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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施会借慈善之名

行龌龊事

英国政府：
详述处理流程，
否则就
“断供”

CIA被俄罗斯人
骗走10万美元？
CIA：媒体才是
“诈骗犯”

英国媒体披露，非政府发展和救助组织乐施会
员工 2011 年在海地工作时集体嫖娼，还有可能性侵犯未
成年人。这家总部设在英国的慈善机构有刻意掩盖这段不光彩往
事之嫌。英国国际开发大臣彭妮·莫当特 11 日要求所有接受英国政府资
助的慈善组织上报处理员工不正当性行为的工作流程。如若不然，英国政府将
“断供”。
北晚

集体嫖娼
英国《泰晤士报》9 日披露，海地 2010 年发
生强烈地震。2011 年，乐施会对 7 名在海地工
作的员工展开内部调查。这些人涉嫌嫖娼，为
其提供性服务的个别女性或许还不满 18 岁。
报道说，乐施会内部有人故意不让这段往事公
之于众。
丑闻曝光后，乐施会方面说，当年的内部调
查显示，驻海地员工有不当性行为、恐吓等举
动，4 名员工被解职，另外 3 人辞职。这家慈善
机构坚称，他们当时将调查结果上报了英国慈
善委员会以及政府国际开发部。
面对乐施会“甩锅”，慈善委员会方面 10 日
回应，乐施会 2011 年上报的调查报告中没有提
及其员工可能对未成年人实施性侵犯，
“如果乐
施会方面当初把全部报告内容提供给我方，我
们的处理办法会有所不同。
”
乐施会首席执行官马克·戈德林辩解，乐施
会当初的确没有上报报告全部内容，但这样做
绝不是为了
“掩盖事实”
。

披露，这一慈善组织的员工曾经在乍得涉嫌集
体嫖娼，
“一些据信是妓女的女子屡次被请到乐
施会的居住地。他们会请这些女人来参加派
对。大家知道这些女子并不仅仅是朋友。
”
他还透露，2006 年，乐施会驻乍得团队由
罗兰·范豪威尔麦仑领导。范豪威尔麦仑当时
受到了内部处分。
《卫报》报道，2011 年乐施会
调查结束后，范豪威尔麦仑辞职。只是，他并未
因此在行业内臭名昭著，而是在另一家慈善机
构“反饥饿行动”谋得职位，于 2012 年至 2014
年领导
“反饥饿行动”在孟加拉国的一支团队。

政府震怒

《星期日泰晤士报》11 日报道，乐施会在全
球范围内有大约 5000 名员工、超过 2.3 万名志
愿者。去年，这一组织收到 87 起性侵犯事件举
报，将其中 53 起移交警方或当局处理，解除了
20 名员工和志愿者的职务。
英国国际开发部去年向乐施会提供资金
4380 万美元。国际开发大臣莫当特 11 日说：
“性剥削和虐待行为持续在援助行业内存在，这
实在卑劣。”她说，已经要求所有接受英国政府
资金支持的慈善机构详述其应对不当性行为事
件的流程，并且确保他们已经将所有违规事件
据英国媒体报道，乐施会牵扯的类似瞒报
上报给监管机构。如果慈善机构完不成上述任
事件可能不止这一桩。
英国政府将切断资金援助。
乐施会一名前任员工 11 日向英国《卫报》 务，

无独有偶

沙特反腐风暴软禁嫌疑人酒店恢复营业
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在“反腐风
暴”中羁押上百腐败嫌疑人的丽思卡尔顿酒店
11 日恢复正常营业，依然在押的嫌疑人两周前
已被转移。
路透社 11 日报道，尽管丽思卡尔顿酒店经
理不愿接受采访，但管理酒店的公司通过一份
声明说，
酒店当天恢复正常营业。
自去年 11 月被迫搬到其他地方居住的商
人又返回酒店。一名海外业务顾问说，很高兴
回到丽思卡尔顿酒店，去年的“反腐风暴”没有

在这家拥有 492 间客房的酒店留下痕迹。
“当你
进入房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你会忘记这里
曾经发生什么。
”
沙特总检察长穆吉卜说，检方已经完成对
381 名贪腐嫌疑人的调查，绝大部分嫌疑人在
交出现金、房产或其他形式财产后获释，目前仍
有 56 人在押，
两周前已被转移。
路透社说，在押嫌疑人拒绝向法庭认罪，据
信已被转移至监狱。法新社则称尚不清楚在押
嫌疑人被转移至何处。
新民

德国政府将推出政策解决女性厌食症问题

打击目标：
各种商业广告中的“瘦柴”模特
据报道，德国新政府即将推出的一项政策
开始吸引眼球，政策打击的目标是那些在各种
商业广告中皮包骨头的模特形象。
报道称，在德国终于敲定了下一届政府组
阁的细节安排后，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和社民
党透露，将在接下来的执政计划中重点着手解
决特定的健康危机：两个党团的政治家都表示，
将采取措施遏制年轻女性群体中日益增长的厌
食症问题，尤其会针对那些用不切实际的美貌
标准所做的广告宣传。
社民党议会党团副主席劳特巴赫表示：
“我
们必须出台政策保护妇女不受厌食症影响。对
于年轻的女性来说，几乎没有什么疾病的死亡
率高于厌食症。而且她们得以治愈的机会并不
大。
”

