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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再发7.5级地震 美军救援直升机失踪
12日，尼泊尔再次发生强震。根据尼泊

尔内政部消息，这次7.5级的地震已经导致65
人遇难，另有约1200人受伤。尼泊尔内政部
称，截至目前，4月25日的强震和其余震已经
共计导致8216人遇难。另外，地震还在尼泊
尔引发了泥石流，救援人员加紧努力，寻找
幸存者。

另外，一架执行震后救援行动的美军直
升机12日在尼泊尔扎瑞科特地区附近失联。
有消息称，事发时机上共载有8人。有关这架
直升机失联的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印度总理访华打感情牌 或签超百亿美元大单
14日开始，印度总理莫迪将对中国展开

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这是莫迪就任印度总理
后首次访华，也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9
月访印以来两国间又一次重要高层互动。开
微博、赴西安、“练”瑜伽、会老乡……莫
迪此访打出的“感情牌”备受关注。访问期
间，中印两国有望签署超100亿美元大单。

巴基斯坦公交车枪击案致死人数已升至47人
据俄罗斯“卫星”新闻网5月13日消息，

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奇发生枪击案，当地
一辆公交车遭持枪分子袭击。当地媒体称，
袭击共造成4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据当地一名高级警员称，至少有6名持枪
分子对公交车进行袭击。

新 闻 瞭 望 台 一 览 晓 天 下
巴基斯坦塔利班发视频称击落搭载外国使节
军机

巴基斯坦塔利班发布视频，宣称其武装
人员发射肩扛式地对空导弹，于本月8日击
落搭载外交使节的军用直升机。军机坠毁致
挪威和菲律宾驻巴基斯坦大使、马来西亚大
使夫人和印度尼西亚大使夫人以及3名巴方
人员死亡。巴基斯坦军方先前说，坠机由“
技术性错误”导致。
IS宣称在伊拉克发动劫狱 超200名囚犯逃跑

台湾中时电子报称，伊拉克不愿表明
身份的两名警官和1名医疗主管9日表示，东
北部迪雅拉省的卡利斯监狱8日晚间发生暴
动，造成51名囚犯和12名员警丧生，超过200
名囚犯集体越狱，脱逃者中有9人系因恐怖
主义罪名被关。“伊斯兰国”（IS）宣称，
这是由它一手策划。

伊拉克称“伊斯兰国”二号头目被击毙
伊拉克国防部13日发表声明说，“根据

准确的情报报告，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空袭
击中了伊拉克北部尼尼微省塔尔阿法尔镇一
座清真寺，将正在里面开会的 伊斯兰国 二
号头目阿布·阿拉·阿夫里和大批极端分子
击毙。”

美国费城一列客运列车出轨 至少5死50伤
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往纽约的一列近10

个车厢的美铁（Amtrak）客运列车据报在星

红 场 阅 兵  阅 的 不 只 是 兵
当地时间5月9日上午10时，俄罗斯纪念卫国

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在莫斯科红场举行。本次
阅兵式以“历史”和“现代”作为两大主题，共
涉及超过1.5万名士兵、近200件军事装备和约140
架直升机及其他飞机，是俄罗斯有史以来规模最
大的阅兵式。与此同时，北约于6日在俄罗斯邻国
启动多场军演，规模同样空前。

多国政要出席红场阅兵
莫斯科曾向68个国家、政府以及国际组织领

导人发出参加胜利日庆典的邀请。据俄媒7日报
道，联合国必书长、中国国家主席、印度总统等
27个国家和组织的领导人出席了阅兵仪式。

本次阅兵式，共有来自印度、蒙古等10个国
家的方队参加。按字母顺序应为第九位出场的中
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特别改为最后一位出
场。一位军方人士称，中国仪仗队排在最后一
位，其后就是东道国俄罗斯方队，展示了中俄关
系紧密相连。

红场阅兵的主角到底是谁 
在西方制裁、乌克兰危机以及经济动荡的背

景之下，此次俄罗斯恢弘的阅兵式吸引了全世界
的目光。普京4月与民众直接连线时曾表示，庆祝
胜利日是为了向胜利者一辈致敬，为了让国内外
的当代人不要忘记他们的功绩，也不要重蹈历史
的覆辙。

