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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失火渡轮仍有98人下落不明
据意大利媒体31日报道，负责救援任务的意“圣乔治”号

两栖舰已将200余名幸存者送至意南部港口布林迪西，另有80
名幸存者乘直升机和商船抵达希腊。意检方发现获救者与乘客
名单有较大出入，估计目前尚有98人下落不明。据检方判断，
事发时货舱中还有一些偷渡者。此次事故目前已造成11人死
亡，另有两名阿尔巴尼亚水手在拖船牵引事故船只残骸时被崩
断的缆绳击中丧生。当地时间28日，“诺曼大西洋”号行驶到
希腊科孚岛附近海域时，船上的一个车库起火，因火势无法控
制，船长下令弃船，并开始撤离人员。

IS公布被俘F-16飞行员专访 回忆被俘全过程
约旦军方一架F-16战机上周执行打击“伊斯兰国”（IS）

的任务时不幸坠毁，飞行员卡萨斯贝虽然生还，但在IS“首
都”拉卡附近被俘，成为国际“反IS联盟”第一个落入魔掌的
军方人士，目前命运未卜。29日，IS创办的杂志刊登了一篇对这
名26岁空军中尉的“专访”。卡萨斯贝详细讲述了从发起空袭到
被俘的全过程。在“采访”最后，卡萨斯贝说：“我知道，他们
会杀了我。”

热带风暴“蔷薇”袭击菲律宾 致29人死10人失踪
菲律宾官员30日称，热带风暴“蔷薇”横扫菲律宾中部，

导致山洪暴发和山体滑坡，已经导致至少29人死亡，10人失
踪。

苏格兰确诊一例埃博拉病例 西非超2万人感染埃博拉
英国苏格兰政府29日证实，一名女性医务工作者从塞拉利

昂返回苏格兰最大城市格拉斯哥后被确诊感染埃博拉病毒。
世卫组织于29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在西非的几内亚、利比

里亚和塞拉利昂三国中，已经有超过2万人感染致命的埃博拉
病毒。

利比亚储油罐起火 2天的石油产量烧光
12月26日，利比亚东部石油港口Es Sider的一个储油罐被火

箭击中着火，大火已经燃烧数天，利比亚已经请求意大利、德
国以及美国派遣消防员前来协助。火灾燃烧了利比亚近两天的

石油产量，或将会危及利比亚的原油生产。

北约撤军阿富汗 塔利班称北约被其“击败”
28日，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正式降下军旗，

结束在阿富汗的13年使命，但是仍然有13000名军人将留下
来，培训阿富汗士兵。

阿富汗塔利班在一份声明中说，他们“打败了”美国及
其盟国。美国为首的联军没有获得任何实质性的胜利，现在
只好“卷起铺盖回家”。

冈比亚发生未遂军事政变 总统本人不在国内
西非国家冈比亚30日发生未遂军事政变。当天凌晨，一

伙军人对位于首都班珠尔的冈比亚总统府发动突然袭击，试
图推翻现政权，但是被忠于总统叶海亚·贾梅的军人挫败。
事发时，贾梅本人不在冈比亚国内。

日本国会众院选举安倍晋三连任首相
12月24日，安倍在众院全体议员的470张选票中获得328

票，当选为日本第97任首相。

印尼2015年起对中国游客免签证
从2015年1月1日起，印尼政府将对来自中国等五国的入

境者提供免办签证的待遇，这将为每名中国游客节约35美元
的签证费用。

女子死后3月救护车方赶到
据英国《镜报》报道，英国57岁的女子瓦莱丽2014年9月

去世，当时她的家人预约的救护车竟在3个月后的圣诞节前夕
才抵达她家。当救护车到她家接瓦莱丽进行透析治疗时，瓦
莱丽的丈夫十分愤怒，他向司机解释他心爱的妻子已经离世
了。

澳女子公车站遭流浪汉性侵 求救没人阻止
据台媒称，平安夜在澳洲墨尔本，一名23岁女性因受药

物影响在公车站休息，遭到流浪汉性侵长达半小时，更夸张
的是，期间居然没有任何民众出面制止。

新 闻 瞭 望 台 一 览 晓 天 下

许多示威者被捕（来源：BBC中文网）

亚航、马航失事均黑手所为？
2014年12月28，从印尼飞往新加坡的

亚航QZ8501航班失联。12月30日，亚洲
航空印尼公司告知，印尼国家救援队找到
飞机残骸，目前部分尸体已经被打捞并确
认身份。印尼警察总长苏塔尔曼声称，一
位乘客没有关手机，而正是这微弱的手机
信号让运营商锁定了位置