德国萨尔州州长克拉普-卡伦鲍尔是基民
盟（CDU）党派人士，她也呼吁必须出台法规，
遏制目前各种商业广告中暗地里宣传致命的饮
食失调的做法。
她表示：
“ 零号模特呈现出一种虚假的理
想，既不美观，也不健康。这会对身体及精神造
成危险而长期的实质性损害，甚至致死。
”
基民盟党人士贝尔（音译）则表示，提高相
关公众关注度的尝试已经遇到了瓶颈。各种宣
传活动中的女性形象必须回归到有代表性的现
实标准上来。
她建议：
“现在是时候仔细参考一下我们的
邻国都是怎样做的了”
。比如说法国已经出台了
法律禁止体重过轻的女性从事模特职业，
西班牙
和以色列目前也已经推出了类似法规。 钟欣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10 日说，媒体有关美情报和安全人员
被一名神秘俄罗斯人骗走 10 万美元的报道不实，纯属
“虚构”
。
让鲜少发表声明的中情局沉不住气的是《纽约时报》和“截击”
网站。中情局指认，两家媒体的相关报道“显然是假的”，两篇报道
的作者才是
“真正的诈骗犯”
。
《纽约时报》9 日援引来自美国和欧洲情报官员的消息报道，去
年，一名神秘俄罗斯人向美方“兜售”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失窃
的网络武器和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黑料”。报道称这名神秘人
与东欧网络犯罪团伙和俄罗斯情报机构颇有牵连。
这些情报最初要价 1000 万美元，不过神秘人迅速将之降价到
100 万美元。
顾及政府内部团结，美方人员明确表示，不需要特朗普的“黑
料”，只想买回遭窃网络武器，甚至支付 10 万美元作为“首付款”。
结果，美方并未收到任何所谓国安局“黑客工具”，只拿到未经证实
或编造的特朗普
“黑料”
，包括银行记录、邮件。
美方随即终止交易，并警告这名俄罗斯人别再回来。
《纽约时报》文章和“截击”网站类似报道颇像谍战小说，细节
包括在德国柏林一家小酒吧里“接头”，经由放置在柏林某家酒店
内的手提箱交接现金，国安局通过官方“推特”向这名神秘人发布
十几次加密信息。
特朗普 10 日在“推特”发文，提及《纽约时报》那篇报道和神秘
人迅速降低情报要价，称他希望“人们看到和了解发生了什么”，
“一切都将水落石出”。
辛华

俄确认失事客机上载有 2 名外国乘客

机上应该没有中国乘客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网站 12 日凌晨发布新闻公告
说，11 日下午在莫斯科州坠毁的安－148 客机上载有两名外国乘
客，
分别是瑞士籍和阿塞拜疆籍。
另据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领事部向俄紧急情况部了解，目前
从失事客机的乘客名单来看，该飞机上应没有中国乘客。
安－148 客机失事后，俄总统普京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慰问，并
要求有关部门做好搜救和善后工作。
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已对此次空难进行刑事立案侦查，委员会
主席巴斯特雷金表示，坠机现场搜寻和侦查工作将不间断进行，持
续数昼夜时间。
这架失事飞机属于俄罗斯萨拉托夫航空公司，11 日下午计划
从莫斯科飞往俄西南部城市奥尔斯克，客机起飞后不久在莫斯科
市东南方向距机场约 35 公里的斯捷潘诺夫斯科耶村附近坠毁。
机上 6 名机组人员和 65 名乘客全部遇难。

国际空间站将
“私有化”
？
美国政府计划转手，
卖给私营企业

据新华社电 国际空间站预计将服役至 2024 年，届时它又将
何去何从？美国航天局一份内部文件显示，美国政府正计划将其
“私有化”
。
美国《华盛顿邮报》11 日援引美国航天局文件报道，美国政府
虽然计划自 2025 年起停止对国际空间站的直接注资，但并不是要
抛弃这个空间实验室，
而是打算将其转手，卖给私营企业。
文件显示：
“停止联邦政府对国际空间站的直接支持，并不意
味着该平台届时将脱离轨道，产业界可以继续运用国际空间站的
某些要素或能力，
将其作为未来商业平台的一部分。”
文件还提到，美国航天局将在未来 7 年内“扩大国际和商业伙
伴关系，
确保人类能够继续进入并出现在低地球轨道”
。
根据一份计划 12 日公布的预算方案，美国政府打算在 2019
财年投入 1.5 亿美元，来确保商业接班人有能力接管空间站。
不过，谁会愿意接手？一些业界人士认为，国际空间站主要用
于科学探索，会否吸引私人投资不得而知，况且空间站的其他合作
伙伴也未必乐于接受这一方案。
国际空间站始建于 1998 年，是以美国和俄罗斯为主，日本、
加拿大、欧洲航天局成员国和巴西等总共 16 个国家联合参与的
国际合作项目，在距地球表面约 400 公里高度运行，主要功能
是作为微重力环境下的研究实验室，投资总额超过 1000 亿美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