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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前副总理涅姆佐夫遭射杀身亡
据俄罗斯内政部发言人，俄罗斯反对派

政治家、前副总理鲍里斯·涅姆佐夫27日遭
射杀身亡，背部中4枪。事发时，涅姆佐夫正
与一名女子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桥上行走,一
辆车靠近后，一名身份不明的凶手从车内朝
他开了七八枪。

涅姆佐夫之前正积极筹备一场原定3月1
号在莫斯科举行的一场反对派的大型游行，
反对乌克兰战争。

涅姆佐夫曾在叶利钦时代担任副总理，
对普京持批判立场。事发后，俄罗斯总统普
京被指责策划杀死涅姆佐夫。而在近期的一
次采访中，涅姆佐夫也曾表示他很害怕俄罗
斯总统普京会干掉他，因为他反对乌克兰战
争。此前，涅姆佐夫还曾多次因为发表反对
克里姆林宫言论遭逮捕。

IS接获赎金后释放19名人质 仍有逾200人质
待营救

据“中央社”2日报道，消息人士称，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在接获赎金后，释
放了其上周在叙利亚境内劫持220名人质中的
19人。报道称，“亚述人权网络”(Assyrian 
Network for Human Rights)主任爱德华表示他
不知道到底付了多少赎金，但他回忆说，去
年11月IS释放了一些亚述人，当时每位亚述人
的付款是1700美元。

根据人权组织信息，伊斯兰国上周在叙
利亚攻占10个基督徒村落时，掳走了220位亚
述人。

新 闻 瞭 望 台 一 览 晓 天 下

据美国中文网引述美联社、路透社报道，本
月3日一早，美国加州的约20家月子中心受到联邦
探员的突击调查。美国国土安全部官员表示，此
次对加州月子中心的打击可能是有史以来规模最
大的一次。

尽管多个国家都有孕妇专程赴美产子的案
例，但美国官员介绍说，此次突袭的加州月子中
心是专门针对富有的中国人进行服务。根据选择
服务档次的不同，每位孕妇需要支付15000到5万
美元的现金给所在的月子中心，只为让自己孩子
一出生就拥有美国籍。

当天被突袭的几家华人月子中心分散在洛杉
矶、橙县和圣博娜迪诺县。它们有的是在公寓楼
里，有的是独栋别墅。

星期二的突袭并没有对任何人进行逮捕。不
过所有在突袭中被见到的孕妇都将接受问话。

随着美国对华旅游签证的放开，中国赴美旅
游人数大幅增长。而其中到底有多少中国孕妇是
以旅游为名赴美产子，具体数字如今不得而知。

美国宪法规定，所有在美国国土上出生的婴
儿都可拥有美国国籍，不管他们的父母来自哪
里。移民专家也指出，外国孕妇在美国产子的行
为本身并不犯法。

不过，移民官员指出，调查人员正在搜集证
据，可能会以签证欺诈、偷税漏税、洗钱、共谋
等罪名起诉赴美产子的孕妇以及接待她们的月子
中心。

                        （来源：中国新闻网）

打击中国孕妇赴美产子 
多家月子中心遭突袭

新视频显示IS疯狂破坏伊拉克两千多年前古
文物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26日再度
发布新视频，显示武装分子以大锤和电钻疯
狂破坏伊拉克摩苏尔地区的古文物。

效忠于IS的推特帐号发布了一个五分钟
的视频，在伊拉克北部重镇摩苏尔的一家博
物馆内，无数的雕像被武装分子推倒，用大
锤和电钻砸碎。

一名留着大胡子的黑衣男子在镜头前
说，这些亚述时代的作品都是那些数世纪前
不信仰真主的人的偶像崇拜。“先知要求我
们在占领这些国家后，把这些都毁掉。”在
他身后，一座被破坏的人首翼牛像正是亚述
人的保护神，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

阿富汗暴雪和雪崩造成逾200人死亡 
阿富汗官员27日说，连日来发生在阿

富汗各地的暴雪和雪崩已造成至少216人死
亡，27人受伤。

韩国国家情报院证实韩国失踪少年已加入IS
日本《朝日新闻》网站2月26日报道称，

韩国情报机构“国家情报院”24日在国会情
报委员会（非公开）证实，1月在土耳其失
踪的韩国17岁少年已加入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IS）”，并正在接受训练。

美驻韩大使遭不明武装分子袭击受伤
据报道，美国驻韩大使李柏特5日在首

尔出席活动途中遭突然袭击，受伤严重。

委内瑞拉宣布对美制裁措施:限制部分政治人
物入境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月28日晚在电视讲
话中宣布，为了回应美国一直以来对委内瑞
拉内政的干涉行动，将采取限制美国驻委外
交人员的数量和行为、限制部分美政治人物
入境、要求美国公民入境必须申请签证等一
系列措施。