据悉，机上共有155名旅客，其中137
名成人，17名儿童及1名婴儿。飞机上还
有2名飞行员、4名乘务员和1名机械师。

提前13天的神秘“预言”
中国的一篇博客引发了一场风暴！网

名为“老百姓有自己的乐”的网民，在
2014年12月15日发表了一篇《马航被搞垮
后，黑手又伸向了亚航》的博客。该博客
在亚航失事后被网友挖出，文章正文内容
为：“国际大黑手把马航MH370和马航
MH17劫持和击落后，作为世界第六大航
空公司的马航基本垮了，处于要死不活的
状态。现在，大黑手又把目标锁定在亚
航，一如既往，必须搞垮亚航，因为亚航
也属于马来西亚。鉴于黑手的势力过于
强大，心肠过于狠毒，建议出行的中国旅
客，远离亚航，别成为另一个MH370的牺
牲品。”该博主随后跟帖说：“大家要把
这个消息及时通知自己的亲友”。该博客
在12月16日和17日重复的警告：这是生活
中一次重大的危机，远离它。尽管当时被
人说成“疯子”，并被怀疑，但是还是有
一个Reddit用户表示他的朋友翻译了这篇
文章，并且说服别人相信这次警告。

12月17日之后，博主再没有信息发

布。亚航失踪后，很多人对于他的预测感
到非常惊讶，猜测他是不是中国的情报官
员或者截获黑手信息的黑客。Reddit用户
lolrus_bukkit发表言论：“这个人是中国
的情报官或者黑客，希望用这些敏感信息
来挽救更多的人，却因为无法大范围声
称，没有成功地挽救更多的人。”

目前该帖得到了近400万的点击率。
很多网民对此感到震惊，但也有一些人觉
得这是伪造的编辑，同时还有人认为这只
是各种偶然的巧合。

亚航QZ8501与马航MH370搜寻之
四大不同

在MH370阴影的笼罩下，亚航客机
QZ8501再度将“失联”二字推上话题
榜。失联飞机是否能够被找到、什么时候
才能找到成为议论焦点。在事发后的第二
天，CNN就推出一篇文章，详细的对比
了亚航QZ8501与马航MH370事故的不同
点。两起看似相同的“失联”事件，却存
在许多不同之处。

首先，亚航失联事件并不存在阴谋论
或人为操纵的因素。此前，在MH370的
事故中，失联飞机上的应答机疑似被人为
强行关闭。飞行员停止发送无线电波，飞
机飞行数小时后曾突然掉头，直至一切有
关飞机的迹象戛然而止。但此次亚航事故
中，飞行员在与塔台失去联系之前仍保持
正常沟通。因此，我们对失联地点以及该
地点附近的天气状况有更准确的把握，这
对之后的搜救工作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次，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在涉事水

《 刺 杀 金 正 恩 》

索尼影像娱乐公司的涉朝新片《采访》（又名：《刺
杀金正恩》）经历黑客事件后25日在美国300多家电影院
和网络上映，受到不少美国观众追捧，但因内容低俗而遭
到影评人和观众恶评。

索尼投资4400万美元制作的《采访》虚构了两名美国
记者受美国中央情报局之命，借赴朝鲜专访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之际开展暗杀行动的故事。

朝鲜方面强烈抗议这部影片，称影片将恐怖袭击正当
化，这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会被允许。影片也给索尼招
来了黑客，大量公司内部文件、高管邮件、员工间私人通
信记录、客户信息、未上映影片和剧本等信息被公布在互
联网上。黑客组织还威胁说要对放映《采访》的影院进行
恐怖攻击。

凭借吊人胃口的内容和对黑客事件的“炒作”，《采
访》受到不少美国观众的追捧。但不少影评人把《采访》
评价为一部“低俗喜剧”。大多数观众认为它算不上一部
佳作，是黑客事件让影片吸引了更多关注和观众。

                                                 （摘自新华网）

域方面，MH370失事地区水域极深，而
且其中覆盖一些人类从未绘制过的地区的
海床地图。因此，这使得飞机的定位变得
极其困难。在此次亚航客机失联事故中，
失联区域是常用的航运通道，水域较浅。
即使飞机坠入海中，其深度也不过是几百英
尺，这就代表定位和寻找工作要容易得多。

再次，印尼政府与各方从MH370事件
中汲取了宝贵的经验，确立并启动了应对
预案机制，全过程非常高效。事发后印尼
方面迅速制定并公布搜寻计划，派出海军
船只前往失联海域展开搜寻，并向马来西
亚、新加坡和澳大利亚寻求帮助。

最后，此次亚航客机失联后，印尼政
府与亚洲航空公司统一宣传口径，避免舆
论的混乱影响搜救工作。2014年3月，在
马航MH370失联后，马来西亚官方公布的
信息常常自相矛盾，马航与马来西亚政府
之间的配合也存在一定问题。此次事发后
亚航方面第一时间出面对失联航班上的乘
客和机组人员表示关切，并承诺将尽一切
努力进行搜救。在搜救开展后，印尼政府
对搜救信息的确认也更为及时准确。

