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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总统卫队车辆爆炸 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突尼斯一辆载有总统护卫的巴士，在当

地时间24日突然发生爆炸，至少有15人因此
丧命，突尼斯政府认为这场爆炸与恐怖攻击
有关，而总统埃塞卜西（Beji Caid Essebsi）也
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30天，首都突尼斯
（Tunis）25日则实施宵禁。

缅甸玉石矿场山体滑坡已致至少113人死亡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24日报道，缅甸

北部克钦邦玉石矿场22日发生山体滑坡后，
搜救工作持续进行。根据目前的最新消息，
在此次事故中遇难者人数也攀升到了至少113
人。

巴黎恐袭在逃主犯身世曝光
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以法国为首

的多个国家对在逃嫌犯布下天罗地网，包括
主犯阿巴乌德在内的多名凶徒或已落网，或
被击毙。截至24日，此次袭击事件的主犯萨
拉赫·阿布德斯兰仍然在逃。这位“全欧头
号通缉犯”的行踪引发媒体猜测，其生平背
景也逐渐被曝光。

萨拉赫是出生在比利时的法国人，现年
26岁。他与巴黎恐袭案的另一名主犯阿卜杜
勒·阿巴乌德是儿时好友，二人早年都住在
布鲁塞尔的莫伦贝克区。据知情人士透露，
萨拉赫很早就开始“混黑道”，经常干一些
违法的勾当。萨拉赫曾在布鲁塞尔公交运输
公司做维修工，但他在就职期间玩忽职守、
经常旷工，最终被公司解雇。据《印度时
报》透露，大约在2010年，萨拉赫和阿巴乌
德因持械抢劫被捕入狱，据推测，他就是在
服刑期间受到煽动，从而变成了激进分子。

法国将持续接纳难民 奥朗德：这是人道责任
中新网11月22日消息，法国总统奥朗德

新 闻 瞭 望 台 一 览 晓 天 下
在巴黎出席一项法国市长集会时重申，法国
将在未来两年内，接纳3万名难民。

报道称，奥朗德表示，巴黎恐袭的不幸
事件已经使部分民众产生怀疑，然而协助难
民是“人道责任”。

加拿大接收叙难民 只要妇女、儿童和家庭难
民

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Rosemary Barton报
道说，虽然加拿大自由党政府在本月24日公
布接收2万5千叙利亚难民的具体实施办法，
但加拿大广播公司已经得到的内幕消息显
示，加拿大这次将不接收独身男子，只接受
妇女、儿童和有家庭陪伴的男子。

俄罗斯一直升机坠毁 机载26人至少15人死亡
据俄媒报道，俄罗斯一架米-8直升机在

该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坠毁，已经导
致15人死亡，还有10人正在接受抢救。

朝韩商定12月在朝鲜开城举行副部长级政府
间会谈

据韩联社11月27日报道，朝韩政府间会
谈预备会议于26日在板门店朝方一侧“统一
阁”举行，双方商定于12月11日在朝鲜开城
举行副部长级政府间会谈。

摩尔多瓦一直升机在阿坠落 18人被塔利班扣押
据俄罗斯卫星网11月25日报道，摩尔多

瓦内政部称，24日一架摩尔多瓦直升机在参
与联合国在阿富汗的维和行动时坠落，机上
18人被塔利班恐怖分子扣押为人质。

埃及开罗机场检出2个含爆炸物包裹 目的地
为美国

据埃及《金字塔报》网站11月24日报
道，埃及一名官员在接受采访时称，埃及开

聚焦ISIS
俄在叙投1400吨炸弹

俄罗斯《独立报》网站11月23日报道
称，仅最近4天，俄罗斯武装力量就摧毁了
ISIS恐怖组织的826处设施——向其在叙利亚
的阵地投掷了1400吨各类炸弹，发射了101枚
空基和海基巡航导弹。

报道称，西方联军的战绩则逊色得多。
除法国外（它向叙利亚海岸派遣了以“夏
尔·戴高乐”号航母为首的舰群）外，俄罗
斯的潜在盟友不太急于加入针对ISIS的作战行
动。美国的“哈里·杜鲁门”号航母仅仅在
驶往地中海的路上，英国首相卡梅伦还需与
议会达成一致，届时皇家空军才可能在天主
教圣诞节前的某个时刻出现在叙利亚上空。
与此同时，俄罗斯继续扩大用于报复行动的
力量和经费，加强导弹和炸弹袭击的力度。

黑手党组织向ISIS宣战
德国《焦点》周刊网站22日报道，一位

现实中“教父”的“发言人”表示，“只要
西西里人在纽约有势力，ISIS就没法在这里开
分店。”

这位发言人乔瓦尼·甘比诺在接受美国
全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采访时说，“联邦
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的能力有限。”“因为
缺乏必要的资源，他们往往不是动手太晚，
就是根本搞不清楚发生了什么；有些花招和
手法就算用最先进的技术也侦测不出来，它
们对此缺乏了解。”甘比诺认为，与官方情

