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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女护士埃博拉复发 院方称其生命垂危
据法新社报道，英国苏格兰一名曾在西

非感染埃博拉并已康复出院的女护士病情再
度发作，9日被转送到位于伦敦的皇家免费
医院接受隔离治疗。但院方于当地时间14日
称，由于其罕见的晚期并发症，目前该女护
士生命垂危。

据苏格兰卫生部门介绍，这位女护士因
身体感觉不适于本月6日进入格拉斯哥一家医
院接受治疗，检测结果显示她体内存在埃博
拉病毒，因此9日上午被转送到皇家免费医
院。

尽管有少数埃博拉出血热患者接受隔离
治疗后康复，但医学界对这种病毒的认识还
有待进一步加深。美国研究人员发现，即便
被治愈，埃博拉病毒仍然会残存在患者的眼
部、脊髓液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等部位。许多
患者康复后仍会出现一些健康问题，包括疲
劳、疼痛及视力模糊等。

沙特斩首28名踩踏事故责任人
黎巴嫩日报《家园报》日前援引沙特官

员的话称，沙特政府斩首28名麦加踩踏事故
责任人，理由是“这些人在(朝觐仪式中)没
有遵从指示、管控不力，对国家造成巨大伤
害”。不过，这个消息并没有给麦加踩踏事
故画上句号。伊朗“圣裔世界大会通讯社”
转引这则报道时说：“沙特当局拒绝承担事
故责任，新闻的真实性难以确定。”《环球
时报》记者8日在网上搜索相关报道时发现，
除上述媒体外，只有一家突尼斯阿文媒体和
一家美国媒体对处决进行了报道。 

当地时间24日上午，沙特麦加米纳地区
发生朝觐者踩踏事故。据沙特民防部门消
息，该事故造成千余人死伤，成为自1992年
以来最严重的一起朝觐踩踏事故。

新 闻 瞭 望 台 一  览  晓  天  下
踩踏事故发生后，伊朗一直批评沙特政

府。在日前召开的联大会议上，伊朗总统鲁哈
尼公开表示：“沙特应向穆斯林和遇难者家属
道歉。”10月7日，伊朗卫生部长表示，目前
仍有多名伊朗朝觐者失踪，恐被沙特拘押。沙
特媒体回应说，事故善后工作尚未完成，正通
过提取遇难者亲属DNA样本的方式确认死者
身份。

遭美空袭阿富汗医院死亡人数增至24人 9人仍
失踪

据俄罗斯卫星网15日报道，“无国界医
生”(MSF)国际组织称，阿富汗北部昆都士市
医院遭空袭死亡人数目前上升至24人。而此前
宣布有22人死亡。

据悉，位于昆都士的“医生无国界”医院
10月3日遭到美国空军轰炸被部分毁坏，当时
医院有约200人。

美国驻阿富汗武装力量最高指挥官约翰·
坎贝尔10月6日承认对空袭事件负责，他强
调，轰炸是“一次失误”。白宫新闻发言人厄
内斯特称，美国国防部和北约都在对事件开展
调查，以及美国驻阿富汗代表也组织了联合调
查。

缅甸举行全国停火协议签署仪式
缅甸全国停火协议签署仪式10月15日在内

比都隆重举行，协议的正式签署，标志着缅甸
和平进程取得历史性实质进展。

缅甸总统吴登盛、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以
及八支民族武装组织领导人在这份经近两年和
谈而达成的全国停火协议上签字。

中国领导人将首次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讲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0月19日至23日

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

母亲跪求别买iPhone
遭15岁女儿当众斥责

印度尼西亚网络上最近疯传两张照片。马来
西亚一家商场内，妈妈当众对女儿下跪，哭诉因
家中经济不好，求女儿别买苹果iPhone手机，却
遭女儿当众斥责。

报导指出，母亲给子女的爱有时真的太多，
譬如上述照片显示，这位妈妈在商场当众下跪，
乞求15岁的女儿原谅，但女儿非但没有赶紧把妈
妈扶起来，反而继续在大庭广众下斥责妈妈。

这名不孝女孩的举动引发网友抨击。有网友
批评她简直不孝至极，也有网友留言：“就为了
1个iPhone，你竟这样对待你妈妈？”、“孩子，
希望你能省悟”。不过，也有网友质疑照片真实
性，认为是一种变相的营销手段。

                                       （来源：新华网）

土 耳 其 首 都 连 环 爆 炸 2 0 0 多 人 死 伤

15日透露，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在英国
议会发表演讲。

朴槿惠访美 会晤奥巴马
韩国总统朴槿惠13日下午乘专机离开首

尔前往美国华盛顿，开启为期四天的访美之
行。其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了会谈，就韩
美关系和朝核问题等进行了磋商。

