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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难民船在爱琴海沉没 致33人遇难
土耳其警察从海滩上抱起难民儿童的遗

体，这一全球不愿再见到画面，日前再度上
演。

一艘企图从土耳其驶往希腊的移民船于
当地时间1月30日在爱琴海沉没，土国海岸防
卫队官员在海滩发现被冲上岸的妇女及儿童
遗体。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这起船难造成至少
39人丧命，有75人获救。

默克尔民望持续受挫 万名未成年难民失踪
欧洲难民危机继续受到广泛关注。德国

总理默克尔受难民危机的影响，民望持续受
挫；而难民的处境不断恶化，特别是万名未
成年难民在欧洲失踪，引发外界忧虑。

欧洲刑警组织1月31日称，根据对过去
18到24个月的数据监控，约有一万名没有父
母陪伴抵达欧洲的未成年难民下落不明，该
组织担心其中一部分儿童可能被犯罪团伙奴
役。这是欧洲刑警组织首次公布欧洲范围内
失踪的未成年难民总数。

朝鲜或在金正日诞辰日发射远程卫星
朝鲜2日分别向国际海事组织和国际电信

联盟通报卫星发射计划。国际海事组织2日表
示，朝鲜通报的卫星发射时间在本月8日至25
日。此前，日本和美国曾表示，通过卫星图
像看出朝鲜将发射卫星的迹象。在一些媒体
看来，朝鲜宣布发射卫星，即意味着将发射
远程导弹。

美国务院发言人柯比2日就朝鲜当天向两
家国际组织通报将于本月发射卫星一事表态
称，这一举动将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有
关决议。美国认为，国际社会需进一步对朝
鲜施压。

日大使与韩统一部长会谈 合作应对朝鲜发射
卫星

韩国统一部长洪榕杓3日与日本驻韩大使

新 闻 瞭 望 台 一 览 晓 天 下
别所浩郎进行会谈，就朝鲜发射“卫星”计
划一致决定展开紧密合作，要求朝方保持克
制。

WHO：寨卡病毒病已构成国际突发公共卫
生事件

世界卫生组织2月1日在日内瓦召开《国
际卫生条例》紧急委员会会议，对南美出现
的寨卡病毒病进行讨论评估后宣布：南美地
区爆发的寨卡病毒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世卫组织在当天发布的
一份声明中，还针对目前的疫情提出了应对
和预防建议。

美确诊首例本土感染寨卡病例 性接触增传播
风险

美国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县卫生官员2日
确认，当地一名病患因性接触感染了寨卡病
毒，这也是美国首例在本土被传染的病例。

热带病毒寨卡，主要通过蚊虫叮咬传
播。过去一年，寨卡已经感染了约100万巴西
人，并蔓延至南美和中美洲23个国家。

美首次证实希拉里私发绝密邮件 内容不会被
公开

美国国务院29日表示，前国务卿、2016
年美国总统选举热门竞选人希拉里·克林顿
在职期间用私人服务器收发的电子邮件中，
有一批“绝密”文件。消息公布时距离美国
总统选举党内预选只剩3天。美国国务院发
言人约翰·柯比称，国务院将不会公布希拉
里私人服务器中的22份电子邮件，因为它们
包含绝密内容；另外18份希拉里在职期间与
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的往来邮件也不会公
开。

索马里一客机起飞后被炸出大洞 有人被吸出
据英国《每日邮报》2月2日报道，一架

隶属索马里达洛航空公司（Daallo Airlines）
的空客A321自摩加迪沙机场起飞仅5分钟

后，一枚疑似炸弹在机身侧面炸开一个洞，
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在1.4万英尺的高空被吸
出客机。消息人士对CNN称，通过最初调
查，爆炸残留物显示这可能是恐怖袭击。

报 道 称 ， 机 上 有 6 0 人 ， 此 次 爆 炸 造
成2人受伤。此次航班的飞行员Vlad imi r 
Vodopivec称，“飞机控制系统没有损坏，我
可以返航降落。”

俄媒：土耳其外长称土愿与俄恢复外交关系
正常化

据俄罗斯卫星网1月31日报道, 当日土耳
其外长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表示，土耳其
迫切想要与俄恢复外交关系正常化。

联合国维和部队再曝性丑闻
联合国维和部队再曝性侵丑闻。1月29

日，两名联合国官员公布了一系列联合国维
和部队性侵案。

联 合 国 助 理 秘 书 长 安 东 尼 · 班 贝 利
（Anthony Banbury）表示，在2014年1月到
2015年12月期间，10名联合国维和部队士兵
涉嫌在中非共和国对12名未成年人进行性
侵，其中还包括1名男童。有时他们以金钱
为诱饵，与这些未成年人发生性关系。

