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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缓解压力求助“毒品医生”，新书惊爆美前总统秘闻——
—

肯尼迪曾吸毒裸奔？

外星城市

其夫人杰奎琳也曾注射毒品减压
回忆道：“ 当时肯尼迪总统处于一种

—绰号“感觉良好博士” 药物（实际上是冰毒）之后，他就立即
纽约医生——
的雅各布森的传奇经历，作者是美国 感到了强烈的愉悦感，并且觉得自己
著名传记作家勒兹曼和波内兹。 精力充沛犹如“超人”，而这正是肯尼
迪需要的！
病痛缠身

肯尼迪求助“毒品医生”

狂躁状态，他疯狂地挥舞着双臂，没
有穿任何衣服跑来跑去。我很快断
定，他这种躁狂状态是由毒品诱发
的。”哈特勒医生随后给肯尼迪注射
了一针安定和另一种药物，这才令他
平静下来。

用药过量
狂躁失控，在酒店裸奔

书中披露，1960年，当时仍是马
萨诸塞州议员的肯尼迪正处于激烈
书中披露，1962年春天，雅各布
的总统大选中期，而且遭受着多种疾 森被肯尼迪召集到他下榻的纽约最
病的折磨。心力交瘁的肯尼迪觉得异 豪华的卡莱尔酒店。在肯尼迪的要求
并患上了喉炎，但他很 下，他把中枢兴奋药冰毒注射到肯尼
肯尼迪总统与夫人杰奎琳 常疲劳虚弱，
快就将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克松 迪的喉头里。
然而由于用药过量，可怕的事情
据《国民问询报》5日报道，一本 进行第一场电视辩论。在其哈佛大学
—书中写道：“ 当雅各布森
即将出版的新书《感觉良好博士》惊 室友斯波尔丁的介绍下，肯尼迪认识 发生了——
离开卡莱尔酒店之后，肯尼迪突然对
爆秘闻——
—上世纪 60年代初，刚刚 了雅各布森医生。
当上美国总统的肯尼迪为缓解压力
雅各布森向肯尼迪承诺，他独创 药物产生了严重的精神病反应，变得
摆脱痛苦，竟染上严重毒瘾。1962年， 的“维生素鸡尾酒疗法”可以帮他包 狂躁，他脱光衣服，在酒店套房蹦
由于一次药物注射过量，处于躁狂状 治百病。但事实上，雅各布森所说的 跳。”随后，狂躁不安的肯尼迪竟跑出
态的肯尼迪竟彻底失控，全身赤裸地 “维生素鸡尾酒疗法”就是给患者使 房间，在酒店走廊上裸奔起来！
肯尼迪的疯狂举动令所有人目
—中枢兴奋
在纽约豪华酒店的走廊上裸奔！ 用能使人兴奋的毒品——
瞪口呆，负责保护总统安全的密勤局
据悉，《感觉良好博士》这本书主 药冰毒！
书中披露，令肯尼迪惊喜的是， 特工意识到大事不好，赶紧请来了纽
要讲述的是上世纪 50-60年代专门
为好莱坞明星名人提供毒品治疗的 当他第一次使用了所谓的“维生素” 约心理医生哈特勒。哈特勒医生事后

因吸毒曾闹国际笑话
由于 毒品医生 雅各布森多次为 纳之旅最终却成了一次灾难 闹出国际︻
“

”

肯尼迪注射冰毒 ，令肯尼迪染上严重毒
瘾。 书中披露，1961 年，当肯尼迪参加维
也纳峰会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会晤
时 ， 他甚至要求雅各布森和他一起前
往。
然而 ，尽管雅各布森按照吩咐为肯
尼迪注射了他所需的毒品 ，但那次维也

，

更
多
秘
︼闻

笑话 ：由于当天赫鲁晓夫临时迟到，肯尼
迪不得不一再注射毒品， 使自己维持兴
奋状态。 最终，当赫鲁晓夫赶到会场时 ，
肯尼迪已经注射了多达 3 针冰毒 ！ 由于
药物过量，导致他“几乎处于昏迷恍惚的
抑郁状态”， 肯尼迪后来自己也承认 ，那
次会晤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日子 。

旧事重提
肯尼迪吸毒传闻流传多年

“肯尼迪滥用毒品酒店裸奔”这一
重磅新闻曝光后，在美国引发轩然大
波。该书两位作者称，书中披露的秘闻
都是他们在采访多位内幕人士之后获
得的第一手资料，内容绝对可靠。
不过，肯尼迪家族尚未对该书内
容作出任何评论。其实，关于肯尼迪
吸毒的传闻的确已流传多年。比如，
在 2011年美国播出的 8集迷你电视
剧《肯尼迪家族》中，就根据各种“小
道消息”将肯尼迪描绘成一个“病魔
缠身，依赖毒品，花心滥情，一副典型
富家公子的浪荡样的总统”。（旺旺 ）

