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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人
游览红杉国家公园失踪
最后露面为8月6日下午2时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称，有人8月11
日向管理局报告，称正在红杉国家公园内
游览的王一楠（音译）、宋洁（音译）夫妇自
8月6日（星期日）下午2时左右失踪。管理
局表示，他们最后一次露面是6日下午2时
左右，当时刚参加了水晶洞的游览。

管理局公布了一份寻人启事，上有王
一楠夫妇照片和他们驾驶的白色2012年
福特福克斯轿车车牌号6XMM431，并附
有上述文字说明，呼吁民众提供线索。

王一楠夫妻俩都来自中国杭州，王
一楠现为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UC-
SD）博士后研究员。30岁的妻子宋洁来
自杭城某知名民办小学的英语老师，刚
教完四年级。

今年31岁的王一楠一直成绩优异，他
曾在加拿大达尔豪希大学攻读食品科学
系，2015年在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拿到化
学工程博士，并曾先后在这两所大学中供
职。2016年7月，他从阿尔伯塔搬到美国圣
地亚哥定居。

报道称，他们原计划在弗雷斯诺停留
一晚，之后去优胜美地国家公园，不料7日
两人并没有办理住房登记，8日也没有继
续前往国王峡谷国家公园，9日也没有回
家。因为两人迟迟未归，家人心急如焚，8
月11日报警求助。

警方
查案意外发现一车牌
推测两人驾车坠崖

当地媒体称，弗雷斯诺巡警办公室官员
正在红杉国家公园与国王峡谷国家公园附
近的国王河，调查两名泰国留学生驾车坠河
死亡事件。他们在事故现场附近意外发现一

个车牌以及部分汽车零件，牌照号码与王一
楠夫妇车子相同，警方判断他们驾驶的福特
车在180号高速公路转弯处坠崖。

国王河今年到目前为止已经吞噬了
三条人命。就在这一路段附近，前不久曾
有2名泰国交换生的汽车冲下悬崖，两人
均坠崖身亡。

由于国王河处于悬崖间，水流湍急，
直升机并不容易直接降落进行搜救作业，
国家公园特别区域（SAR）警局人员便通
过绳索固定，一点点接近目前已经发现
的、确认属于两名泰国留学生的红色Sedan
车子，但是由于河水的冲刷，很大一部分
打捞上来的机车残骸和碎片都无法当场
辨认属于哪一部车子。

目前SAR警员已经联络机动车方面
的结构专家，尽力恢复残骸的原貌，作为
进一步搜救的证据。然而到目前为止，尚
未找到任何遇难者下落。

目前
警方已经联络到家属
同事：“祈祷他们只是暂时失联”

据王一楠脸书上信息显示，他和妻子
宋洁去年7月结婚，至今才新婚一年。王一
楠在网上上传了不少照片，看得出平日两
人热爱户外活动，经常徒步旅行、跑步，或
到国家公园游玩。

警方表示，宋洁长期住在中国，往来
于美中两国，并没有和王一楠定居圣地亚
哥，这次她是暑期访美，顺便和先生一同
出游，两人都是中国公民。目前警方已经
联络到他们的家属。

一位老师说：“宋老师在学校已经教
了很多年书，我们之前在一个年级组。我
每天早上会在公交车起点站碰到她，然后
一路聊着天到学校。她在8月5号还发了朋
友圈，晒了自己为徒步准备的干粮。我到
现在都不能相信，祈祷他们只是暂时失
联，不要放弃一丝希望！” （法制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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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手即将伏法，但成都姑娘冷梦梅
再也无法醒来，给家人留下巨大的悲痛。

“世界上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失去你最
爱的人。”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冷梦梅的
母亲张梅曾说：“你没有办法想像这对我来说
有多痛苦。”报道中称，冷梦梅的父亲在2008