17岁少女 Samra Kesinovic
（来源：中国网）

气候灾难20年夺60多万人命
据外媒报道，在过去20年里，同气候相关的

灾难夺走60多万条人命；有鉴于此，联合国敦促
各国政府，必须在来临的巴黎气候大会上达成新
气候变化协议。

报道称，联合国减灾署于23日发表的报告指
出，自1995年以来，洪水、暴风雨及其他极端气
候现象已夺走了60.6万人的性命，另外有41亿人
受伤、家园被毁或急需紧急援助。

报告称，虽然无法估计灾难增加与气候变化
的关系有多强，但这两者是有明显的关联的。

联合国减灾署署长瓦尔斯特伦说：“这份报
告突显了巴黎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必须要
达成新气候变化协议的重要性。”

据悉，从2005年至2014年之间，全球共发
生335起气候相关的灾难，比1995年至2004年多
了14%，比1985至1994年的数字更是增加将近一
倍。报告说，地球的“洪灾和暴风雨有持续增加
的趋势”，并指出干旱、热浪和极度寒冷等气候

罗国际机场检测出两个敦豪速递(DHL)包裹
中含有爆炸物，这两个包裹途经伦敦中转，
目的地为美国。

据机场一名消息人士称，包裹大约重10
千克，在经过机场安检时被X光出含有爆炸
物。官员称包裹将处于严密安保措施之中，
直至政府查清包裹的持有者。

《金字塔报》称，10月30日埃及飞机失
事后，埃及机场加强了安保措施。

另据英国路透社11月24日报道，埃及官
员正在调查包裹中的爆炸物。

埃及西奈半岛一酒店遭袭 3警察死12人受伤
当地时间24日，埃及西奈半岛北部城市

阿里什一座酒店遭到袭击，这起事件造成3
名警察死亡，另有12人受伤。

据报道，有袭击者试图驾车在酒店引爆
炸弹，但炸弹在汽车进入酒店前就爆炸，酒
店因爆炸受损。在爆炸发生前一天，第二轮
埃及议会选举刚刚在当地结束。发生爆炸的
酒店里有观察选举的法官入住。

阿里什市是埃及北西奈省首府，距10月
31日因恐怖袭击失事的俄A321客机空难地点
100公里。

印尼男子资助教唆数十人加入IS 被判刑5年半
据“中央社”24日报道，印度尼西亚男

子穆罕默德·阿米努丁资助至少28名印度尼
西亚人前往叙利亚加入ISIS极端组织，雅加
达法院近日判处他5年半有期徒刑。

英国将投2700亿美元建快速攻击部队应对安
全威胁

英国首相卡梅伦23日宣布，英国未来10
年将投入1780亿英镑（约合2700亿美元）军
费以改善和增置国防装备，并组建能够远距
离快速调遣的新型攻击部队。

越南通过法律 
承认变性人及其相关权利

越南24日通过法律，该国将
承认变性人以及变性人的相关权
利。

据报道，早些时候，越南国
民大会常务委员会提交一份报告
说，“应该满足一些公民群体要
求改变他们性别的要求”。该报
告讨论了包括变性人婚姻状况以
及医疗服务等一系列的议题。越
南国民大会近90%的代表投票支
持使变性人合法化。但这一法律
将于2017年生效。

越南的社交网站对这一消息
给与了广泛报道。据悉，24日下
午在河内，已经有大批人集会庆
祝这一消息。据越南官员估计，
该国共有大约50万人存在某种性
别问题。

据英国《镜报》11月10日报道，日前，
一名叫做费丝(Faith)的美国女子挑战极限，脚
穿“恨天高”，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市的平台山
完成高空行走。平台山位于里约热内卢奇久卡
国家公园内，海拔达到840米。费丝脚穿一双尖
跟粉红色高跟鞋，张开双手保持平衡，从平台
一端顺利地走向另一端，整个过程表现得淡定
自如。据了解，在此之前，费丝就曾多次光脚
进行高空行走预演。通过自己不断地摸索，最
后潇洒地完成了高跟鞋高空行走的壮举。

                                       （来源：人民网）

报机构不同，黑手党及其盟友
与附近的居民联系紧密。

据《纽约时报》报道，乔
瓦尼·甘比诺是一个不出名的
小说作家，但他的父亲为2002
年已故“教父”约翰·固特工
作，他因此被视为现在的黑手
党“发言人”。他表示，臭名
昭著的纽约黑手党五大家族将联合起来，阻止
ISIS袭击纽约。

黑客组织向ISIS宣战
除了现实世界的打击，ISIS还面临着来

自虚拟世界的打击。11月16日黑客组织“匿
名者”（Anonymous）宣布将对ISIS展开网络
战。

据网易“人家”专栏信息，这个自称“匿
名者”的黑客组织，成立于2003年。该黑客组
织成立以来就攻击过不少知名的机构，比如在
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中攻击了纽约证券
交易所的网站，还在2012年美国司法部以侵权
为由关闭了一个知名的文件共享网站后攻击了
美国政府的网站，甚至包括FBI的。

