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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综合］19日，伊拉克逊尼派极端组
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公布
一段视频显示美国一名记者被斩首。由于美军
近日开始在伊拉克境内对该极端组织的目标展
开空袭，连日来该组织频频对美国发出警告，
并威胁称，如果美国对其手下武装人员实施袭
击的话，那么“伊斯兰国”将对各地的美国人
展开攻击。

美国记者被斩首
19日，在ISIS公布的题为“ISIS给美国的

信”视频中，于2012年11月在叙利亚被绑架失
踪的美国记者James Foley 被处以斩首之刑。20
日，美国官员证实，一名美国记者被伊拉克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斩首，同时还有一名美
国人质生命受到威胁。Foley的家人也在脸谱
网站发布的声明中证实了他的死讯，称对他感
到“无比自豪”。

该极端组织公布Foley被斩首同时表示，
他们手中还有另一名美国记者。视频中一名讲
英语的蒙面男子押着一名据称是美国记者史蒂
文•索特罗夫（Steven Sotloff）的男子。蒙面
男子表示：“这位美国公民的性命，奥巴马，
就取决于你下个决定。”

据英国《每日邮报》8月19日报道，Forley
在生前曾给在美空军服役的兄弟发信息称，
“你的战友向那些人投放炸弹之时，就是我的
死亡之日。是他们在我的死亡证明上签字。”
同时，一篇名为“Forley斩首前讲话全文”也
被公布：

“我呼吁我的朋友，我的家人，以及我爱
的人，站起来共同反抗真正的凶手——美国政
府。因为接下来将发生的一切，都是他们自大
和罪恶的结果。

给我最爱的父母：给我留点尊严，不要接
受任何补偿金，那些人最近在伊拉克发动空
袭，给我的棺材上钉上了最后一颗钉。

……
我希望我有更多的时间，我希望我能够重

获自由，与家人重逢，但船已经沉没了。归根
结底，我真希望我不是个美国人。”

新 闻 瞭 望 台

美军空袭ISIS组织
8月8日，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授权下，

美军两架F/A-18型战斗机已经在伊拉克北部
针对ISIS武装投下两枚500磅激光制导炸弹。
自8月8日以来，美军已经空袭了至少70个“伊
斯兰国”目标，包括安检站、车辆与武器库
等，但炸死多少武装分子尚不清楚。

18日，该组织在网络发布视频，告称将
会血洗美国。而此前，该组织还在网络公布
了一组照片，照片当中，美国白宫附近出现
了极端组织的黑色旗帜。

几名美国高官说，“伊斯兰国”杀害福
莱，是为报复美国在过去两星期对叛军进行
的空袭。

美国回应ISIS组织：赏千万美元猎杀
其首领

据英国《镜报》报道，ISIS攻占了伊拉克
大片土地，声势日益壮大，声称要“血洗美
国”。对此，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已选派
干员和特种部队士兵组成百名的精锐部队，
追捕ISIS42岁的首领巴格达迪。这将是美国
2011年猎杀“基地”组织领袖拉登以来，最大
规模的反恐搜捕行动。

报道称，巴格达迪统率追随者大军，但
他神出鬼没，美国悬赏1000万美元追查他的
下落，但一直没有任何进展。报道指出，情
报专家正利用无人机和卫星影像，搜集手机
通话数据，以及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地面调动
情况。一名消息人士说：“巴格达迪的部队
分散各地，必须通过电话指挥，这是他的弱
点。”

“鬼影”巴格达迪是比拉登还残忍的
恐怖分子

据悉，被称为“鬼影”的巴格达迪1971
年生于伊拉克，曾在伊拉克的美军监狱坐过
牢，他在2010年成为“伊黎”组织头目。

如今，“伊黎”组织超过“基地”组织，成
为全球最危险的恐怖组织。巴格达迪虽被称
为拉登的接班人，但他却是比拉登更为危险
和残忍的恐怖分子。拉登就曾警告称一个新

弗格森骚乱 美爆警民冲突
［本报综合］：18日，

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18岁
非裔青年布朗被警察开枪打
死的示威游行进入第九夜，
并由一开始的和平示威，演
变成又一个骚乱之夜。在示
威人群向警察投掷物品后，
警察开始使用催泪瓦斯和眩
晕弹。据悉，有示威者被逮
捕。

密 州 高 速 巡 警 警 长
RonJohnson称，至少有2人
中枪，但子弹不是警察射
出。

据报道，18日晚，一支500多人的抗议队伍走在美国密苏里州弗
格森地区弗洛里森特大街的人行道上。抗议者高呼“没有公正，就没
有秩序”“我们要正义”等口号，警察则拿着扩音器在高喊，“一直
走，别停下，否则将被逮捕。”