年就去世了，不料冷梦梅又在异国惨遭杀害。
德里克抛尸的地方，冷梦梅曾在

2013 年去玩耍过，当时她还拍了一张照
片发上社交网站。现在看来，这更加让人
唏嘘和心痛。

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林容 编译报道

杀害成都女留学生冷梦梅
其澳籍姨父终于认罪

今年10月6日，澳大利亚新州最高法院将对其进行审判

2016年4月24日上午，一具漂浮的裸体女尸在悉尼新南威尔士州中部的Munmorah国家公园的海岸喷泉洞里被
发现。警方线索显示：死者是一名亚裔女性，年龄在20-30岁，身高170cm左右，及肩黑发，颈部被多次刺伤，且身上没
有被岩石撞击的伤痕。当地警方初步推断认为，女尸应该是被运到喷泉洞附近再被抛下去的。4月29日，警方于确认，
遇害女子就是失踪多日的成都女孩冷梦梅。死者姨妈的丈夫、27岁的当地人德里克·巴雷特于4月29日下午被捕。

自驾游美国 中国夫妇失踪超过10日
当地警方找到汽车残骸和车牌 判断两人在高速公路转弯处坠崖

美国国家公园管美国国家公园管
理局称理局称，，有人有人88月月1111日日
向管理局报告向管理局报告，，称正称正
在红杉国家公园内游在红杉国家公园内游
览的王一楠览的王一楠（（音译音译）、）、
宋洁宋洁（（音译音译））夫妇自夫妇自88月月
66日日（（星期日星期日））下午下午22时时
左右失踪左右失踪。。管理局表管理局表
示示，，他们最后一次露他们最后一次露
面是面是66日下午日下午22时左右时左右，，
当时刚参加了水晶洞当时刚参加了水晶洞
的游览的游览。。

当地媒体称当地媒体称，，本周本周
一一，，当地警方表示找到当地警方表示找到
了可能属于他们汽车的了可能属于他们汽车的
残骸和车牌残骸和车牌，，目前搜寻目前搜寻
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

澳大利亚当地时间8月16
日，28 岁的澳籍男子德里克·
巴雷特通过视频出庭受审，承
认了他杀害中国成都女留学生
冷梦梅并抛尸的系列罪行。

近年来，中国留学生在海
外遇害的事件接连发生，而这
次庭审，又把大众拉回到发生
在2016 年4 月的这桩旧案。时
年25岁、曾就读于澳大利亚顶
尖大学，前途一片光明的中国
女留学生冷梦梅遭遇不测：她
身上有40多处刀伤，被残忍杀
害并抛尸，而嫌犯竟是跟冷梦
梅同住一个屋檐下好几年的姨
父……此事一度引发了海内外
媒体强烈关注。

8 月 17 日，红星新闻记者
拨通了冷梦梅母亲张梅的电
话，张梅表示：“我们还没有
接到警方通知。”随即挂断了
电话。

案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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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律师曾说
他“不打算认罪”

一年过去了，嫌犯终于认
罪。参加视频庭审的时候，德里
克·巴雷特穿着囚服，双臂交
叉，当律师代表他发表认罪声
明时，他没有表现出任何情绪。

此前，德里克并没有认罪。
德里克的律师威廉·惠特比曾
于 2016 年告诉外媒，德里克

“当然不打算认罪”。律师透露，
德里克发现牢里“一点都不舒
服”。他在监狱里非常焦虑不
安，此案还因为他的心理问题
一度推迟。

今年 10 月 6 日，澳大利亚
新州最高法院将对德里克进
行审判，凶手将面临他应受的
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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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成都的冷梦梅，在四川大学
锦城学院念完大二之后，就到澳大利亚
留学。在悉尼，她和姨妈、姨妈的孩子，还
有最终夺去她年轻生命的姨父同住。冷
梦梅的母亲曾经以为，让孩子跟亲戚住
在一起比较安全。

2016 年 4 月 21 日，冷梦梅跟朋友去
悉尼鱼市场玩，还去了 CBD 买东西。车
站监控显示，她在圣·詹姆斯火车站坐火
车回到了她和姨妈、姨父同住的位于
Campsie 的家。那天半夜，她还给朋友发
了一条信息，那成为了她与外界的最后
一次联络。

