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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怕出名猪怕壮？澳大利亚的一头公牛
可不这么想。据外媒报道，这头叫尼克斯的
公牛因为体形过大，在屠宰场中免于被宰
杀，还因此家喻户晓。

据悉， 7 岁的尼克斯被阉割过，它重约
1 . 4 吨，身高 194 厘米，在西澳大利亚州的
农场长大，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最大的一头牛。

10 月，公牛的主人、农场主杰夫·皮尔

森试图在拍卖会上将它卖掉，但没有屠宰场
愿意买它，原因是潜在的买家害怕对付不了
它。

如今，尼克斯住在普雷斯顿湖边的牧场
里。农场主决定在它年老前不杀死它，但抱
怨说，因为公牛意外出名，记者们“每隔十
分钟”就给他打电话。

据《环球时报》

意大利警方 28 日说，当天在撒丁大区逮
捕一名关联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男子，
指认他打算在水中投毒，发动化学袭击。

涉案男子名为阿明·哈吉·艾哈迈德，现
年 38 岁，巴勒斯坦人后裔，黎巴嫩国籍，是
意大利合法移民。他 28 日在撒丁大区马科梅
尔市被捕，受到国际恐怖主义罪名指控。

警方声明说，艾哈迈德的手机内有“伊
斯兰国”宣传资料，他在网上搜索强效毒药
和杀虫剂并多次试图购买。

意大利全国反黑、反恐检察官费代里科·

卡菲耶罗·德拉霍说，艾哈迈德打算用蓖麻毒
素和炭疽病毒发动袭击。

意大利警方说，先前收到黎巴嫩警方的
线报，从 9 月开始“盯上”艾哈迈德。黎巴
嫩警方当月逮捕艾哈迈德的堂弟，后者同样
关联“伊斯兰国”，试图在黎巴嫩军方使用
的蓄水池中投毒。不清楚艾哈迈德是否已经
购买那些毒物以及他打算发动袭击的地点。
意大利安克罗诺斯通讯社报道，艾哈迈德被
捕地点马科梅尔市有数座意大利军方作战工
程部队的营房。 据新华社

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
佩斯科夫 28 日说，俄方仍在准
备总统普京原定本周晚些时候
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会
晤。前一天，受俄罗斯与乌克
兰海上摩擦影响，特朗普声称
可能取消与普京会晤。

佩斯科夫说：“（会晤）
准备在继续。会晤已经敲定，
我们没有收到美方同僚任何不
一样的说法。”

普京和特朗普定于二十国
集团峰会期间会晤。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第十三次峰会定于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1 日在阿根廷
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

特朗普：先看评估
再作决定

特朗普 27 日晚说，他在等
待国家安全顾问就俄乌海上摩
擦的评估报告，继而将决定是
否取消与普京会晤。特朗普
说：“那将是决定性的（报
告），我可能不去会晤。”

同时，媒体报道，美国一
架尾翼编号 168848 的 P－8A
型“海神”巡逻机和一架 RQ-
4A 型“全球鹰”无人驾驶飞机
27 日出现在刻赤海峡和克里米
亚附近，作侦察飞行。俄前海
军参谋长克拉夫琴科表示，美
方可能在为乌克兰搜集情报。

克拉夫琴科说，这是 25 日
俄乌海上摩擦后首次在这一区
域出现美国侦察机；美方活动
也可能是探测俄罗斯在这一区
域采用何种雷达技术和防空手
段。

俄罗斯 28 日宣布，将在克
里米亚额外部署一套 S－400 型
防空导弹系统。俄南部军区发
言人瓦季姆·阿斯塔菲耶夫说，
一支配备 S－400 防空导弹系统
的营级部队将很快部署到克里
米亚，它所配备的 S－400 防空
导弹系统能在年底前投入使
用。

乌遭扣留人员均
被判拘留两个月

据辛菲罗波尔“基辅区”
法院网站 28 日发布的消息，该
法院当天对 8 名乌军官兵和 1
名乌克兰安全局工作人员进行
了当面审理，并认定这些被扣
人员非法穿越俄海上国境线，
决定对他们处以拘留两个月。
同日，刻赤市法院发布的消息
说，该院判处在刻赤海峡事件
中受伤的两名乌军人员和 1 名
乌克兰安全局工作人员拘留两
个月。 27 日，辛菲罗波尔“基
辅区”法院已判处另外 12 名军
人拘留至 2019 年 1 月 25 日。