8月9日，18岁非洲裔青年迈克尔·布朗在弗格森被白人警察射
杀。在警车中与一名警官争夺手枪时被打死。目前尚不清楚布朗当
时为何在警车中。双方争抢中，手枪至少发射出一枚子弹。那名警
官随后向布朗开枪数下，而后离开案发地。这起事件随后引发持续
骚乱，18日一早，密苏里州州长尼克松下令调遣国民警卫队进驻弗
格森维持治安，同时解除宵禁，但弗格森民众的怒火仍旧难以平
息。

布朗的母亲说，她儿子是个好孩子，正准备上大学。案发时，
他去弗格森看望祖母。“他没给任何人添麻烦，”她说，“他们告
诉我孩子挨了多少枪——8枪。”

火上浇油！密苏里州又爆美国警察射杀非裔
密苏里州佛格森的种族冲突怒火未熄，数哩之外的圣路易市19

日却再度发生一名非裔青年遭警击毙的事件。这名行径反常的23岁
非裔青年挥舞刀刃，挑衅警方道：“开枪呀，现在就杀我。”在
迫近警察时，被两名警察击中身亡，事发后立即引来约200愤怒民
众聚集枪击现场。幸而，该市非裔市议员狄昂·弗劳尔（Dionne 
Flowers）目睹事发过程，群众怒火才未爆发。

俄罗斯发农贸禁令反欧美制裁
8月中旬，俄罗斯宣布一年内将禁止进口美国和欧

盟等地农水产品。这是俄罗斯就欧美因乌克兰内战及衍
生地MH17事件对俄进行多轮制裁而展开地首轮报复。
农贸禁令公布后不久，俄罗斯方面再宣布，正在考虑禁
止或限制欧洲及美国的航空公司飞越西伯利亚领空。

加沙战火重开 哈马斯军事领袖妻儿遇袭
以色列军方在19日冲突再起后，进行了60轮空袭，

而巴勒斯坦方面向以投掷了近80枚火箭弹，其中部分被
以色列铁穹反导系统拦截。据称，加沙，哈马斯武装领
导人穆罕默德·德伊夫的妻子和幼子在以色列空袭中遇
难。

十天来的短暂沉寂被暴力打破，以色列“护刃行
动”已经进行到第五周。加沙地带已有2029人丧生，多
为平民，180万人口中有42.5万人流离失所。以色列方
面64名士兵战死，3名平民死亡。

乌克兰难民车队遇袭或导致俄乌直接冲突
8月18日清晨，一支逃离乌克兰战乱城市卢甘斯克

的车队在前往俄罗斯途中蹊跷遇袭，造成数十名平民死
伤。乌克兰政府随后指责此事件系东部民间武装所为，
而后者则断然否认参与此事。

有分析人士指出，遇袭车队是在俄罗斯人道主义援
助车队行经的路线上遇袭，或许预示着俄罗斯车队有“发生
意外”的可能，这可能诱发俄乌之间的直接武装冲突。

顿涅茨克地区幼儿园遭炮击  10儿童死亡
当地时间19日白天，乌克兰政府军炮击了顿涅茨克

市马科耶夫卡地区居民楼和私人住宅区，摧毁数栋民
房和高楼 。报道称，乌军对该地区的炮击持续了一整
天。顿涅茨克“副总理”安德烈·普尔金对俄罗斯媒体
表示，城里医院已满是伤员。他强调，马科耶夫卡完全
被炸，医院满是弹片伤员，具体伤亡人数暂不明。

另据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顿涅茨克当局
称，当天马科耶夫卡一所幼儿园也遭到炮击，造成了10
名儿童死亡。

今年4月乌克兰政府军在乌东部展开特别军事行动，
目前持续多月的战事已经造成顿涅茨克多个地区断水
断电，当地陷入人道主义危机。另据联合国最新统计
数据，冲突至今已造成20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大量平
民。

日本广岛泥石流灾害致死人数上升至32人 
据日本《读卖新闻》20日报道，广岛因遭遇暴雨发

生大规模滑坡泥石流，目前已经造成32人死亡，仍有9人
下落不明。警方与消防人员正在继续现场搜救。

泰国陆军司令巴育或成过渡政府总理唯一人选
外媒报道，泰国政府消息人士20日透露，泰国陆军

司令兼“维和委”主席巴育可能是泰国过渡政府唯一的
总理人选。

据报道，泰国国家立法议会将于8月21日举行会议，
投票选举过渡政府总理。消息人士指出，巴育可能是
“唯一的候选人”。

科学家在国际空间站外壳上发现海洋浮游生物
据俄媒20日报道，俄罗斯科学家称，他们在对取自

国际空间站窗户和墙壁的样本进行分析时发现，国际空
间站的外壳上竟然附着着海洋浮游生物。不过科学家
称，目前尚不清楚这些浮游生物如何进入太空的。

印度士兵失踪18年后遗体被封存于冰川
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8月20日，印度警方宣布，该