越南称一艘渔船在西沙群岛被撞沉
针对越南称9月29日中方在西沙群岛海

域撞沉一艘越南渔船一事，10月15日外交部
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我
不掌握你说的情况，将与有关部门进行核
实。我要强调的是，中方有权依法对非法进
入中国西沙群岛海域从事侵渔等违法活动的
外国渔船采取执法措施。”

荷兰11名市长相继请辞
政客难当，东西方皆然。据台湾“中

央社”11月15日报道，荷兰市长协会近日透
露，今年以来荷兰已经有11名市长因为市政
难以推动、与市议会关系紧张而宣布辞职。
这是是荷兰民主发展史上市长辞职人数最多
的一年。

马来西亚成功阻止海盗劫持装有9万吨燃油
的轮船

马来西亚新山海事执法机构15日成功阻
止一起海盗企图抢劫装有9万吨、价值2300
万美元船用燃料油的油槽船。

据悉，这艘油槽船15日凌晨行驶印尼海
域时，遭6名手持巴冷刀的海盗骑劫。海事
执法机构在接获投报后，迅速展开行动并拦
截海盗所乘船只，海盗在发现行踪败露后，
马上逃离现场。

表示：“我想我
们有些伙伴脑子
是一团浆糊;他们
不清楚叙利亚的
真实情况以及他
们想达成什么目
标。”

报 道 指 出 ，
讽刺的是，IS发
言人阿德纳尼称
美国虚弱无力，
正利用俄罗斯和
阿萨德的另一个
盟友伊朗来加强
其在叙利亚的地
位 ， 称 美 国 愿
意“与魔鬼共筑
同盟”。

俄驻叙利亚使馆遭炮弹袭击 基地组织
宣称负责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当地时
间13号上午，俄罗斯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的使馆遭到2枚炮弹袭击，目前尚不清楚是否
有人员伤亡。俄方表示，没有俄罗斯外交官
受伤。

据报道，第一枚炮弹落入使馆建筑区域
后，浓烟从建筑物中升起。随着人们开始四
散逃跑，第二枚炮弹击中该地区。

据称，炮击发生前，叙利亚民众正在使
馆外聚集，感谢俄罗斯参与打击叙利亚境内
的“伊斯兰国”。

随后，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宣称对俄罗
斯火箭袭击负责。

报道称，基地组织叙利亚分支头目此前
曾呼吁高加索地区的恐怖分子对俄罗斯公民
及士兵发起袭击，以报复俄罗斯在叙利亚对

亲俄武装控制机场后，发现大量乌军尸骸在机场废墟里，有的甚至已经在那
里躺了三四个月。 俄 强 势 撑 腰 叙 政 府 军  

I S 誓 言 报 复
IS发誓要将俄罗斯击败

据法新社10月14日报道，随着莫斯科
宣布加强针对叙利亚境内圣战分子的空中
打击力度，13日，“伊斯兰国”(IS)发誓要
将俄罗斯击败。与此同时，俄罗斯与美国
仍因打击目标以及军事行动上的分歧而单
打独斗，相互指责。

据 报 道 ， I S 发 言 人 阿 德 纳 尼 ( A b u 
Mohamed al-Adnani)在发布到网上的一段
录音中表示：“俄罗斯将被打败”，并呼
吁“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共同发起对抗俄罗
斯和美国的‘圣战’”。

与此同时，基地组织分支“努斯拉阵
线”(Al-Nusra Front)领导人阿布•穆罕默
德•朱拉尼(Abu Mohamed al-Jolani)威胁俄
罗斯称，俄罗斯的空中打击将带来可怕的
后果。12日晚些时候，朱拉尼在与高加索
(Caucasus)地区圣战分子的通话中说：“如
果俄罗斯军队杀死了叙利亚人，那就杀俄
罗斯人。如果他们杀害我们的士兵，那就
杀他们的。以牙还牙。”

俄罗斯于13日表示，在过去24小时
中，俄军已对叙利亚境内86个“恐怖分
子”目标实施打击，其中就包括数个IS目
标。这是自俄罗斯9月30日开展轰炸行动
以来达到的最高单日记录。

俄美互掐
报道称，与此同时，普京批评美国拒

绝与其在叙利亚军事行动方面进行合作，
称这将带来愈发严重的影响。而美国及其
盟友正忙于其针对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IS
的空袭，并指责俄罗斯打击西方支持下较
为温和的叛军，支持俄罗斯的长期盟友阿
萨德。