因此，在搜救开展的最初阶段，就有
相关人士分析，亚航QZ8501的搜寻难度
远低于MH370。前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官
员华莱士曾对CNN表示：“即使飞机在
很短时间内内被找到，我也毫不惊讶，因
为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确定它的位置，
所涉水域也只有150英尺深（约45.7米），
而不像印度洋那样最深可至2万英尺（约
6096米）。”

         （综合自网易和《每日邮报》）

密州又现枪击黑人事件
警民发生冲突

［本报综合］数周以来美国各地发生了持续的公众示
威，抗议警察的野蛮暴行和种族主义。

圣诞前夜，密苏里州的伯克利又有一名黑人少年被警察
开枪打死，为席卷全美的抗议事件火上浇油。

当地媒体说，这次在伯克利被警察打死的黑人少年是18
岁的安东尼奥·马丁。这次发生枪击事件的伯克利距离佛格
森郊区只要两英里，上次18岁的迈克尔·布朗就是在佛格森
被一名白人警察射杀。布朗8月被警察开枪打死引发美国全
国公众抗议。

圣路易县的警察负责人说，当时警察在回应偷盗报警，
当警察在加油站看到两名男子，就向他们接近。

警察负责人说，两名男子之一拔枪向警察瞄准，警察迅
速反应，连开3枪，其中一枪击中那名男子。

警方表示，警察“使用了当时他认为适当的暴力作出反
应”，也就是“当大部分警察都会觉得马上面临生命威胁的
时候”才会作的反应。

警方指责枪击后在现场聚集的两三百人里面有人向警察
投掷砖块，之后施放了3个爆炸装置。

警方说有4人以袭警罪被逮捕。警方还公布了枪击发生
的视频。

报告称美国警察今年被枪杀人数激增56%
据 美 国 执 法 人 员 纪 念 基 金 会 3 0 日 发 布 的 一 项 报 告

称，2014年美国警察被枪杀的人数达50名之多，比去年激增
了56%，其中有15人是遭伏击而死。

卢布暴跌 国际油价创5年新低
年关时节，国际油价和卢布的一路暴跌，成为全球经济新

闻热点。

卢布再度暴跌
29日，卢布最高跌9.5%至58.91，这是自12月15日来的最大

跌幅。当前美元/卢布交投于58.8，开盘报价为53.47。
卢布是在俄罗斯宣布该国经济出现下滑之后剧烈震动的， 

俄罗斯经济发展部的数据显示，按年率计算11月俄罗斯GDP同
比下降0.5%，这是俄经济五年来首次出现萎缩。2014年前11个
月该国GDP增长0.6%。经季节调整，11月俄罗斯经济下降0.2%。

ING银行的莫斯科经济学家Dmitriy Polevoy对《莫斯科时
报》表示，这首先与制裁有关，12月我们看到了石油的暴跌和
市场的恐慌，这对银行系统以及消费者信心的伤害需要一段时
间来修复。从今年以来，卢布跌幅已经达到70%，其波动之剧
烈也让人惊心动魄。

12月15日卢布曾一夜暴贬10%，俄罗斯央行连夜加息650基
点以应对卢布崩盘，但此举收效甚微，次日卢布再度暴跌，美
元/卢布盘中最高升至80.10，卢布跌幅高达19%。

加息政策不见效，俄罗斯财政部再次动用售汇大招，普京
更是在记者招待会上力挺俄罗斯经济，表示最多两年即可恢

复，卢布终于在18号开始止血企稳。此后俄罗斯要求五大国企 
国企卖外汇，种种措施干预下，卢布一度出现大幅反弹，自历
史新低上涨超过34%。

国际油价大跌 刷新五年半新低
据华尔街见闻消息，29日，投资者预计原油市场供大于求

格局持续，美国纽约、英国布伦特原油盘中暴跌3%，美油跌破
53美元，布油跌破58美元，双双刷新2009年5月来新低，为两
周来首次创近年新低。前日早些时候，因利比亚战火加剧，油
价一度上涨近2%。

本月早些时候，美国能源信息署（EIA）公布的报告显
示，EIA预计今年美国原油产量将增至860万桶/日，明年为932
万桶/日，去年这一数字为744万桶/日。

面对美国页岩油繁荣，OPEC产油国拒绝减产。沙特石油
部长Ali al-Naimi曾表示，即便油价跌到20美元，沙特也不会减
产，因为这不符合OPEC的整体利益。

业内人士预计，供给量过剩，未来原油供给还会增加，预
计油价还会下跌，利比亚问题无法从根本改变市场。此外，原
油市场缺乏需求，目前还没看到需求会有起色。

                                                                   （摘自观察者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