自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与西方媒体

间的唇枪舌剑一直没有休止。胜利日庆典成了这
一轮媒体战的新话题。“许多宾客抵制二战结束
70周年的庆典。对克里姆林宫而言，这是西方‘前
所未有的冒犯’。”德国之声对俄罗斯胜利日阅兵
的类似解读，在西方媒体上随处可见。西方还解
读称，从西方领导人以各种理由“抵制”、拒绝
出席阅兵式，到在俄罗斯周边实弹军演，西方看
上去已经从“怠慢”转向“震慑”。

本次阅兵，绝对不可忽视的主角还有普京。
如果将纪念苏联1941年11月7日红场阅兵举行的庆
典计算在内，本次阅兵是普京第25次在红场检阅
国家武装力量。他的每次红场宣言都是俄罗斯对
国际秩序的鲜明表态。比如说，2007年他的话锋
直指美国：“战争的根源是意识形态的对抗和极
端主义。今天这些威胁并未减少，它们只是改头
换面。在新的威胁下，一些人蔑视生命，追求世
界范围内的例外论和独裁”。对此，美国前驻俄
大使、被俄罗斯媒体成为“搞‘颜色革命’的能
手”的麦克福尔回击说：“普京是一个有着偏执
狂倾向的领袖，为了保证对内统治的合法性，他
需要打造出外部敌人来。”但外界注意到，普京
今年的“红场宣言”和谐很多。执政15年来，普
京已经从“反西方斗士”升级为“智者”。更何
况在欧美多国领导人缺席的情况下，俄罗斯将扮
起“老大哥”和历史仲裁者的角色。

（综合自维基百科和凤凰网《红场，阅的不只是
兵》一文，作者：王德禄）

美 国 硅 谷 高 管 难 觅 亚 裔 身 影 
据《圣荷西水星报》(San Jose Mercury News)6日报道，攀登

基金(Ascend Foundation)所做的一份关于谷歌、惠普、因特尔、
领英(LinkedIn)和雅虎等公司雇佣记录的报告显示，亚裔在旧金
山湾区的那些高科技公司表现不错，但是很少有人能进入管理
层，至于高管级别更是少见。

对亚裔女性来说这一问题更为严重。每285名亚裔女性中，
只有一人能进入这些公司的高管级别，而白人男性的这一数据
为1/87。

“白人女性有42%的劣势，而亚裔女性这方面的数据高达
260%。”前思科系统(Cisco Systems)副主席巴克吉(Buck Gee)
说。他也是这份报告的作者之一。

报道中还显示，根据美国人口普查数据(U.S. Census data)，
两年前，亚裔就占据湾区技术工种的半数之多，超过白人成为
最大的群体。但是攀登基金的新研究显示，尽管基数庞大，但
却未能让他们进入高中级别管理层。这家非盈利机构旨在帮助

和指导美国亚裔的职业选择。
上述5家公司2013年在美国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U.S.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所登记的数据分析后显
示，亚裔占据科技公司专业人群的27.2%，但是只有13.9%能进
入管理层。

这种分析数据的出现，可能是因为越来越多像谷歌这样的
公司感受到公众带来的压力，他们开始有意识的让公司员工更
为多元化。

当领英去年6月份披露自己的雇佣数据时，“我们承认，在
让公司更加多元化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该公司发言
人道格氠代（Doug Madey）说道：“我们已经为此做了一些工
作。”自那以后，亚裔在该公司领导层的数量开始逐渐上涨。

攀登基金的报告中还指出，比起性别，种族差异对亚裔员
工来说，是他们晋升路上的一块更加难以跨越的障碍，特别是
亚裔女性，更是要面对“双重大山”。

期二（5月12日）晚间出轨。事件导致至少五
人死亡，50多人受伤。

俄美就敦促乌冲突各方执行明斯克协议达成一致
本周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同俄罗斯外长

拉夫罗夫和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进行了会
谈。会谈后拉夫罗夫举行新闻发布会并表示，
俄美双方一致认为，乌克兰危机只能通过政治
途径解决。双方已就利用各自影响力，推动乌
克兰冲突各方实际执行明斯克协议的各项内容
达成一致。

巴西一监狱44名囚犯挖地道越狱
在5月8日至9日的24小时内，巴西北部帕

拉州一座监狱中，共有44名犯人通过自己挖掘
的地道出逃。帕拉州监狱管理机构说，那些犯
人为了不引起注意，分成若干小组从同一条地
道逃出。

目前已有10名出逃的囚犯被抓回，该监狱
的监狱长也已因为失职而被解雇。

法总统百年来首访古巴 呼吁结束封锁抢经贸阵地
法国总统奥朗德11日正式展开对古巴的访

问。奥朗德是去年年底古美融冰后，第一位访
问古巴的西方国家元首，也是一个多世纪以来
首位访古的法国总统。法新社评论称，此举将
稳固法国在欧盟国家中，与古巴恢复邦交的领
头羊地位。