据乌通社 28 日报道，乌外
交部 27 日向俄外交部递交了一
份照会，抗议俄方扣留和审判
乌海军官兵，要求立即无条件
释放他们。

乌寻求北约保护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 29 日
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表示，
请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
派军舰进驻亚速海，支持目前
乌克兰与俄罗斯方面的对峙。

对此，俄媒体 29 日在报道
中援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
夫的话称，“乌克兰总统波罗
申科希望北约派遣军舰前往亚
速海，这是乌总统大选前挑衅
行动的一部分。这一问题的本
身是旨在进一步挑起紧张，继
续执行建立在波罗申科的选前
国内政治利益基础之上的挑衅
方针。”

但乌克兰是北约伙伴国而
不是成员国。北约方面暂时没
有回应波罗申科的请求。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
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 28 日
在一份声明中说，俄方使用武
力 令 欧 盟 “ 无 法 接 受 和 失
望”。

路透社发现，俄乌海上争
端发生多日，欧盟首次在这份
声明中彰显集体立场，但没有
提及对俄罗斯追加制裁的可能
性，仅说会“密切关注局势和
采取相应举措”。

一名要求不公开姓名的欧
盟外交官说：“我们没有打算
迅速施加新制裁，今后可能会
这样做……但关键是 28 个成员
国团结一心。现在的重点是缓
和局势。”

路透社以多名欧盟外交官
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对俄罗斯
施加新一轮制裁的可能性不
大，扩充制裁对象清单倒是有
可能，或许会列入一些俄罗斯
军方人士。

土总统称愿斡旋
俄乌海上争端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29 日报
道，土耳其总统愿意出面斡旋
俄乌海上争端。

俄罗斯总统府克里姆林宫
28 日证实，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与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
普·埃尔多安通话时讨论了俄乌
海上争端；美国白宫同一天
说，美、土元首通话时提及这
一话题。

按土耳其方面的说法，埃
尔多安与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
通了电话。

埃尔多安启程去阿根廷出
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会议以前
告诉媒体记者：“在我与普京
的交谈中，我们从多角度讨论
这一议题，包括我方可以发挥
中间人的作用。”

埃尔多安打算在二十国集
团领导人会议期间分别会晤普
京和特朗普，预计将再提俄乌
海上争端。

综合新华社

随着来自中国等国家的国际航班陆续恢
复运营，受超强台风“玉兔”影响暂停接待
外国游客的美属北马里亚纳群岛再度开放旅
游服务。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２８日发布风
险提示通告，提醒前往塞班旅游的中国游客
注意防范各类风险。

香港快运航空公司的班机当地时间２３
日抵达塞班，成为灾后首个恢复正常运营的
国际航班。当地时间２７日凌晨起，四川航
空、首都航空、东方航空以及来自韩国和日
本的航空公司开始陆续恢复运营。

塞班机场管理部门官员对海外航班正式
恢复、海外游客归来表示欢迎，称旅游业的
再度兴盛将有助于当地经济发展和灾后重

建。不过，塞班国际机场在台风“玉兔”中
被摧毁的通讯导航系统还在恢复中，将加快
相关工作进度。

塞班旅游业人士２８日通过电话告诉记
者，当地各处景点已经全部清理完毕，并修
缮一新，为迎接游客做好了准备。服务设施
方面，除三家受损比较严重的酒店外，其余
酒店都可正常提供接待服务。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在通告提醒中国游
客密切关注天气预报，谨慎参加高危户外运
动，慎重前往当地生子，切勿相信在塞班岛
可找到高收入就业机会的说法，遵守当地法
律，不从事与签证要求不符的活动，自觉远离
黄赌毒等违法犯罪活动。 据新华社

受俄乌海上摩擦影响 特朗普声称可能取消与普京会晤

俄不认为俄美首脑会晤“有变”
塞班恢复国际通航
中国总领馆提醒游客注意安全

图谋发动化学袭击

意警方逮捕恐怖嫌疑人

体重 1.4 吨 身高 194 厘米

这头牛因“体形巨大”免被杀

由于尼克斯体形过大，几乎所有牛都会被它吸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