肯尼迪夫人也被
“拖下水”
书中披露 依靠注射毒
谁也没有想到 不久之
，

品得到的旺盛精力 ， 肯尼迪
顺利地在电视辩论中击败尼
克松 ，并最终赢得大选 。 当肯
尼迪当选总统后 ， “ 毒品医
生 ” 雅各布森也应邀出席就
职典礼 ， 并在典礼上认识了
第一夫人杰奎琳 。

携孕妻凯特访
■ 问苏格兰——
—
威廉王子遭女童拒吻
英国威廉王子和怀胎 5个月的

用机器读取人类梦境内 研究人员同时利用功能性磁
容，这听上去像是科幻电影 共振成像技术将志愿者睡眠
情节，但科学家确实在努力 时的大脑活动记录下来。
让“读梦机”成为现实。
研究人员据此整理出 3
任职于日本国际电气通 人睡梦中一些常见内容，比
信基础技术研究所的堀川友 如树、男人等，并将这些内容
慈等人目前正在研发相关技 分成大约 20个类别，然后又
术。他们在美国《科学》杂志 与 3人清醒状态下见到相似
上发表报告说，已开发出一 场景时的脑活动相比较，得
种读梦程序，在实验中读取 出每个类别的脑活动特征。
梦 境 内 容 的 准 确 率 高 达 研究人员开发的电脑程序，
60％以上。研究人员说，这可 能学习、识别并破译出这些
能是首次成功读取人类的梦 脑活动特征。
境内容。
堀川友慈说，当他们利
据研究人员介绍，他们 用这种电脑程序再次进行实
招募了 3名 20岁至 39岁 验，读取 3名志愿者的梦境
的男性志愿者，参与为期 10 内容时，发现其准确率达到
天、每天 3小时的读梦实验。 60％“，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水
志愿者一进入睡眠 6到 7分 平，不能归因于运气”。
（新华社 ）
钟，就会被唤醒以描述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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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菜园开种
月 日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南草
4

，

作品遍布俄罗斯大街小巷，多含政治隐喻——
—

“反普”
涂鸦大师离奇身亡
以往在街上作画时曾多次被捕
反普京

自称“无政府主义者”

名气大

拒做“俄罗斯的班克斯”

的蒙面近照

斯科和圣彼得堡街头，他喜欢将自己 各处绘制壁画。2012年他还打造了
的幻想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实现，包括 一系列游击队式的装置，其中包括看
广场、桥底、围墙甚至地铁门口都能 起来像意大利面一样、交叉在一起的
看到他的作品。早在 11岁时他就开 巨大的工业管道。
始在莫斯科为了纪念前苏联音乐人
P183最著名的代表作，是一副
维克多而修建的“痛哭之墙”上写诗。 绘在空旷雪地上的巨型眼镜，一根高
大学毕业之后，P183干过多种不同 耸的电线竿被巧妙地化作了“眼镜
的工作，从电脑专业、摄影师、摄影记 腿”。他还曾将大块混凝土仿制成巨
者到电影导演，甚至儿童精神病医 型的巧克力棒，以表达对艺术及生活
商业化的憎恶。
生。

由于捕获到了当今俄罗斯的思 目——
—为一部音乐舞台剧《Todd》绘
潮，P183迅速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名 制舞台布景。他在自己的“脸书”网页
声大噪。由于其绘画风格与世界最著 上这样写道：“这是一项巨大的工作。
名的街头艺术家、英国的班克斯颇有 如果明天我死了，至少感觉自己为世
几分神似，P183常被世人誉为“俄罗 人留下了一些真实的东西。”不料他
斯的班克斯”或者“班克斯基”。不过 却于 4月 1日（周一）离奇身亡，年仅
他坚称自己从来没想过要模仿班克 29岁。 与他合作的 Teatralnoye
斯，因为这是对其个人风格的轻视。 Delo剧场制作公司证实了 P183的
和大多数街头艺术家一样， 死讯，但并未进一步披露详情。
P183的作品总是很快就被当局政府
据透露，这位年轻艺术家一直到
用灰色的油漆覆盖起来。
去世的那个晚上，还在辛勤工作。目
不 久 前 ，P183接 到 一 个 项 前，莫斯科警方正在调查此案。（朗天 ）

