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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称“伊斯兰国”屠杀古城巴尔米拉数百平民
5月22日消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IS）向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拥有2000年历
史的叙利亚古城巴尔米拉发动大规模攻势，
于21日全面攻占当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
干事对此表示极度忧虑，形容巴尔米拉是人
类文明发源地，担心古城受破坏会造成重大
人文损失，要求武装分子尽快停火及撤离。

叙官方通讯社24日援引叙地方当局的消
息称，“伊斯兰国”武装在巴尔米拉至少杀
害了400多名平民，其中包括很多妇女和儿
童。叙官方称武装分子杀害他们的理由是，
这些人支持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拒绝服
从“伊斯兰国”的命令。

叙官方透露，不少遇难者系叙政府机构
和企业的工作人员，如当地医院院长全家就
被杀害。另有数千人仍被困在巴尔米拉城
中，“伊斯兰国”武装禁止他们离开。

尼日利亚东南部村庄遭袭 死者恐上百
尼日利亚东南部贝努埃州当局26日说，

近日该州数座村庄遭武装人员袭击，死亡人
数恐上百，袭击人员据信为游牧部族富拉尼
人。

德国一对双胞胎兄弟自愿成为IS人体炸弹身亡
中新社27报道称，德国一对金发碧眼双

新 闻 瞭 望 台 一 览 晓 天 下
胞胎兄弟皈依伊斯兰教后，自愿成为恐怖组
织“伊斯兰国”人体炸弹身亡，引起该国社
会震动。

美国南方暴雨洪灾致19死30人失踪
据美国中文网5月26日报道，美国得克萨

斯和俄克拉荷马州因洪水死亡人数上升到19
人，另有30人失踪，约5500所住房遭受严重
破坏。

塔利班绑架中国人质事件
巴基斯坦一个塔利班分支组织24日公布

一段视频，其中人质疑似一年前在巴基斯坦
西北部遭绑架的一名中国游客。视频中，这
名人质请求解救他，但没有提及绑匪具体要
求。

这段视频由塔利班一个分支组织提供给
美联社。美联社当天公布视频时说，视频真
实性有待核实，其中人质与去年5月在巴基
斯坦失踪的一名中国游客长相相似。

2014年5月19日，一名中国游客在巴基斯
坦开伯尔－普什图省的德拉伊斯梅尔汗地区
德拉本镇被绑架。警方在事发地区发现了他
的护照、自行车和其他个人物品。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领事部工作人员
25日表示，目前正与巴有关方面密切联系，
核实情况，开展工作。

七华裔被控涉嫌窃取美国商业机密
［本报综合］5月19日，美国司法部发表

声明称，6名中国公民涉嫌从两家美国公司窃
取机密技术，被联邦大陪审团指控共32条罪
名。两天后（5月21日）， 天普大学物理系主
任郗小星因涉嫌非法将美国机密敏感国防科
技输送给中国企业于宾州被捕。

天津大学张浩等六人被起诉
5月19日的起诉书中共有6名被告，他们

分别是张浩、庞慰、陈金平、周冲、张慧岁
和赵刚（皆为音译）。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司法部负责国
家安全部门的联邦助理检察官约翰·卡林
说，这六名中国公民 “利用自己职务之便，
接触并掌握了敏感的美国科技，为经济利益
将其非法获取并分享给中国。”他表示，“经
济间谍对美国商业造成巨大损失，同时损害美
国在全球各地的利益。”

报道称，36岁的张浩，他于16日从中国
飞抵美国后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被逮捕。他此
行是要在一个会议上发表演说。张浩与另外
两名被告，庞慰和张慧岁，都是从南加州
大学毕业，毕业后曾在美国的高科技企业工
作。另有三名被告一直在中国，被指与张浩
等三人在中国成立公司，利用从美国窃得的

为手机过滤无线信号的技术牟利。根据美国法
律，张浩的罪名一旦成立，将面临多达10年至
15年的监禁和最多50万美元的罚款。

起诉书称，张浩和庞慰曾参与由美国国防
部资助的薄膜腔声谐振器研究，两人于2005年
完成博士学位后，分别受雇于科罗拉多州和麻
州的两家科技公司Avago和Skyworks Solutions，
专门从事薄膜腔声谐振器技术的研究开发工
作。

起诉书称，自2006年起，张浩、庞慰及其
同谋者们研究出一项商业计划，开始游说对其
感兴趣的中国大学，资助他们成立使用薄膜腔
声谐振器技术的公司。

司法部指，被告有意通过该计划使中国政
府、大学及企业获益，包括天津大学、天津微
纳制造技术有限公司、天津经济开发区，以及
由天津微纳制造技术有限公司投资与被告共同
成立的诺思（天津）微系统有限公司。