美国务卿克里本月访问中国和韩国
美国务院11日发表声明称，美国务卿克里

将于本月16日至17日访华，与中方沟通新一轮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以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访美等事宜。

随后，克里将于17日至18日访问韩国首都
首尔。在访韩期间，克里将会见韩国总统朴槿
惠、外长尹炳世，就一系列全球、地区以及双
边问题进行讨论。双方还将在此次会谈中晤及
朴槿惠访美一事。

波兰举行总统大选首轮投票 反对党候选人领先
波兰当地时间5月10日，举行总统选举第

一轮投票。据法新社消息，此次大选投票情况
难以预测，现任总统布罗尼斯瓦夫•科莫罗夫
斯基与主要竞争对手、波兰最大反对党法律与
公正党候选人安杰伊•杜达之间的差距不断缩

小，如果没有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得票过半，
则将于5月24日举行第二轮投票。据最新出口
民调显示，杜达的得票率为34.8%，科莫罗夫
斯基位居第二，为32.2%。

华人富豪在加拿大疑遭表姐夫杀害
加拿大西温哥华地区近期发生一起骇人命

案，一名42岁华人男子在西温的富人区豪宅被
杀死并分尸，有消息称死者是中国大陆富豪苑
刚（音译），嫌疑人则是其54岁的表姐夫赵利
（音译）。嫌疑人目前已被捕并被控分尸扰尸
和二级谋杀两项罪名，于5月11日出庭。

金砖银行首任行长由印度人担任 总部设立在上海
印度政府已任命卡马特（K. V. Kamath）

担任由“金砖国家”组建的新开发银行的行
长。“金砖国家”分别是巴西、俄罗斯、印
度、中国和南非。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站
5月11日报道，与世界银行一样，新开发银行
将为新兴市场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

日本万人签名反对美军基地搬迁 指其破坏环境
据日媒报道，环保团体“FoE日本”本月

13日向日本防卫省负责人递交了致首相安倍晋
三的联名信，信中指出将美军普天间机场(冲
绳县宜野湾市)搬迁至名护市边野古会对美丽
的大海和珊瑚礁造成破坏，要求终止边野古沿
岸的作业。该信约有1万人签名。

南苏丹难民营大规模械斗 中国维和步兵防暴
据新华社报道，南苏丹首都朱巴一难民营

10日发生大规模械斗事件。应联合国南苏丹特
派团调遣，中国驻南苏丹维和步兵营防暴队立
即赶赴事发地点，实施警戒和隔离，顺利完成
首次实战防暴任务。

媒体调查显示93%日本人讨厌中国
去年访日中国游客241万人，比2013年增

长84%。这不能不让人产生一个疑问：在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否认侵略历史拒绝道歉、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今日，中国人怎么
就那么喜欢去日本旅游？而由中国日报社和日
本言论NPO共同实施的第十次“中日关系舆论
调查”结果显示，93%的日本人讨厌中国，近
两年他们大都拒绝到中国观光。

背景图片：即将参加阅兵的士兵和家人在一起。                  （Kirill Kudryavtsev, AFP） 

在今年早些时候备受关注的鲍康如（Ellen Pao）状告风投
公司凯鹏华盛（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性别歧视案
件，以及最近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等公司惹
上的官司，虽然未提到种族歧视问题，但也都让人们开始关
注亚裔女性在高科技业的地位。

攀登基金报道的作者之一珍妮特（Janet Wong）就表示，
作为一名华裔，她“努力学习，成绩优秀，拥有一切成功的
品质”，但却仍然只能眼睁睁看着她的同事、特别是白人男
性轻松进入管理层，她则被甩在身后。

这份报告并没有区分那些在美国土生土长的亚裔和成年
后才来到美国工作或者学习的亚裔移民。

“亚裔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优秀的工程师，但是却是个糟
糕的领导者。就算你想进入领导层证明自己，也会有类似的
隐性的偏见。”巴克吉说道，作为一名华裔，他已经在科技
公司服务三十年。                      （来源：MITBB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