Pasha P183

夫人凯特 4号来到苏格兰最大城市
格拉斯哥，开始为期两天的访问。
威廉王子跟身穿苏格兰格子外
套的凯特视察当地 2014年英联邦
运动会场馆，并与孩童轻松互动。威
廉为一群孩子发布起跑令，赛后与
他们击掌庆祝，其后更发生小插曲，
威廉想要亲吻一名小女孩面颊时，
被害羞的小女孩扭头拒吻。
凯特的预产期在 7月，在接受
当地民众礼物时，回应说还没有为
腹中婴孩取名。

坪的白宫菜园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 （前中 ）
带着学生种菜 。 这个白宫菜园由米歇尔在
2009 年 3 月建立 ，4 年来至今已提供了许多
新华社
新鲜水果和蔬菜 。

据悉，由于 P183的创作多含政 言，街头艺术是一种将思想传达给人
治隐喻及反总统普京的讯息，以往在 们的工具。”
街头作画时曾多次被捕。他的部分作
平日 P183总是蒙面现身，穿着
品反映反普京示威浪潮，去年俄罗斯 平常的黑外套，戴着一顶巴拉克拉法
总统大选拉开帷幕前夕，P183在接 帽。对于他的身份，外界一直所知甚
受采访时表示：“ 我一点也不想谈到 少。在一次接受俄罗斯“今日”电视台
普京，关于他的消息到处都是。俄罗 的采访时，他形容自己是“无政府主
斯现在已经弥漫着一种沉重的氛围。 义者”，并称自己的作品只想教俄罗
我们的政府并不支持创造力。对我而 斯民众批判世事。

Pasha P183 的 作
品—《
—— 铁丝网外的女孩 》

来自土耳其的艺术家凯尔擅长
在微小的物体上作画 ， 他的作品出
现在蝶翼 、 蜗牛壳 、 南瓜种子 、 米粒
上面 ， 他甚至可以在仙人球的刺上
作画 。 在哈森的眼里 ，世界上的一切
都是微缩的 ，无论多小的画布 ，他都
能将自己所欲表达的画面表现得淋
漓尽致 ，细致入微 。

，

“读梦机”或梦想成真

俄罗斯青年涂鸦艺术家 Pasha
被誉为 “俄罗斯的班克斯 ”，在莫
斯科的广场 、 桥底 、 围墙甚至地铁门
口 ，都能看到他的涂鸦大作 。 由于其
创作多含政治隐喻及反总统普京的
讯息 ，他以往在街上作画时曾多次被
捕 。 这位性格叛逆的艺术才俊最近却
在莫斯科离奇身亡 ，年仅 29 岁 。

迷你艺术

后 ， 杰奎琳也成了雅各布森
的一名 VIP 客户 ！ 原来 ，当时
杰奎琳深受媒体围攻困扰 ，
而当她发现丈夫和雅各布森
医生的秘密后 ， 不堪压力的
她也开始注射毒品 ， 以此寻
求解脱 。

用机器读取人类梦境内容——
—

P183

用乐高玩具制作各种神奇有趣
的小玩意已经屡见不鲜 ，近日 ，来自
纽约的乐高达人多伊尔制作的外星
城市吸引不少眼球 。 为了将这一 5
英尺 （约 1.5 米 ）高的模型制作成功 ，
多伊尔花费了 600 小时的时间 ， 用
了 20 万块乐高才将其打造成功 。

常拿大地当“画板”
喜涂鸦
Pasha P183的作品多见于莫
随着年龄增大，他开始在城市中

威廉主动 “献吻 ”，小女孩躲开

推特最受欢迎
牛 沙特女性——
—
沙特王妃博粉66万
沙特美女王妃阿米拉在社交网

络推特（Twitter）上备受追捧，今年
3月中旬，她以 662170名粉丝的数
量成为该网站最受欢迎的沙特女性。
30岁的阿米拉年轻美貌，是 57
岁沙特王子阿尔瓦利德的第二任妻
子。这位 80后王妃是位“微博控”，
从 2011年开始用社交媒体为沙特
妇女争取权利。
阿米拉上过美国的《新闻周刊》
等媒体，接受过英国著名媒体人摩
根的采访，还曾入选《中东 CEO》杂
志“2012年阿拉伯世界百大最有影
响力女性榜”。她的丈夫阿尔瓦利德
是沙特阿拉伯国王的侄子，身家约
180亿美元，是世界上最富有男人
之一。

沙特王妃阿米拉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