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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美国弗格森 8月 17日
电（马库斯·迪保拉）尽管当局已宣布
实施宵禁，但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
弗格森地区仍经历暴力之夜。17日凌
晨，警方使用催泪弹驱赶人群，7人遭
逮捕，另有一人遭枪击，伤势严重。

负责实施宵禁的密苏里州高速公路

巡警队队长罗恩·约翰逊在17日早上召
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警方最初的计划是
派警察在街道进行巡逻，执行宵禁任务，
但后来听说一群抗议者聚集在一家烤肉
店屋顶等候警察到来。警方行动小组随
即赶到现场，发射催泪弹驱赶人群，并逮
捕了7名不愿意离开现场的抗议者。

又有一人受伤

弗格森骚乱事件继续发酵

密苏里州派国民警卫队维持秩序

一份最新尸检报告显示，遭白人警
察开枪打死的美国非洲裔青年迈克尔·
布朗身中6弹，其中头部和右臂分别中
2弹和4弹。

纽约市前首席验尸官迈克尔·巴登
由死者家属委托，对布朗实施尸检。巴登
17日告诉《纽约时报》记者，其中有一颗
子弹贯穿布朗颅骨顶部，显示他当时在身
负致命伤情况下躬身前倾，因而头顶中

弹。这颗子弹打烂了布朗右眼，贯穿面
部，从下颚穿出，再进入锁骨。巴登说，即
使立即送往医院，布朗也难以存活。

这次尸检前，当地警方已经为布朗
实施尸检，但一直没有公开相关信息。
巴登说，警方应该第一时间公开信息，

“即使在公众越来越质疑警方掩盖真相
的情况下，他们还没有这么做”。

（新华社微特稿）

尸检显示

黑人青年布朗身中6弹

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小城弗格
森17日继续实施宵禁，但警方与示威者
的对峙并未平息。多家媒体记者证实，
采访或拍摄过程遭到当地警方阻拦。

雅虎新闻网站援引记者罗伯特·克
莱姆科的“推特”留言报道，眼下负责弗
格森治安的密苏里州公路巡警警长罗
恩·约翰逊短暂逮捕了多名记者，“我们
强调先前一直完全遵守警方相关指示
行事，他才释放了我们”。

《波士顿环球报》一名记者通过“推

特”留言称，有警察面对记者镜头时爆
粗口，要求记者后退，否则警方会开枪。

圣路易斯市KARG Argus电视
台的一次拍摄正巧记录下了警察威胁
记者的镜头。视频画面显示，媒体正
在防暴警察身后不远处拍摄骚乱镜
头，一名警官走近媒体记者群，似乎在
对着镜头解释什么。不久，这名警官
开始对一名记者喊道：“XXX（粗口）
离开这里！把（闪光）灯关了！不然你
会挨枪子的。” （新华社微特稿）

弗格森警方
被指威胁媒体采访

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弗格森
地区骚乱不仅折射出美国社会种族歧
视顽症，也反映了美国警察“军事化”
趋势。

全副武装的警员用橡皮子弹、催泪
弹、装甲车对付示威民众，甚至把狙击
步枪对准示威人群，引发多名国会议员
对警察装备和行动军事化倾向的忧虑。

众议院司法委员会3名委员联名
致信司法委员会主席，说弗格森警方
用“粗暴武力”对待示威者，当地执法
部门“已经失控”。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帕特里
克·莱希对警方采取“军事式”应对行
动感到吃惊，说道：“让警察配备用于
战争的装备无助于弥合社会裂痕。”

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说，当警
方和示威民众都需要恢复冷静之时，

“使用军用装备和车辆却传递出相反

的信息，我深感忧虑”。
1990 年，美国国会授权军方向警

方转交过剩的军事装备，起初用于加
强打击贩毒团伙，后来重点转为打击
恐怖主义活动。

军方移交的军用装备越来越多，
总价值金额从1990年的100万美元猛
增至 2013 年的大约 4.5 亿美元。警察
的执法方式也越来越军事化。

民间团体“美国公民自由联盟”6
月发布一份报告，指出美国警方已经
变得“过度军事化”，警察在民间使用
适用于战场的武器装备和手段。

美国国防后勤局说，军方已经向警
方移交了610辆防地雷反伏击车。在
美国与加拿大交界的缅因州牛津县，当
地警方要求获得一辆这种车，理由是那
里面临“前所未有的恐怖活动威胁”。

美联社报道，路易斯安那州警方
在一次行动中身穿防弹背心，携带
AR—15 型突击步枪突击搜查一家夜
总会，目标不是恐怖分子，而是查看是
否有低于法定饮酒年龄的年轻人和夜

