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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在伊拉克烧死45人 
据BBC报道，伊拉克当地警方官员称，

武装组织“伊斯兰国”（IS）在伊拉克西部
城镇巴格达迪烧死45人。遇害人士的确切身
份以及被害的原因尚不明确，不过警长卡西
姆·奥贝迪表示，相信遇害者当中有部分是
保安部队成员。

上周，“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控制了这
个位于阿萨德（Ain al-Asad）空军基地附近
城镇的大部分地区。奥贝迪警长称，保安部
队家属和地方官员居住的住宅区域现正遭受
袭击。他请求政府及国际社会提供协助。

IS发布最新影片 斩首21名基督徒
据《苹果日报》报道，激进组织“伊斯

兰国”15日又公开新影片，斩首21名埃及基
督徒科普特人（coptic christian），影片中显
示身穿黑服的刽子手一排站开，在海滨斩首
身穿橘色囚服的人质。

“伊斯兰国”称在利比亚绑架这群人
质，为了替被埃及基督教会“绑架”的穆斯
林妇女报仇，表示从伊斯兰教改信基督教的
埃及妇女被教会刑囚并谋杀，“伊斯兰国”
先前公开人质照片后，埃及当局立即呼吁民
众不要前往利比亚，并呼吁住在利比亚的埃
及人提高警戒。

埃及空袭报复IS 多名武装分子在空袭中死亡
埃及16日宣布向利比亚境内的“伊斯兰

国”目标发起空袭。
埃及军方发言人发表声明说，战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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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侨报》2月18日报道，一名孟姓华裔大学
生上周在洛杉矶长堤市用激光瞄准镜瞄向机场降
落的飞机，结果被警方逮捕，保金两万元美元。

据悉，该类型案件过去在洛杉矶曾发生过多
次，但是洛杉矶华人此类案件的第一次。

据洛杉矶华裔刑事律师邓洪17日介绍，孟姓
学生平时喜欢野外枪战游戏，他使用的狙击步枪
装有一个激光瞄准镜，可瞄向一万米高空。上周
他在长堤山上用瞄准镜瞄向一架正在降落的民航
客机，绿色激光线照射到驾驶室玻璃上，晃得驾
驶员睁不开眼。结果，孟被警方逮捕。

邓表示，任何人用激光瞄准镜瞄准飞机都是
重罪，根据联邦刑法18条39(a)款，涉案人将被判
处在联邦监狱服刑最多25年，罚款上限25万元；
加州刑法第247.5款规定，涉案人将被监禁12至16
个月，罚款一到两千元；如果用激光瞄准镜瞄向
个人，加州刑法217.25款规定判处30天的监禁；如
果瞄向警察，将被判处60天监禁。

邓指出，因为孟姓大学生的行为没有造成民
航客机的危险，所以对他的发落相对会比较轻，
有可能判处在加州监狱服刑3年。

中国留学生在美用激光瞄准
镜瞄向飞机被逮捕起诉

袭“伊斯兰国”军火库和训练营等，随后安
全返回。这次密集袭击目的是“报复流血事
件，让凶手得到惩罚”。

利比亚空军16日宣布，利比亚空军配合
埃及行动，对遭“伊斯兰国”分支占据的东
部城市达尔纳实施空袭。利比亚一名空军指
挥官说，40名至50名武装人员在当天的空袭
中死亡。

4000美军开赴科威特
欧巴马总统要求国会授权他对“伊斯兰

国”（IS）激进团体用兵，而科罗拉多州卡森
堡一个旅的4000多名美军已奉令前往科威特，
显示美国可能在伊拉克采取打击IS新行动。

七国集团向普京发警告
七国集团（美国、加拿大、法国、德

国、意大利、英国和日本）于13日发表的联
合声明中，提及民间武装在乌克兰东部冲突
地区部署重型武器，表示“获得俄罗斯支持
的民间武装已越过停火线展开行动，造成许
多平民死亡”。声明称：“我们促请各方严
格遵守协议，即刻采取适当的行动，从2月15
日开始停火。”

乌克兰政府军东部民间武装在达成新停
火协议隔天，即13日就在位于顿涅茨克和卢
甘斯克地区之间的战略城镇杰巴利采沃附近
一处具战略价值的火车交汇要道上互相开
火，造成至少28人死亡。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18日呼吁俄罗
斯停止支持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

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也门大批武器被缴
也门萨那机场的一名官员11日说，美国

大使馆的车辆以及撤离也门的美国海军陆战
队的武器被也门胡塞组织收缴。

近日，长期以来作为美国重要反恐伙伴
的也门政府被什叶派穆斯林反叛组织推翻，
他们控制了政府机构，包括总统府，并解散
了议会。在此之后，美国关闭了驻也门大使
馆，并召回了使馆人员。大使馆的也门雇员
说，在关闭使馆办公楼之前，工作人员烧毁
了数万份文件，还销毁了武器。