第二天早上，姨父德里克在冷梦梅
的卧室里袭击了她，并用一块白布把她
的嘴堵上，还用胶带缠在她的脸上。根据
庭审记录，警方尚不清楚德里克是在具
体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袭击了她，但可
以确定的是，他割伤、捅伤冷梦梅多达40
余处。警方尸检显示，冷梦梅生前曾进行
过反抗，并因此受伤。目前，还不清楚她

的姨父最终是何时将她杀害的。之后的2
天时间里，德里克将冷梦梅的尸体一直
藏在家里。

4 月 24 日上午 10 点多，在距离悉尼
市中心约 100 多公里的 Munmorah 国家
公园，游客发现了一具亚洲女性尸体。

警方后来在国家公园的监控视频上
发现，此前一辆可疑的轿车出现在国家公
园，而那辆车就载着冷梦梅的尸体。德里
克把冷梦梅的尸体用床单（另一说为黑色
塑料）裹着，扔进了出水口，还用他的手机
拍下了好几张现场照片。有两名目击者后
来告诉警方，他们那天看到德里克时还被
警告不要走近水边。警方通过追踪德里克
的手机，证实他曾去过位于公园附近他的
父母家中，拿走了一些钱，然后开车返回
悉尼。4月29日上午8点，警方宣布，经过
DNA比对，确认此前在国家公园发现的
女性尸体就是失踪了几日的中国留学生
冷梦梅。当天下午 1 点 20 分，Campsie 警
方就拘捕了时年27岁的德里克。

被白布封嘴、胶带缠脸
生前曾进行过反抗，并因此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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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德里克把冷梦梅的尸体藏在家
中时，德里克的继女——冷梦梅姨妈的
女儿还曾到访此处，却丝毫不知道房间
里藏着已经死去的冷梦梅。

据外媒报道，德里克的继女告诉警察，
她于2016年4月22日到访，当天在房间里
待了三个小时左右。那段时间里，除了短暂
地去了一下卧室，德里克一直待在卫生间
里。她听见里面一直有淋浴的声音，还曾去

敲门，要一些洗发露。当时，德里克把门开
了一个小缝，把洗发露递给了她，还提醒她
用另外一个卫生间，称这个卫生间有味道。

更可怕的是，在今年8月16日的庭审
中，德里克还承认，他对自己的继女也有性
幻想。他不光偷拍过继女在他家洗澡的视
频，还曾经趁着继女熟睡时潜入房间。如果
不是被抓了，很难说他的继女会不会成为
下一个受害者。

藏
尸
家
中

期间继女曾去过他家
嫌犯一直待在卫生间

冷梦梅还曾去玩耍
还拍过照片发在网上

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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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世界日报》报道，美
国国家公园管理局近日称，
一对中国公民夫妇在美国加
州红杉国家公园驾车游览，
于8月6日失踪，至今仍下落
不明。本周一，当地警方表示
找到了可能属于他们汽车的
残骸和车牌，目前搜寻工作
仍在持续进行中。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馆表
示，正与警方核实相关信息，
并敦促美方全力开展搜救工
作，同时将为失联者家属提供
必要协助。

杀害成都留学生冷梦梅的澳籍姨父德里克·巴雷特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公布的王一楠（音译）夫妇寻人启事

当地警方意外发现的一个车牌，号码与王一楠夫妇车子相同

外交部谈朝核问题：
“双暂停”倡议是
当前最为现实可行的

针对当前高度复杂敏感的朝鲜半
岛局势，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7日表
示，“双暂停”倡议是当前形势下最为
现实可行和最为合情合理的方案，希
望各方认真对待和积极考虑。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日前就“双暂停”倡
议表示，朝鲜核导计划与美韩联合军
演不可相提并论。美韩联合军演已持
续很长时间，是合法的，将会继续进
行。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近期，越来越多的国
家，包括美国在内，都越来越认识到并
明确表达了应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和平
解决半岛核问题的立场。近日，剑拔弩
张的朝鲜半岛形势出现了一些缓和迹
象，但半岛局势依然高度复杂敏感，各
方特别是朝、美等半岛问题直接当事
方还需为此作出更多努力。