伊朗制裁解除后狂购客机 价值250亿美元
当地时间28日晚，伊朗总统鲁哈尼在法

国结束他的欧洲“首秀”。留在他身后的，
除了“忘记仇恨”“让双边关系进入新时
代”的热情呼吁，还有一沓厚厚的支票——
单是伊朗购买118架空客客机的合同就价值
250亿美元。遭受西方制裁多年的伊朗对新
装备的需求“如饥似渴”，经济低迷的欧洲
对新市场迫不及待，一场“爆买狂欢”就这
样一拍即合。本月早些时候西方针对伊朗核
项目的制裁部分解除后，德黑兰马上受到重
视，德国总理默克尔、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韩国总统朴槿惠等近来纷纷表示出访问意
向。

俄罗斯猪流感肆虐致107人死亡
据悉，猪流感及其引发的并发症已造成俄罗

斯107人死亡，其中包括4名孕妇和8个儿童。

泰国旅游 父亲在女儿面前被大象踩死
36岁的英国男子Gareth Crowe是一名潜水

工作人员，不久前，他和42岁的妻子Catherine 
H u g h e s 带 着 一 双 儿 女 前 往 泰 国 旅 游 。 之
后，Gareth带着16岁的女儿Eilidh去体验骑大象
的热门旅游项目。然而，悲剧却意外发生了。当
时Gareth和女儿乘坐的大象突然发飙，攻击了他
们，而可怜的父亲在自己女儿面前被活活踩死
了。

瑞士医生成功分离史上最小连体婴儿
瑞士伯尔尼一家医院的医生为一对年仅8天

的连体双胞胎做了分离手术，据信她们也是历史
上被成功分离的年龄最小的婴儿。

加拿大黑人月活动2月起 
为了纪念和表彰黑人在加拿大历史上的作用

和在加拿大建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加拿大联邦
议会在1995年12月通过了由第一位黑人女议员奥
古斯丁女士Jean Augustine提出的议案，把每年的
二月份作为加拿大的黑人月。

加拿大军队性犯罪案超100起 247人举报
加拿大的一名高级将领称，加拿大军队最新

的性犯罪举报中心自去年9月建立开始，已经收
到了来自247人的举报，其中涉及64起性侵犯事
件和44起性骚扰事件。

英科学家获批编辑人胚胎基因 或创造“定制婴
儿”

由于涉及伦理，修改人类胚胎基因的实验长
久以来被视为“科学禁区”，但英国科学家1日
首次获准进行编辑人类胚胎基因的实验。有批评
人士称，这一实验使用的技术可能最终被用于创
造“定制婴儿”。

恐袭不断 IS再造惨案
叙利亚连环袭击 近200人死伤

当地时间2016年1月31日，叙利亚大马士革，大
马士革南郊发生连环爆炸袭击事件。一位不愿透露
姓名的叙利亚安全部门消息人士当天告诉记者，大马
士革南郊赛达·宰纳卜镇发生连环爆炸事件。恐怖分
子先在一个公交车站旁引爆了汽车炸弹，随后在救援
人员抵达时，另有两名自杀式袭击者引爆了绑在身上
的炸弹。由于多人伤势较重，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
升。目前，极端组织已宣称制造了连环爆炸袭击事
件。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叙利亚内政称，首都大马
士革恐怖袭击中的死亡人数目前已升至76人，另有110
人受伤。此前有报道称59人死亡，128人受伤。

据悉，1月31日大马士革南部的什叶派“赛易
达·蔡纳卜”圣陵发生三次爆炸。一个装在汽车中的
爆炸装置被遥控引爆，与此同时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在
附近一辆公交车上引爆身上的爆炸物。几分钟后又有
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引爆炸弹。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已宣布为炸弹袭击负责。
但是因为这条消息是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的， 所以尚无
法验证真伪。这条消息还宣布，将对什叶派发动更多
袭击。

叙利亚外交部1月31日向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
秘书长发送信函，称大马士革恐怖袭击意在破坏在日
内瓦开始的叙利亚各方会谈。

尼日利亚东北部村镇遇袭 86人死亡
据俄罗斯《报纸报》1月31日消息，尼日利亚国

家紧急情况部发言人莫哈马德•卡纳尔称，尼日利
亚东北部迈杜古里郊区遭受“博科圣地”武装分子袭
击，死亡人数已升至86人。

据当地媒体报道，武装分子30日晚突袭了杜古里
市附近的达洛里和瓦洛里镇，射杀平民并烧毁房屋。
据迈杜古里医院代表阿巴•穆萨称，除86人因袭击死
亡外，还有62人因不同程度烧伤被送往医院治疗。