安倍称参拜靖国神社理所当然 日媒宣称南京
大屠杀为捏造

日本媒体2月17报道，安倍当日下午在众
议院大会上答辩时称，“参拜靖国神社哀悼
为国捐躯的人们，是自己作为国家领袖当然
应该做的事”。

日本J-Cast网站2月17日报道称，近来
日本右翼媒体《产经新闻》掀起了检证南京
大屠杀事件真实性的活动，其影响正在不断
扩散。《产经新闻》刊载的系列报道中称，
部分曾在1937年进入过沦陷后南京城的旧日
军军官和士兵均作证称“当时城里没有人，
因此也不可能有过大屠杀”，甚至还有人宣
称“南京实在是祥和至极”。

海地发生花车触电事故 至少20人死46人伤
海地狂欢节又一次发生死伤事故。在彻

夜狂欢后的17日凌晨，首都太子港一辆行进
中的花车触电，造成至少20人死亡，另有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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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裔真的就是弱势吗？”

纽约首次燃放大型焰火
庆祝中国羊年春节

据凤凰网报道，17日晚纽约在哈德逊河畔举
行“和美中华”大型烟花晚会，璀璨的烟花绽放
在曼哈顿的夜空，哈德逊河两岸的纽约、新泽西
州市民共同观看了精彩的焰火表演。

据称，这是在纽约为欢度中国春节第一次燃
放焰火，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为中国春节大规
模燃放焰火。

整个焰火表演长达20分钟，分为，“喜气洋
洋”、“大地春回”、“星月交辉”、“普天同
庆”四个篇章。焰火晚会表演同时也通过纽约广
播电台同步播放由著名音乐家关峡配乐的“和美
中华”焰火组曲。

另据悉，央视春晚宣传片2月12日首次亮相纽
约时报广场“中国屏”，以全天每小时2次、每次
3分钟的频率在时报广场中国屏上循环播放。

77岁华裔老人纽约冻死街头
据《纽约邮报》报导，2月16日，在纽约康尼

岛海滨长廊，77岁的温白平的遗体被人们发现，
旁边是他的手杖。老人疑似为冻死在零下8摄氏度
的街头。据悉，温白平（Baiping Wen，音译）住
在布鲁克林区，每个周日，他都会到曼哈顿的中
国城会老朋友。他的家人温孝豪（Xiaohao Wen，
音译）说，15日尽管家人都不建议他出门，但他
还是如期离开家。

温孝豪说，按照常规，温白平应该15日下午4
时回家，但家人一直没能等到他回来。

人受伤。这是海地狂欢节开始后的第二天，
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首都太子港欢庆，出事
的花车上载着当地一家嘻哈乐队。

阿富汗东部警察总部遭袭 10名警察死亡
阿富汗东部卢格尔省警察总部17日遭

袭，造成至少10名警察死亡，8人受伤。

孟加拉国伊斯兰大会党又一领导人被判死刑
孟加拉国一特设法庭18日判处伊斯兰大

会党副主席阿布杜斯·苏班死刑，法庭认定
其在孟独立战争期间犯下了屠杀、虐待等反
人类罪行。

现年79岁的苏班被控在1971年孟加拉国
战争期间协助巴基斯坦军队，屠杀了约400名
当地平民，并参与了纵火和抢劫。但其辩护
团队表示不服判决，准备提出上诉。

俄发现超大规模网络攻击
据俄罗斯《报纸报》2月17日消息，“卡巴

斯基实验室”工作人员发现一种间谍软件，可以
藏匿在任何一个“西部数据”、“希捷”、“东
芝”及其它生产商的硬盘驱动器中。

专家介绍称，已在30个国家发现了被该
监督程序感染的电脑。最经常被该病毒感染
的国家为伊朗，其次是俄罗斯，巴基斯坦、
阿富汗、中国、马里、叙利亚、也门、阿尔
及利亚等国。其中被攻击的目标为政府和军
事机构、电信公司、银行、能源行业、媒体
和伊斯兰激进分子。

◆ 北 美 华 人 ◆

［本报综合］据《侨报》报道，多个
华裔社区团体及民众16日在法拉盛发表联
合声明，对布鲁克林地区检察官对梁彼得
的多项指控表示震惊，要求当局和法庭独
立、公正地审理此案，确保此案不受有目
的和偏见的政客、媒体的干扰，保障梁彼
得的合法权益。

除了华裔社区关注梁彼得案外，来自
其他族裔社区人士也为梁彼得祈祷。纽约
市警察局前退休探员Joseph Concanon呼吁
所有社区民众在3月8日下午两点在市政厅
门前集会，呼吁梁彼得能得到公平对待。
这也是梁彼得被起诉后第一次有市民公开
为梁发声。

“他有很多非洲裔朋友，绝对不会
歧视非洲裔”