马杜罗说，委内瑞拉驻美国外交人员只
有17人，而美国驻委外交人员多达上百人。
他要求按照对等原则，将美驻委外交人员削
减至17人，并要求所有美国公民入境委内瑞
拉必须申请签证并支付和委公民赴美等额的
签证费。

澳媒妄称中俄是法西斯国家
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3月3日的一

篇文章宣称“伊斯兰国、俄罗斯、中国都是
法西斯国家”。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该报国际
版编辑皮特·海切尔，因此它不是一篇稀里
糊涂登出去的来稿。

加拿大今年将加大遣返中国腐败分子力度
加拿大报纸《7天》2月27日出版的最新

一期报道，刊登了对加拿大驻华大使赵朴的
专访。赵朴说，加拿大今年将重点考虑如何
遣返逃匿到加拿大的中国腐败分子。

菲律宾总统拒就44名特警遇袭身亡事件道歉
菲律宾总统府2日明确表示，菲总统阿基

诺不会就44名特警队员遇袭身亡事件道歉。

斯坦福大学华裔副教授崔屹，成功研发有效过滤PM2.5以下空气分子，为有效对抗中国雾霾
带来新希望。（照片由斯大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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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大学华裔副教授崔屹
发明过滤雾霾技术

窃取美国公司机密 
中国籍分析员纽约受审认罪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2月24日报道，中国籍男
子高康对非法复制计算机相关材料罪指控表示认
罪，预计今年4月将会被判10个月监禁。

28岁的高康2006年从中国来到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就读，2010年开始，在Two Sigma公司任计算
机系统分析员，年薪为6位数。

高康被指控在2010年至2014年在华尔街对冲
基金Two Sigma Investments工作期间，盗窃公司计
算机机密，共面临11项控罪。

高康于去年2月份离开 Two Sigma 后，Two 
Sigma将他告上民事法庭，指控高康从公司电脑盗
窃涉及交易模型的机密信息，把信息发到自己的
私人邮箱。

Two Sigma随后又说服曼哈顿检察官刑事起诉
高康。

检控方说，2013年12月，高康与中国投资者
讨论他计划开办公司的事宜。

高康被指控11项罪，包括非法使用秘密科学
材料，非法复制电脑材料，刑事持有电脑材料，
所有罪行都是刑事轻罪，没有一项是可判一年以
上的刑事重罪。

高康的辩护律师阿尼费罗（Marc Agnifilo）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康已经被关押足够长的时
间。当他被判刑的时候，就应该获得释放。

                                  （来源：参考消息）

一个多月前，菲律宾警方在菲南部马京
达瑙省马马萨帕诺镇抓捕恐怖分子时与盘踞
当地的反政府武装交火，44名特警队员惨遭
围攻身亡。事件激起强烈民愤，一些团体和
个人要求阿基诺辞职下台。阿基诺的政治盟
友、参议员奥斯敏纳3月1日在接受电台采访时
呼吁阿基诺就此事件“向菲律宾人民道歉”。

库尔德工人党领袖求和 土耳其30年内乱现转机
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在押领袖厄贾兰28

日呼吁武装人员放下武器，为结束库尔德武
装与土耳其政府长期敌对战乱状态迈出重要
一步。如果进展顺利，库尔德人或许能在3月
21日前后的传统新年期间迎来久违的和平。

千越南人被贩至英国种大麻 被曝生活环境恶劣
英国外交国务部长雨果·施维尔透露，

有数千越南人被人贩子送到英国并被迫在大
麻种植园中种植大麻。

据路透社2月25日报道称，这些人受到虐
待并被迫生活在恶劣的条件中，被关进封闭
的房间。他们不得不从事艰苦的工作以偿还
高达46000美元的前往英国的债务。

北美最大零售商卖中国甲醛地板
北美最大的实木地板零售商，销售了

大量甲醛超标的木地板。近日，CBS《60分
钟》节目揭露了此事，他们曾到原产地中国
常州暗访。中方总经理用英文流利回答，并
且大方承认，这些的确是不达标的，贴了假
的标识。

◆ 北 美 华 人 ◆

斯坦福大学日前介绍该校华裔副教授
崔屹(Yi Cui)率领的研发团队，指出该团
队以纳米技术成功研制出可以有效过滤雾
霾的技术。由于目前中国面临严重雾霾问
题，再加上月初央视前主播柴静制作《穹
顶之下》惹起各界热议，崔屹研发团队发
明的这一成果，不仅获得主流媒体《华尔
街日报》的报道，相信将也会引起中国官
方和民间的高度关注。