总会是否违反消防法规。
得克萨斯州农场主奎因·埃克的

农场去年被特警突击搜查。他说：“他
们似乎把我们当成已经定罪的罪犯，
似乎在警告‘如果你敢动一根手指，我
们就毙了你’。”警方没有查到毒品或
武器，最终也没有提出指控。当局说，
他们在按照例行程序行事。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律师卡拉·丹
斯基说，弗格森警方这次的做法再一
次反映出美国警察过度军事化，后果
是鼓励警察把自己当成“勇士”，把民
众当成敌人而不是服务对象。“居民区
不是战场，我们的警察不应该把我们
当成战场敌人对待。”

可能角逐2016年总统选举的共和
党籍参议员兰德·保罗在《时代》周刊
专栏中写道：“地方警察局竞相获取军
用装备，已经远远超出多数美国民众
对执法机构（性质）的看法。华盛顿方
面实际上用国库资金帮助地方政府组
建了小型军队。”

惠晓霜（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配备用于战争的装备

美议员忧虑警察“军队化”

美国密苏里州小城弗格森的白人
警官枪杀非洲裔青年引发全国关注之
际，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正因另一起争
议案件而遭遇连日抗议，并可能面临官
司。当地媒体报道，两名白人警察上周
在街边开枪打死一名患有精神疾病的
非洲裔男子，但警方和一些目击者对事
件的描述存在差异。

福特涉嫌袭警？

《洛杉矶时报》17日报道，案件发
生在本月11日晚，25岁的非洲裔男子
埃泽尔·福特行走在洛杉矶南部弗洛伦

斯区街头，与两名白人警官相遇。
洛杉矶警察局高级警官安德鲁·史

密斯援引初步调查称，这两名警官驾车
途中发现福特，走下车试图与他对话，
但福特“继续行走并作出可疑举动，包
括企图遮挡双手（动作）”。

按照警方说法，警官靠近时，福特
“突然转身，基本上控制了前面的警
官”。他试图拿这名警官的手枪，促使
另一名警官开枪射击，先前被控制的警
官也起身并对福特开枪。

依照枪击案的处理程序，当事警官
为身中数枪的福特反铐双手，呼叫急救
车。福特被送入医院后不久宣告不治。

居民和目击者提出质疑

一些居民和目击者接受媒体采访
时，对警方说法提出质疑，称没有看到
福特和警方发生过冲突，指责当事警官
没有怜悯心，枪杀了福特。

当地一家电视台援引一名目击者
的话说，枪击发生时，福特正服从警
官指示，或者已经处于警方控制下。

现年57岁的居民多伦·亨德森是
福特家人的朋友。她告诉《洛杉矶时
报》记者，自己当时正走在福特前面，突
然听到有人喊“趴下！趴下！”

接着，亨德森听到一声枪响，看见
一名警官正站在警车旁。她说，听到有
几个邻居对警察喊道：“他（福特）有精
神疾病。”

亨德森说，另一名警官不久后从警
车另一侧下车，接着传来两声枪响。

根据家人描述，福特先前患有抑郁
症，后来患上精神分裂和躁郁症，一直接受
药物治疗。近来，福特喜欢在街头闲逛，当
地居民和警官都了解他的精神问题。

福特家人欲告警察局

《洛杉矶时报》报道，数百名示威者

17日下午聚集到洛杉矶警察局总部
外，抗议这一枪击事件。

参加示威的耶鲁大学神学院毕业生
妮科尔·廷森说，警察开枪打死平民的事
件让她反感，她所处的社区经常发生洛
杉矶警察涉嫌歧视非洲裔居民的事件。

“这绝对荒唐，”廷森说，“一个人举
起双手意味着他已经投降。你不能对
已经倒下的人继续开枪。”

洛杉矶官员厄尔·奥法里·哈钦森
认为，当地民众从弗格森警官枪杀非
洲裔青年一案中得到共鸣，与警方的
对立情绪由此激化。不过，他提醒民
众，洛杉矶警方调查这一枪击案的同
时，总检察长办公室也正开展独立调
查，因而希望外界不要被“失实消息”
所误导。

《洛杉矶时报》报道，福特家人已经
聘请知名律师，打算以过失致人死亡对
洛杉矶警察局提起诉讼。

徐超（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弗格森白人警官枪杀非洲裔青年引发全美关注之际

洛杉矶疑现“翻版”争议枪案

8月17日，人们在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地区抗议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被枪杀。 新华社/法新

韩国和美国18日开始“乙支自由卫
士”年度联合军事演习，以检验和提高双
方的联合防御态势。这次演习将持续至
本月29日。

韩：应对朝鲜核武威胁

今年的“乙支自由卫士”演习规模
与往年相似，韩方出动大约5万人，美
军则有大约3万人参加，包括3000名
来自美国本土和海外基地的军人。同
时，作为中立国监督委员会成员的瑞士
和瑞典将派监督官进行现场观摩。

韩联社报道，今年的演习将首次正
式采用韩美共同制定的“针对性遏制战
略”，以应对朝鲜的核武器等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威胁。