据世界新闻网报道称，梁彼得很多朋
友说，梁彼得“愿意和任何人做朋友，他
有很多非洲裔朋友，上中学时经常和一群
非洲裔同学打球。”“他绝对不会歧视
非洲裔。”梁彼得的一位友人12日透露，
梁彼得在案发后十分自责，甚至对亲友
说，“如果意外射出的子弹打在墙壁上
后反弹回来击中我自己，而不是Gurley，
那该有多好，后面的事情就都不会发生
了。”

梁彼得在上缴警徽和佩枪之后，已经
停职在家数月。虽然他闭门不出，精神不
振，但至少他的家人确定，他没有消极到
要自残的地步。只是，他曾悲伤地告诉母
亲：“妈，我这辈子都完了，我以后都没
有办法养您了。”

据悉，父母一直不支持梁彼得离开安
逸稳定的联邦政府部门、改行当警察的决
定，但即使不支持，他们也理解儿子从小
对当警察的向往。

“华裔真的就是弱势吗？”
2月14号，CivilRights公众号和青听华

尔街(ListenWallStreet)公众号联合推出了
声援梁警官的文章《华裔真的就弱势吗？
我们所缺的是不平则鸣的勇气！》文章
称：“在不久前Ferguson和纽约两起白人
警官杀死黑人案。其中在纽约的黑人小贩
EricGarner被勒死时正好有人将全部过程拍
了下来。两名白人警官都免于起诉。 而根
据《纽约时报》报道，谁也说不清楚当时
漆黑的楼道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华裔警官
梁彼得却被起诉了。”

“《纽约时报》采访出事社区的一位
邻居说，‘如果他是白人，他不会被起
诉。在EricGarner的案子中，有一切证据摆

在桌面上可是什么也没发生。而现在没有
录像，没有证据，他却被起诉了。’”

“而且最让人惊诧的就是纽约华人议
员陈倩雯。她从去年11月案发时就坚决支
持起诉梁警官，现在裁定起诉后态度更坚
定，并且在接受NBC采访时说，‘种族在
这里没有扮演什么角色。警察杀了人，需
为此付出责任。’”

“可是真的没有吗？”
“前两引发全美大规模抗议的白人警

官免于起诉案，大陪审团花了数周听取大
量目击证词。而梁一案仅仅用了数天。而
且此案的检方将案件的决定权交给陪审
团，而不是像上两次那样尝试去影响案件
走向。”

果敢进紧急状态 军管一切
［本报综合］据新华社消息，缅甸总

统吴登盛17日签署总统令，从即日起在果
敢自治区实施为期90天的紧急状态，并军
事接管当地一切权力。

总统令说，果敢武装9日开始的军事
行动给当地稳定造成破坏，12日起开始实
行的宵禁也未能阻止事态日趋严重。当地
行政机构不能有效履行职责。因此，总
统依据宪法宣布在果敢自治区实施紧急状
态，以免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受到威胁。

据缅甸媒体早前报道，2月9日至12
日，政府军与“果敢民族民主同盟军”在
果敢地区发生13起战斗，共造成政府军47
人死亡，73人受伤。官方承认出动战机参
与战斗。果敢武装有28人死亡，政府军缴
获了一批枪支弹药。

传缅甸政府军抓捕枪杀120名华人
据《东方日报》报道，缅甸政府军在

缅北果敢地区的军事行动持续，网上流传
当地华人横尸街头的血腥照片。消息指军
方占领首府老街后抓捕数百名华人，并枪
杀至少一百廿多人。缅甸官方媒体反指当
地叛军有中国雇佣兵，军方将采取更凌厉
攻势。

缅甸政府军上周重夺华人聚居的果敢
首府老街，有网上媒体消息称，三军总司
令敏昂来对叛军下达格杀令，军队被灌输
反华思想，视攻打果敢为“反对中国侵
略”的战争。老街随即有数十间店铺被烧
毁抢掠。

缅甸官媒《缅甸之光》近日报道称，
总统登盛前日率领高官往医院探望受伤军
人，并向伤兵称会寸土不让，捍卫领土完
整。

果敢同盟军送14中国人逃回中国
“我终于到中国了！”被困在果敢拱

撑5天5夜的湖南邵东县牛马司镇铁铺村9
组的商人胡志高16日晚告诉《环球时报》
记者，他本人和他怀孕6个月的妻子、3个
孩子和其它9个老人、妇女早上8时从拱撑
出发，骑着摩托车抄小路，快到中国边境
时，向果敢同盟军求助，在后者的护送下
平安到达边境。胡志高的姐姐胡厂勤告诉
《环球时报》记者，此次战事事发突然，
再加上男人都在进货，所以被困的几乎全
是妇女与孩子，希望那些仍被困的人能早
日回家。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6日表示，
中方一向尊重缅甸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
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利用中国领土从事破
坏中缅关系和边境地区稳定的活动。我们
希望缅冲突各方保持克制，避免事态进一
步升级，影响中缅边境稳定和中方一侧安
全。

中国云南临沧市政府本同日宣布，本
月9日起共有三万果敢难民入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