“匿名者”宣布的最新战果是：已经成
功地辨别出两万多个和ISIS有关的社交媒体
Twitter账户，并把它们关闭。这样就阻断了成
员之间的交流，更重要的是切断了他们招募新
成员的主要途径。

英国《独立报》表示“匿名者”也已经开

始公布ISIS成员的个人信息，一名在欧洲负责
招募新成员的恐怖分子的地址也已被公布。

“匿名者”称：“这仅仅是一个开始，从
现在开始网络世界中你们不再有安全的藏身之
处，你们就像病毒，我们就是解药。”

17岁女孩为ISIS当模特 欲脱离组织被
打死

据英国《每日邮报》24日报道，17岁的
Samra Kesinovic和16岁的 Sabina Selimovic 于
2014年4月失踪，她们再次现身时已经加入了
ISIS极端组织。其中Sabina被认为已经于去年
11月死亡。有最新消息称，Samra因试图逃离
ISIS在叙利亚的大本营拉卡而被殴打致死。
据悉，Samra和Sabina在2014年4月抵达叙利亚
后，被ISIS用作其宣传海报上的人物。

ISIS袭击伊拉克警局 绑架19名“背叛
组织”警察

据俄罗斯卫星网11月23日报道，伊拉克摩
苏尔市警察局消息人士透露，ISIS极端武装分
子日前在该市南部埃尔莫里（EL Mrir）村庄绑
架了19名警察。

伊 拉 克 中 间 党 媒 体 援 引 警 察 局 的 消 息
称，ISIS武装分子包围了埃尔默里，并绑架了
19名警察。被俘虏的警察在2014年曾誓言效忠
ISIS，而后ISIS发现这些警察“背叛誓言”，转
而与伊拉克军队密切合作。

摩苏尔使伊拉克第二大城市，2014年6月
被ISIS控制。ISIS攻占摩苏尔过程中，当地居民
并未进行任何反抗。

                                    （本报综合）

11月23日，巴黎恐袭近两周后，法国将其顶级战机的打击能
力提升至两倍，并展开了对叙ISIS目标的又一波空袭。此次空袭战
机从戴高乐号航空母舰上起飞，这架航空母舰能承载26架战机。
这些战机仅经过了数天的演习，就被部署参加袭击IS实际的“首
都”叙利亚拉卡的行动。（来源：新华网）

现象也越来越引人关注。
联合国减灾署的数据显示，过去20年，洪灾在

所有气候相关的灾难中所占的比率高达47%。
此外，报告也提到极端气候对房产和基础设施

所造成的严重破坏。据了解，共有8700万栋房屋被
摧毁或破坏。极端气候现象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估计
为1.9万亿美元。

该报告警告，接下来的几十年，地球的“气候
相关灾难将出现上升的趋势”。

报道指出，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于11月30日
至12月11日在法国巴黎召开，旨在《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下拟定2020年以后的全球减排新协
议，除限制各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也将确保全球
气温升幅不超过工业革命前2摄氏度水平。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曾明
确建议，发达国家在2020年之前要在1990年的基础
上减少排放至少25%至40%。

                              （来源：中国新闻网）

美国新奥尔良数百人派对爆枪案 16人受伤送医
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一公园22日晚发

生枪击事件，数百人举行派对时，两群人发生纠
纷导致枪击，至少16人受伤送医。警方正对此案
展开进一步调查，呼吁目击者提供线索。

菲律宾总统大选再添变数：达沃市长参选
“半路杀出程咬金”，菲律宾南部重镇达沃

市市长杜瓦尔特23日宣布参选总统，为已经扰攘
多时的菲国下届总统大选再添新变数。

靖国神社被放置炸弹 日本警方称不排除恐袭可能
11月23日，日本“劳动感谢日”三连休的最

后一天，位于日本东京千代田区的靖国神社的公
厕发生了爆炸。消防人员随后迅速赶到，警察进
入警戒状态，当地被严肃的氛围笼罩。

阿根廷“变革” 马克里当选新总统
据阿根廷选举机构公布的阿根廷总统选举第

二轮投票的95.35%票箱计票结果显示，“变革”
竞选联盟候选人毛里西奥·马克里获得51.81%选
票，击败获得48.19%选票的左翼执政联盟“胜利
阵线”候选人丹尼尔·肖利，当选新一届阿根
廷总统，这表明了阿根廷左翼政府12年执政的结
束。

东盟十国签署《吉隆坡宣言》 东盟共同体将成立
东盟10国首脑22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签署

《吉隆坡宣言》，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在签署仪
式上宣布：12月31日，东盟共同体将正式成立。

美军一阿帕奇直升机在韩国坠毁 致两人死亡
当地时间11月23日，韩国江原道西南部城市

原州，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在当地一条公路上
坠毁，造成包括飞行员在内的两人死亡。

11月24日，河内，越南的变性人和同性恋团体
走上街头，庆祝越南国会通过法律，将承认变性人
以及变性人的相关权利。（图文来源：腾讯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