国陆军发现了一名失踪士兵的遗体，该士兵于18年前在
印度争议地区克什米尔的锡亚琴冰川走失。

印度警察苏尼尔·古普塔表示，遗体于上周在斯利
那加城450公里外的地区发现，其被发现时处于冷冻状
态。他们花费了5天时间将遗体带回。

海拔5700米的锡亚琴冰川被称为世界上“最高的战
场”，气温会达到零下60摄氏度。

1984年以来，超过8000名士兵在冰川死亡，几乎所
有人都是因为雪崩、泥石流、冻伤、高原反应和心脏衰
竭而死亡，而不是因为战争。

日本111岁男子被认定为世界最长寿男性
据日本《朝日新闻》8月20日报道，日本111岁男子

百井盛20日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认定为“世界最长寿男
性”。20日，百井盛在入住的医院接受了吉尼斯工作人
员颁发的证书。他说：“希望再活两年。”

生“残忍”极端组织势力日
益增强，而这个组织指的就
是“伊黎”组织。早在2011
年基地组织精神领袖本·拉
登就表示ISIS过于极端，希
望基地组织与其划清界限。
在ISIS控制区，该组织禁止
平民吸烟，骚扰不戴面纱的
妇女，而且还实施最严厉的
惩罚行为，比如砍头等。 

该组织自身发布的年报
详列了每年行动数字及行动
细节。2012年ISIS共计发动
了4500次袭击。袭击的方式
包括暗杀、火箭弹等炮弹袭
击 、 各 类 爆 炸 、 烧 屋 、 狙

击、夺取城市、解放监狱等。而接下来的一年
可以说是“成绩斐然”的一年。2013年，ISIS
在伊拉克策动了共计近1万次行动，比2012年
翻了一番还多。其中有1083次暗杀、5254次这
类爆炸、1047次针对性袭击（针对伊拉克政府
或军队等）及占领8座城镇等。

ISIS的扩张势头很猛，战火已经逼近伊拉
克最重要的亲美势力——库尔德地区。今年7
月初ISIS从库尔德武装手中夺取伊拉克第二大
城市摩苏尔，同时还是伊拉克最大的炼油基
地，并从从该地区中央银行抢劫了5000亿伊拉
克第纳尔（约合4.29亿美元）。一个月后，又
夺取伊拉克最大的大坝“摩苏尔水坝”，并控
制通往土耳其的输油管道。人们十分担心这座
巨型水坝因无人管理，或ISIS蓄意破坏进而可
能威胁底格里斯河流域数百万人生命。与此同
时，ISIS手中已握有5片油田，可谓实力雄厚。
目前ISIS武装距离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
仅半个多小时车程。

“伊黎”组织有上千名西方圣战者，欧美
等西方国家担心“伊黎”组织效仿“基地”
袭击海外地区，但是他们目前更担心来自西
方的“伊黎”组织战士乔装返回西方后发动
远甚于“基地”组织的恐怖攻击。美国前驻
伊大使在电视节目中警告：“‘伊黎’组织
就是‘基地’6.0版本，如果他们在夺占的领

美记者被斩首       ISIS组织残忍胜拉登

土站稳脚跟，他们掌握的形势会比‘基地’
在‘9·11’事件前更强。我们都知道后来发生
了什么事。”

千余名女性遭绑架被迫嫁极端分子
据英国《每日邮报》8月18日报道，ISIS激

进分子当天被控在伊拉克辛贾尔镇(Sinjar)掳走
超过1500名亚兹迪妇女，并胁迫她们与俘虏自
己的战士“成婚”。

据 英 国 《 每 日 邮 报 》 报 道 ， 辛 贾 尔 镇
（Sinjar）目击者表示，受到“基地”（Al-
Qaeda）组织启发的伊斯兰国战士，将年轻女性
与其他人口分开，以巴士或卡车将多数人载离
当地。此举据信是为了要将她们献给“伊斯兰
国”战士为妻。

据报道，“伊斯兰国”圣战士在短短两周
内，已在伊拉克北部绑架多达3000名妇女与女
孩，数以百计男性则因拒绝改信伊斯兰教而遭
枪决。这些绑架事件，似乎是发生在居民武装
对抗“伊斯兰国”的村庄内，这些女性被带
往“伊斯兰国”控制的辛贾尔山以东塔阿法市
（Tal Afar）。

大约有20万人逃往伊拉克库德族地区避
难，其他人仍留在山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