作为反击，普京批评美国拒绝与俄罗
斯分享情报，并指责美国头脑混乱，普京

塞西尔的皮制成的性感内衣

极端组织的空袭行动。俄罗斯驻大马士
革使馆遇袭时，第一枚炮弹落入使馆建
筑区域后，浓烟从建筑物中升起，人们
开始四散逃跑时，第二枚炮弹击中该地
区。据悉，炮击发生前，叙利亚民众正
在使馆外聚集，感谢俄罗斯参与打击叙
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

这并非俄驻叙利亚使馆近期第一次
遭袭。俄罗斯外交部网站曾于9月22日发
布消息称，一枚迫击炮炮弹于当月20日
落入俄驻叙利亚使馆，炮弹深入地下，
未造成人员伤亡。

（综合自环球网、中国广播网、中
国新闻网）

叙利亚民众手持“感谢俄罗斯”的标语
（来源：中国新闻网）

朝鲜大阅兵
“核背囊”神秘部队引猜测

10月10日是朝鲜劳动党建党70周年纪念
日。当天，朝鲜举行大规模阅兵式，展示多种
武器，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出席活动。此
外，平壤市还将举行群众游行，中央报告大会
等一系列庆祝活动。

据此前报道，2013年，为庆祝朝鲜战争停
战60周年，朝鲜7月27日在平壤举行盛大阅兵
式，这引起了韩国以及西方媒体的广泛关注。
和以往相似，朝鲜大阅兵中的主角永远是各种
弹道导弹，而美国造的直升机、新型无人机以
及背有“核背囊”的神秘部队也引发多方猜
测。

（文章来源：中国新闻网；图片来源：环球军事）

法国3名特种部队人员在马里遭地雷爆炸致伤
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军方于当地时间15

日表示，该国一支特种部队13日在非洲国家
马里北部执行任务时遭遇地雷爆炸，造成3名
特种兵受伤。

全球城市实力排名:香港第6为中国最高 伦敦
居首

据英国广播公司 报道，日本民间机构森
纪念财团城市战略研究所14日公布了“2015
年版世界城市综合竞争力排行榜”，伦敦、
纽约、巴黎、东京依次占据排行榜前4位。香
港成为排名最高的中国城市,其它3个中国城
市上海、北京、台北分列第17位、第18位和
第32位。

俄反美情绪高涨 超70%对美持负面态度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俄罗斯列瓦达中

心2015年9月和10月进行的调查显示，超过
70%俄罗斯人对美国及其在世界上的角色持负
面态度。调查显示，今年持负面评价的人数
为8年来最多。

美国新泽西一教堂地下发现大量19世纪华工
遗骨

据美国中文网援引美国中文电视报道，
美国新泽西的贝尔维尔镇上的一家教堂在维
修地下室的过程中，发现了大量遗骸，经过
当地历史学会调查之后，发现这些遗骸很有
可能是来自与当年在这里的一大批华人，而
这些人则很有可能是最早来到美国东部并定
居的华人。

伊朗将从下周正式执行伊朗核问题协议
伊朗总统鲁哈尼13日表示，伊朗将从下

周开始正式执行伊朗核问题协议。

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一座火车站外10
月10日发生连环爆炸,致使至少86人死
亡、186人受伤。爆炸可能是针对由一些
左翼人士和亲库尔德人团体组织的集会活
动。包括土耳其政府在内的多方谴责，称爆
炸为恐怖袭击，可能由自杀式袭击者实施。

火车站外连炸
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10日上午。当

时，多名左翼人士和亲库尔德人团体在火
车站外聚集，参加一场和平集会。

多名目击者说，两起爆炸间隔时间很
短，仅数秒钟。目击者厄嫩说：“我们听

到一声巨响，随后另一起类似的爆炸发生，
人群恐慌并逃跑，然后我们在车站附近看到
许多遗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土耳其频道播放的
视频显示，集会期间，十几名青年男女在现
场拉着手并跳着舞，一些人手持亲库尔德的
反对党人民民主党和其他左翼政党的旗帜和
标语。爆炸突然在他们身后发生。

土耳其卫生部长米埃津奥卢在一场新闻
发布会上说，爆炸致使62人当场死亡，另外
24人伤势过重，在医院去世。受伤的186人
中，28人伤势较重，正在重症监护病房接受
治疗，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

或为自杀袭击
尚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对这一连

环爆炸事件负责。土耳其看守政府总理达
武特奥卢说，“强烈迹象”显示，爆炸由
两名自杀式袭击者实施。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政府官员告诉法
新社记者，执法部门怀疑“这起连环爆炸
关联恐怖主义”，“我们正就此展开调
查，并尽快把结果公之于众”。

人民民主党党首德米尔塔什把这起
袭击与今年6月和7月发生的爆炸事件相关
联，暗示10日发生的袭击目标为库尔德人
支持者。                （来源：《京华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