斯坦福大学华裔副教授崔屹成功研发
有效过滤PM2.5以下空气分子，为对抗雾
霾带来新希望。

崔屹称，这项发明的成果，属于低成
本和高效能，可以用在人们日常使用的口
罩和建筑物窗户上，过滤有害气体。它甚
至还可以过滤工业排出的空气污染。

过去数年经常到中国的崔屹表示，每
次回去都因雾霾而引起呼吸道感染等疾
病。于是，他就想利用斯大现有的设备和
技术，研发出可以抵挡和过滤雾霾的新技
术，让中国百姓摆脱因污染带来的痛苦和
疾病。

崔屹和研发团队将把他们研发的成果
刊登在最新一期的《自然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上，题目是“透明空气
滤片高效率捕捉PM2.5”（Transparent air 
filter for high-efficiency PM 2.5 capture）。

根 据 介 绍 ， 崔 屹 和 他 的 研 发
团 队 利 用 一 种 名 叫 “ 聚 丙 烯 氢 ”
（PAN：Polyacrylonitrile）材料展开研
究，来过滤小于PM 2.5的分子。它是属于
纳米材料“聚合物”(Polymer)中的一类。
研发团队成员表示，这种材料通常用于外
科医生的手套。

然后，崔屹和研发团队使用“电旋”
（Electrospinning）技术，将液体的PAN
转化成蜘蛛网状，作出比人头发千分之一
还要小的纳米纤维。崔屹研发团队把北京
最严重的雾霾作为标准展开实验，结果令
人兴奋，证明这一发明可以过滤掉空气中
99%的杂质。

对于这项发明，崔屹和他的研发团队

表示相当欣慰，因为它可以马上应用到实
际生活中去，比如北京民众最常戴的口
罩、住家和办公楼的窗户，以及医院的空
气清洁器等。

至于这项发明能否应用在车辆排气管
上，崔屹表示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和试
验，或许需要增添其他材料等。

                            （来源：《侨报》）

伊拉克2.7万大军猛攻IS
伊拉克安全部队2日在什叶派和逊尼

派民兵的支持下，对伊北部重镇、萨达姆
老家提克里特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试图
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手中夺回
对该地的控制权。提克里特是通往伊拉
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的必经之路，媒体认
为，这次行动是伊拉克政府夺回北部被IS
武装分子控制领土的关键一步。

伊拉克官方媒体称，伊军当天从多个
方向对提克里特发动地面攻势，战机进行
空中支援，参战的士兵达2.7万人。在行动
开始数小时前，伊拉克总理阿巴迪在萨马
拉市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一些逊尼派武
装人员抓住“最后的机会”，放弃支持极
端组织，并承诺有条件特赦他们。伊拉克
媒体称，“总理将在萨马拉市亲自督战，
从恐怖组织手中解放提克里特”。一些武

装分子则从提克里特逃出。
美联社称，提克里特位于巴格达以北

130公里，去年夏天与摩苏尔连同一些逊尼
派控制地区一起落入IS之手。迄今为止，
伊拉克安全部队始终无法收复提克里特，
但在美国领导的军事联盟的空袭下，最近
伊安全部队夺回了附近的一处炼油小镇。
鉴于提克里特的重要战略位置，夺回摩苏
尔必须先拿下提克里特。西方媒体普遍认
为，这次行动对伊拉克政府来说至关重
要。美国全国广播电台评论说，伊拉克逊
尼派和什叶派的这次合作是伊拉克打击IS
极端组织的一个重大发展，尽管从长远来
看，什叶派武装出现在逊尼派地盘可能存
在隐患。

就在伊拉克军队打击IS之际，“德国
之声”等西方媒体揭秘IS的“生财之道”，

称其财力十分雄厚，赚钱渠道很多。国际
社会要对付IS，不仅要武力打击，更要借
助市场的力量。据“德国之声”报道，加
入IS的武装分子每月都能领到500-600美元
的工资，失去父母的孩子和伤员还能得到
很多“补贴”。

至于IS究竟如何弄到这些钱？媒体
称，主要是靠石油收入。IS在叙利亚和伊
拉克的石油开采量每天分别达到4.4万桶和
4000桶，直到去年秋天以美国为首的军事
联盟加大打击IS力度，其石油生意才受重
创。此外，IS还贩卖香烟、药品、手机、
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文物，并卖护照赚钱，
有的护照最多可卖数千美元。而IS还靠绑
架勒索赎金，贩卖人口，甚至卖尸体器官
赚钱。这些资金来源都在支持着IS的各项
运作。

                              （来源：环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