“我们多次指出，半岛问题的核心
和本质是安全问题，只有均衡解决有
关各方合理安全关切，才能真正打开
和平解决半岛问题的大门。”她说，目
前，最紧要的是把朝鲜核导开发的
进程停下来，把半岛局势轮番升级
的恶性循环停下来，为此有必要放
下谁先谁后的较量，搁置争论，把主
要注意力和精力都放在推动和谈的
大方向上来。

华春莹说，中方认为，“双暂停”倡
议是当前形势下最为现实可行和最为
合情合理的方案，不仅可以缓解当前
紧张局势，也能解决各方最急迫的安
全关切，并为恢复和谈提供机遇、创造
条件，找到摆脱困境的突破口。希望各
方认真对待和积极考虑。“当然，如果
美方等其他方有更有效、更有利的设
想方案，只要有助于问题的和平解决，
有助于启动和谈，我们都会持积极开
放的态度。”

为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找到
重启对话协商的突破口，中方此前提
出了朝鲜暂停核导活动、美韩暂停大
规模军演的“双暂停”倡议。

据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表示，联合国安理会第2371号决议既
指出朝鲜应履行的义务，同时也为通
过外交接触和重启对话解决半岛危机
提供了机遇，必须以政治方式解决朝
鲜半岛危机，他愿促成各国之间和谈。

对此，华春莹说，中方完全赞同古
特雷斯秘书长所说，希望各方全面、完
整执行安理会第2371号决议，在继续
采取措施阻遏朝鲜核导开发的同时，
承担各自应尽的责任，下更大的力气，
推动尽快复谈。 （新华社）

谁甩了谁？
特朗普“分手”CEO顾问团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6日宣
布，解散两个高级别总统顾问团——美
国制造业委员会和战略与政策论坛。

美国媒体随后援引消息人士的话
报道，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后骚乱
发生后，特朗普一直未能明确谴责白
人至上主义者，令顾问团中各大企业
首席执行官（CEO）备感尴尬。战略与
政策论坛 CEO16 日紧急开会，要求

“散伙”；美国制造业委员会多名CEO
更是用脚投票，直接宣布“出走”。

美国制造业委员会在特朗普上台
之初组建，旨在促进全美就业；战略与
政策论坛旨在研究政府政策对发展经
济和促进就业、提升生产力影响，向总
统建言献策。美联社报道，特朗普应对
夏洛茨维尔后骚乱的表态绝对是压垮
这两个顾问团的“最后一根稻草”。

本月12日，多个白人至上主义团体
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举行集会，并
与抗议他们的人群发生冲突。骚乱中，罕
见地出现大量纳粹和三K党标识，示威
者喊着右翼和反犹口号。当天下午，20岁
青年詹姆斯·菲尔茨驾车冲撞抗议极右
集会的人群，造成多人死伤。骚乱发生
后，特朗普未能在第一时间明确谴责白人
至上主义，招致舆论抨击；迫于外界压力，
他14日再度表态，明确谴责种族主义、白
人至上主义和新纳粹分子，称“以种族主
义名义引发暴力的人是罪犯和暴徒”；然
而，他15日在纽约召开的记者会上第三
次就此表态时，又改口称“双方都有责
任”，骚乱中的“另类左翼”抗议者和白人
至上主义者一样暴力。

特朗普的最新表态令舆论局面再
度紧张，顾问团中 CEO 同样倍感煎
熬。战略与政策论坛16日在论坛负责
人、黑石集团首席执行官斯蒂芬·施瓦
茨曼主持下举行电话会议。

美联社报道，4 名熟悉情况的消
息人士称，通用电气、沃尔玛、通用汽
车、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摩根大
通等企业CEO与会，最终决定解散战
略与政策论坛。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