天普大学华裔物理系主任郗小星被起诉
继天津大学张浩等6位中国专家教授被起

诉后，联邦检方又将世界级著名超导专家、美
国天普大学华裔物理系主任郗小星告上法庭。

起诉书指出，郗小星大约在2002年加入
中国政府的国家高科技研究发展计划（863计

芝加哥一少年囚犯“吃垮”监狱
芝加哥一名17岁少年一年前触犯轻罪后，

因无力交保5000美元释金而遭关押。但他在狱
中却出现吞食异物行为，导致狱方在动手术和
精神病医疗照顾费用方面，至少已支出100万
美元。

监狱官员表示，拉蒙特时常吞食囚室内可
找到的任何东西，包括螺丝、细针、图钉、铁
片，以及拘束服上的皮带。有时因吞食的金属
太多，医生已无法判断吞入顺序。

据悉，拉蒙特还曾发狂破坏医院一张价值
5万美元的病床，以及监狱病房的监视器等，
甚至还拆解了一个医疗设备，以吞食里面的金
属配件。狱方指出，当局至今花在拉蒙特的医
疗费用，至少已达100万美元，远超过历来其
他任何囚犯。

报道称，拉蒙特被捕至今在狱中近16个月
期间，共住院24次，以及动过多次手术，以清
除卡在消化道的异物。狱方也必须增加额外
成本，包括在拉蒙特囚室外派遣24小时值班警

卫，以防止他再度出现自残行为。
监狱负责人史密斯表示：“拉蒙特正在

吃垮监狱。”他指出：“这是刑事司法制度
功能不彰的最典型案例，是令人备感挫折的
案例。”

监狱官员表示，监狱已成为精神病患收
容所；这也是过去几十年来，各级政府广泛
削减精神健康服务预算的后遗症。以库克郡
监狱为例，目前约8000名囚犯中，将近四分
之一有精神疾病问题。其中许多囚犯是轻罪
犯，却因没钱交保而长期关押。

拉蒙特的家人则表示，他在被逮捕之
前，从未出现忧郁或自杀倾向。他的家人还
怪罪监狱造成拉蒙特的情况恶化。

目前拉蒙特被狱方移至新的囚室后，状
况稍有好转。不过，为拉蒙特争取出狱的律
师表示，该监狱无法提供拉蒙特迫切需要的
精神健康治疗。

                                           （来源：环球网）

法航客机遭化学武器威胁 美战斗机护送飞抵纽约
法国航空公司一架民航客机遭匿名威胁携

带化学武器后，25日，该航班在美国两架战斗
机紧急护送飞抵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

据报，匿名电话是25日早晨接入，声称有
4架航班存在威胁，但仅指定了该法航客机。
目前还不清楚打电话人的身份和目的。

美国媒体援引执法官员的消息说，25日，
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至少还有两起类似的匿名
威胁报告。其中包括一架沙特航空公司由吉达
飞往纽约的航班，以及一架由英国伯明翰飞抵
纽约的美国航班。

25日，达美航空公司一架飞抵新泽西州纽
瓦克国际机场的航班也接到化学武器威胁的报
告。

据称，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该事件。
截至目前，法航22次航班的安全检查还没有发
现存在恐怖威胁。

巴基斯坦总统儿子车队遇袭 3死15伤
巴基斯坦总统侯赛因儿子的车队当地时

间24日晚在北部省份俾路支省遭摩托车炸弹袭
击，爆炸导致3人身亡，15人受伤，总统儿子
的座车在引爆时，已驶过爆炸地点没有受伤。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布对袭击负责。

国际足联多名官员被警方逮捕
根据美国对国际足联官员腐败的指控，瑞

士警方已经逮捕了一批涉事高管。这项指控涵
盖了过去20年里，国际足联官员涉及洗钱、诈
骗和电信诈骗等一系列的非法活动。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这些涉事官员
将被带往美国，目前尚不清楚有谁或者有多少
人被带走，据美联社报道，至少有6名足球官
员涉及此次案件。

沙特今年以来已经砍头88人 超过去年总和
据法新社5月26日报道，沙特今年以来已

经砍头88人，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总和，有人权
人士担心审判不公正。

巴黎埃菲尔铁塔因扒手太多关闭 员工遭威胁
据法媒报道，面对扒窃行为的再次爆发，

巴黎埃菲尔铁塔在当地时间5月22日关闭。

埃菲尔铁塔接待处强调，亚洲游客仍然是
扒手的主要作案目标。就连在埃菲尔铁塔工作
的法国员工也遭到了扒手的警告和威胁，他们
因此要求行使该国劳动法中的离岗避险权来应
对铁塔附近日益增多的扒手团伙。

