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 3 岁男童爬进动物园围栏

大猩猩“躺枪”遭射杀
据中新社 5 月 29 日电 据外

媒报道，当地时间 28 日，美国一名
3 岁男童攀爬进了俄亥俄州辛辛那
提动物园的大猩猩围栏区， 并与围
栏内一只 17 岁雄性大猩猩接触。为
了防止男童受到伤害， 动物园不得
不将猩猩射杀。

据报道，辛辛那提动物园园长
梅纳表示，这名男童于当地时间 28

日下午 4 点左右爬过围栏，掉进壕
沟，之后被 17 岁、重约 182 公斤的
雄性大猩猩“哈拉比”抓住。

当地媒体报道称，目击者表示，
“哈拉比”用手拖着大哭的男童。 约
10 分钟后，动物园危险动物反应小
组将“哈拉比”射杀。 男童则被送至
当地儿童医院。经检查，他身上没有
危及生命的伤势。

辛辛那提动物园园长梅纳称，
园方做了“艰难但却正确的决定”，
当时之所以不射镇定剂， 而是直接
射杀“哈拉比”，主要是担心镇定剂
不能立即发挥效果。

据介绍，被动物园射杀的“哈拉
比”是一只低地大猩猩。 辛辛那提动
物园不久前刚为它庆祝了 17 岁生
日。 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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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长铁路隧道 6 月开通
建设 17 年 整套隧道系统长 151.8 公里

历时 １７ 年建设， 全球最长铁路隧道定于 ６ 月 １ 日在瑞士正式开通， 年底投入商业运
营，瑞士苏黎世与意大利米兰之间的旅程将缩短大约 １ 小时。 欧洲多国遭雷击

十多人伤亡

法国、 德国和波兰 ２８ 日发生人员遭雷击事
件，导致 １ 人死亡、十多人受伤，其中多数是儿
童。

法国 派对变悲剧

法国的雷击事件发生在首都巴黎第八区的
蒙索公园。 当时，一群孩子和成年人在公园内为
其中一个孩子庆祝生日，突遇下雨，他们跑向一
棵树避雨。

巴黎消防部门发言人埃里克·穆兰说， 他们
即将到达树下时遭到雷击，８ 名儿童和 ３ 名成年
人受伤倒地。 医院方面说，１ 名儿童伤势严重，需
要依靠生命支持系统，其他儿童没有生命危险。

穆兰称赞了一名消防员，认为要不是他处置
及时，伤员的情况可能更危险。 这名消防员名为
帕斯卡尔·格雷米耶，当时并不当班，正好在附近
参观一座博物馆。 格雷米耶说，他赶到现场施救，
发现一名儿童心跳停止、其他儿童昏迷。 他立刻
给那名儿童做心肺复苏。

德国 晴天落霹雳

德国的雷击事件发生在西部莱法州库瑟尔
县一座球场。 一场少年足球赛刚结束，突然出现
一个落雷，３ 名成年人受重伤，其中足球赛的裁判
遭雷直接击中，当即心跳停止，一些观众和一名
医生立即给他实施心肺复苏。 ２９名儿童被送往医
院检查。 幸运的是，他们没有受伤。

当地警方说，根据在场人员的叙述，当时天
气晴朗无云，没有雷电的征兆。

波兰 登山者身亡

波兰南部当天也发生雷击，一名中年男子登
山过程中不幸遭击中身亡。 另外两人在同一地
区也被雷击伤， 一名六旬男子则不幸在洪水中
死亡。

法国气象部门先前已经向法国南部多个地
区发出暴风雨警报， 位于北部的巴黎则不在此
列。 在德国，气象部门也提前警告，德国南部和西
部地区 ２８日有恶劣天气。 前一天，暴雨和冰雹袭
击了德国西部，在一些地区引发洪水。

相关链接
如何防雷击

法新社报道， 法国每年平均一二百人遭雷
击，１０ 至 ２０ 人死亡。

气象专家说， 如果在室外遇到雷雨天气，不
能在树下躲避，因为树木容易引来雷击。 遇到雷
雨时，应该选择干燥的低地，卸去身上所有金属
物品和其他导电物体，两脚并拢并下蹲，双手抱
膝，胸口紧贴膝盖，尽量低头以降低身体高度。 不
可躺下，否则增大了跨步电压的危险。 不要靠近
电线杆、高塔、大树、烟囱等高大物体，至少应保
持 ２ 米的距离。 不要靠近墙根及避雷针的接地装
置，也不要接触金属管线、电线、火车轨道。 ⑥4

据新华社电

欧洲铁路运输重要节点
戈特哈德隧道建成后， 瑞士苏

黎世至意大利米兰之间的火车运行
时间将为 ２ 小时 ４０ 分，比现在缩短
大约 １ 小时。

而且， 它还将成为欧洲北部与
南部之间铁路运输的重要节点。 欧

洲联盟委员会负责交通的委员维奥
莱塔·布尔茨 ２３ 日说， 戈特哈德隧
道是“上天给欧洲的恩赐”，有助于
推动欧洲经济发展。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法
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 意大利

总理马泰奥·伦齐预定 ６ 月 １ 日与
瑞士政府官员一起出席隧道开通
仪式。 随后数月将进行列车通行测
试， 预定今年 １２ 月正式投入商业
运行。 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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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梦想到现实近 70 年
瑞士工程师卡尔·爱德华·格吕

纳于 １９４７ 年提出建设贯穿阿尔卑
斯山铁路隧道的设想。他当时预计，
这条隧道能在 ２１ 世纪初建成。

１９６３ 年， 瑞士政府设立一个委
员会，研究隧道建设计划，但是各种
方案不一。 最终，瑞士官方于 １９８３

年认定， 建造这样的铁路隧道并非
当务之急，从而计划被搁置。

１９９２ 年， 瑞士举行全民公决，
结果多数人支持建隧道。但是，由于
耗资争议，建造计划再次受阻。

１９９８ 年 １１ 月，又一次公投最终
决定工程上马。

为节省建造时间， 戈特哈德隧
道工程分 ５ 段同时施工， 最多时超
过 ２０００ 名工人同时工作。东线和西
线隧道分别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和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贯通。

整个工程耗资大约 １２０ 亿瑞士
法郎（约合 ７９２ 亿元人民币）。

最长最深铁路隧道
戈特哈德铁路隧道位于瑞士中

部阿尔卑斯山区， 由东线和西线两
条隧道组成，单条隧道长度为 ５７ 公
里， 比日本连接北海道与本州岛的
清津海峡海底铁路隧道长约 ３ 公
里，从而成为全球最长铁路隧道。

东线和西线隧道加上其他辅助
竖井和连接通道， 整套隧道系统总
长度达到 １５１.８ 公里。 建筑方说，它
也是全球距地面最深的铁路隧道，
最深处为 ２３００ 米。

戈特哈德铁路落成， 也把原先

长度排名第二的英法海底隧道挤到
第三，后者长度为 ５０.５ 公里。

不过，１０ 年后这一排序可能再
次改变， 因为奥地利一条铁路隧道
预计届时建成， 长度大约为 ５５ 公
里。

2010 年 10 月，瑞士工人庆祝隧道打通。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