆祝，，还把集体照晒到网络上还把集体照晒到网络上

他们租了清一色的越野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