“博科圣地”组织是活跃在尼日利亚、尼日尔、
乍得和喀麦隆等国的激进组织。据报道，“博科圣
地”近几年来在尼日利亚与喀麦隆北部接壤地区频

频发动袭击，已造成至少2万人丧生，230万人流离失
所。去年3月，“博科圣地”宣布效忠极端组织“伊斯
兰国”。

IS公开斩首20名擅自脱逃成员
俄卫星网2月1日援引《印度快报》消息，“伊斯

兰国”恐怖组织斩首了20名从伊拉克城市摩苏尔西部
战线擅自脱逃的该组织成员。

“临阵脱逃者于星期五晚上在摩苏尔附近的监
督通行点被捕。此后辨明，被捕的是从摩苏尔西部战
线临阵脱逃的该组织成员，他们被转交给‘伊斯兰法
庭’。”该印度报社援引消息来源对此进行了报道。
据消息表示，‘法庭’已经做出判决，判处将临阵脱
逃者斩首。斩首在摩苏尔市中心在百名恐怖组织成员
及指挥员的在场目击下进行。

摩苏尔是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座落在尼尼微省，
并始终是“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在伊拉克的主要聚集
中心。据悉，尼尼微省的伊拉克军队军事行动指挥官
纳德吉姆•朱布里少将曾于1月30日表示，已经做好了
解放该城的准备。

俄外长：在战胜恐怖分子之前不会停止在叙
空袭

据俄罗斯卫星网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3日表
示，在战胜叙利亚境内的恐怖组织之前，俄罗斯空天
军不会停止在叙的行动。

美国公布新财年国防预算申请 打击IS经费涨
50%

美防长卡特2日在华盛顿表示，在美国政府即将提
交的新一财年预算报告中，划归国防部使用的国防预
算将达到5827亿美元。其中，打击“伊斯兰国”经费
将增长50%，达75亿美元。

另据美国军方消息，他们对阿富汗境内的极端组
织发动空袭，摧毁了“伊斯兰国”的一个广播电台。

（综合自中新网、新华网等）

在2015年连遭两次恐怖袭击之后，校园似乎正在成为法国政府重要
的“反恐阵地”之一。

据BBC新闻报道，为了防止学生成为恐怖分子的袭击目标，法国许
多学校近日取缔了在校园内禁止吸烟的规定，开始允许学生在校园内吸
烟，以防止他们外出上街吸烟而被可能的恐怖分子锁定。

据有关数据统计，在法国的青少年中，有大约三分之一都有抽烟
的习惯。“学生大量聚集在街头造成了一个很大的风险，这种风险
可比烟草本身带来的风险大得多。”法国国民教育部领导人员工会
（SNPDEN）副秘书长理查德·米盖尔（Richard Michel）表示。

事实上，在去年11月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几天后，法国数家学校的管
理者就曾呼吁实施这一措施，但遭到了卫生部的否决，称法国目前实施
的“紧急状态”并不会影响烟草条例。

近日，SNPDEN再度“上书”，希望能允许学生在校园内吸烟。尽
管此条例还未经过官方的正式通过，许多学校已经开始实施了。米盖尔
称，这一措施“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下，为了防止最大的风险，是很有必
要的”。

除此之外，法国各所学校也正在通过开设有关公民和道德等必修课
程，鼓励学生发表真实想法，此举有利于老师能够提前发现存在极端倾
向的学生。据《赫芬顿邮报》报道，在去年1月发生“查理周刊”恐怖袭
击事件后，法国政府曾要求各学校举行默哀仪式。其中，大多数学生均
对这一决定表示拥护，也有数百名学生公开进行反对。

法国教育部部长那雅特·贝肯塞姆（Najat Vallaud-Belkacem）表
示，许多学生认为，《查理周刊》对于伊斯兰教先知默罕默德的描绘的
确让他们觉得受到了冒犯。还有部分学生声称，袭击的受害者是“咎由
自取”，这场袭击也是因为他们亵渎神明而遭到了公正的报复。

对此，贝肯塞姆认为，鉴于学生在面对此类极端宣传上的脆弱性，
教师和学生应该就这些问题在更为安全和包容的环境里展开坦诚的讨
论。

在2015年秋季入学以来，法国各大学校均开设了一门新的必修课
程，内容围绕公民和道德问题展开，授课教师会在课堂上鼓励和尊重学
生就近期的时事发表的看法。此外，教师还被要求特别注意那些可能出
现极端倾向，“在危险边缘徘徊”的学生。

据报道，自去年年底的恐怖袭击以来，法国就一直处在“紧急状
态”之下，没有任何松懈。上月，法国总理瓦尔斯（Manuel Valls）公开
表示，法国的这种全国紧急状态“只要有必要，就要一直保持下去”。
目前，这种紧急状态可以允许法国当局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就实施
突袭或者对目标进行住宅监禁。

                                                                             （来源：网易新闻）

法国为防学生成恐袭目标 
允许学生在校园内吸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