美外交人员窃取250名女子艳照 
美国驻英国大使馆一名工作人员被控窃取

多名美国女子艳照，而后威胁她们为其猎取更
多艳照，用于勒索。涉案男子定于下月1日在
亚特兰大出席听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玛丽·
哈夫21日解释，涉案男子并非美国外交官，只
是当地雇用的“临时工”。

《福布斯》评最具权力女性 希拉里紧追默克尔
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于当地时间26

日公布了本年度全球100名最具权力女性排行
榜，德国总理默克尔连续第5年夺冠。不过本
届重点毫无疑问是名列第2位的美国前第一夫
人兼前国务卿希拉里。

在亚洲上榜女性中，以第11位的韩国总统
朴槿惠排名最高，去年朴槿惠排名第46位。

近日，63岁的退休官员查尔斯在肯尼亚马赛马
拉保护区拍摄下有趣的一幕，作为丛林之王的狮子，
在草原捕猎未遂，反而遭遇到一群愤怒的野牛，并被
牛群追赶。狮子自觉不敌牛群，为免被踩死而选择逃
逸，甚至不惜放弃尊严爬到树上。（来源：南海网）

划）。2004年至2012年前后，郗小星策划并
实施从美国某公司骗取技术的阴谋，向中国
实体提供技术并协助它们进一步发掘和使用
这种技术，为他本人和中国实体牟取“经济
利益”。

检察官援引他们截获的电子邮件指称，
郗小星提出帮助中方实体建造一座世界水平
的超导薄膜实验室。作为交换，郗小星反复
寻求在中国获得一些“名利双收的职位”。

据网上公开信息显示，郗小星曾受聘上
海交通大学理学院物理系兼职教授、北京大
学物理学院客座教授。

联邦检察官称，作为超导领域世界著名
的专家，郗小星因试图在中国觅得重要职
位，因此用在美国一家私营公司发布的设备
信息作为交换。47岁的郗小星居住在宾夕法
尼亚山谷，已经归化入籍。

21日，郗小星首次出庭，面临包括电汇
欺诈在内的四项罪名指控。郗小星在缴纳保
释金后被释放，目前暂无律师代表，也没有
对此事发表任何回应。而联邦检方也没有对
郗小星所掌握的是何种敏感国防科技透露更
多信息。

起诉书称，郗小星2002年利用教授年休
机会，到一家研发二硼化镁超导薄膜装置的

美国公司工作。二硼化镁可以在高温下导
电，而郗小星帮助研发可以让这项技术投入
使用的高品质薄膜。此后，郗小星加入中国
政府的一个科技创新项目。

2004年，郗小星获得美国国防部的一笔
经费购买了这项装置。但是，检方说，郗小
星在他的中国籍的博士后的帮助下，通过分
享技术“利用这个装置为在中国的第三方、
包括政府机构牟利”。

根据检方截获的电子邮件，郗小星还向
中方保证在中国建立国际级的薄膜实验室。 
起诉书中没有说明美国公司的名字。

郗小星2009年加入天普大学，之前曾任
职宾州州立大学。他于1987年北京大学获得
物理学博士。

宾州当地媒体6ABC电视台报道称，由于
官司缠身，天普大学现在已经暂停了郗小星
的物理系主任职位，由他人代理执行——虽
然他的教学工作不会受案件影响。一旦罪名
成立，郗小星面临的最高处罚为80年监禁和
100万美元罚款。

曾著书讲述李文和窃密案经过的美国记
者 Helen Zia 在22日表示，李文和等一系列案
件，目的都是为了“敲打中国”。

印度高温致超1100人死亡 
今年夏天，致命的热浪横扫印度各

地，部分地区气温达到了48度，导致超
过1100人死亡。据印度媒体报道，这次
高温持久的主要原因是季风季节开始前
降雨骤减。据华尔街见闻报道，一场可
能是有记录以来最强的厄尔尼诺现象正
在形成。

厄尔尼诺是指太平洋赤道海域海水
大面积异常升温的现象。据新华社报
道，美国夏威夷大学的阿克塞尔·蒂默
曼认为，这次很可能是一个“超级厄尔
尼诺”，“这次海面下的水温非常高，
它不仅向东移动而且将要抵达海面。”据蒂默曼介绍，目前美国的气候模型分析显示，这次
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堪比1997年至1998年的那轮厄尔尼诺。

《印度斯坦时报》26日的封面图片显示，首都新德里的一条道路融化，斑马线变得扭曲
模糊（图）。

印度气象部门警告，未来高温天气还将延续数日。安得拉邦灾害管控部门官员拉尼说，
安得拉邦政府已通过电视和其他媒介进行宣传，告诫人们多饮水及外出时采取防暑措施。此
外，安得拉邦还要求政府部门和非政府组织设立饮水点。

                                                                  （来源：国际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