在去年10月举行的韩美安保会议
上，两国防长制定了这一双边“针对性
遏制战略”，涉及双方如何共同努力遏
制战时以及和平时期朝鲜的挑衅，包括
朝方从武力威胁到实际动武等各阶段。

另外，18日早些时候，韩国政府还
开始一场为期4天的紧急演练。韩联
社没有提及演练具体内容。

朝：可能发起先发制人打击

就这次韩美联合军演，朝鲜人民军
总参谋部发言人17日发表声明予以谴

责，警告可能发起“最强有力、最无情的
先发制人打击”。

18日，朝鲜再次誓言，将挥动“无情
的铁锤”。朝鲜《劳动新闻》日报说，韩
美军演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军事挑衅”，

“韩国和美国应对这一军演给朝鲜半岛
造成无法预料的局势承担全部责任
……我们高技术、超精准的火箭弹正瞄
准他们的部队和基地”。

面对朝鲜警告，韩国国防部一名不愿
公开姓名的官员说，在“乙支自由卫士”演

习期间，“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侦察活动，对
朝鲜保持更强的防御态势”。如果朝鲜发
起任何挑衅，韩方将“毫不留情地反击”。

韩吁朝：接受高级别对话提议

示硬同时，韩国再次敦促朝鲜接受
举行高级别韩朝对话的提议。

韩国上周提议，韩朝19日举行高级别
对话，讨论韩朝离散家属团聚以及其他共
同议题。但朝方没有作出任何正式回应。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金义道18日说：
“如果19日举行对话有困难，我们希望
（朝方）给出一个他们选定的日期……如
果朝方展现出真诚态度，（对话期间，）任
何有关改善韩朝关系的问题都可以讨
论。”韩联社评述，他意指朝鲜先前希望讨
论韩国解除制裁和重启金刚山旅游等。

金义道说，朝鲜要求韩国立即解除
制裁，那么它应该首先坐到谈判桌前
来，进行磋商。

李良勇（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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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平壤8月18日电（记者
郭一娜 陆睿）据朝中社18日报道，朝鲜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致韩国前总统金大
中遗属的唁电中说，不会忘记金大中为
民族和解与团结、国家统一所付出的努
力和取得的功绩。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
金养建17日在开城向金大中遗属转交
了金正恩的唁电和花圈。

2000年6月，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
前往朝鲜，与时任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
举行会晤并签署了历史性的《北南共同宣
言》。这一《宣言》开辟了朝韩和解合作的
新时代，双方关系曾出现明显缓和。

金大中2009年8月18日病逝。

金大中逝世5周年

金正恩致唁电送花圈

朝中社8月18日提供的照片显示，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左二）视察延丰
科学家休养所建设工地。 新华社/朝中社

美国阿肯色州两列货运列车17日相撞，造成2
人死亡、2人受伤。

这两列火车在阿肯色州东北部小镇霍克西相
撞，引发火灾，导致方圆2.5公里以内的大约500
人被疏散。当地警方说，4名死伤人员据信全部
是列车员工。

另外，附近一辆装载着酒精饮料的汽车可能被
卷入火灾。 （新华社微特稿）

美两货运列车相撞
2死2伤

据新华社阿布扎比8月17日电（记者安江）据
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7日报道，一名身患癌症的尼日
利亚女子当天在阿布扎比国际机场转机时突然死
亡，某些症状显示她可能曾感染埃博拉病毒。

阿布扎比酋长国卫生局当天发表声明说，这名
35岁的女子身患癌症由尼日利亚前往印度求医，她
在机场等待办理过境转机手续时病情突然恶化，经
医务人员抢救无效死亡。声明说，在医务人员对其
抢救时，发现这名女子身上某些症状显示可能或疑
似曾感染埃博拉病毒。

卫生局说，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应对传染病的标
准，医务人员对该女子采取了所有预防性措施。

尼一女子阿联酋机场死亡
疑曾感染埃博拉病毒

8月18日，在位于伦敦的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
馆，“维基揭秘”网站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出席新闻
发布会。厄驻英大使馆当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
将与英国谈判，寻求以外交方式“友好”解决阿桑奇
在该使馆避难造成的僵局，阿桑奇本人有望结束已
持续两年的政治避难重获自由。 新华社/路透

避难两年多

“维基揭秘”创始人
阿桑奇有望重获自由

据新华社东京8月18日电（记者冯武勇 刘秀
玲）日本4名市民18日以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
法》为由向东京检察机构举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据共同社报道，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醍醐聪等4
人向东京检方举报称，安倍的政治资金管理团体

“晋和会”在2011年和2012年政治资金收支报告
书中，对9名政治捐款人的头衔做了虚假处理，违
反了《政治资金规正法》的相关规定。尽管“晋和
会”后来对这些人的头衔做出了修改，但“晋和会”
财务负责人涉嫌虚假记录，作为“晋和会”代表的安
倍涉嫌疏于监督。

日本市民举报安倍
涉嫌违反政治献金法

相关
新闻

据新华社德黑兰8月18日电（记者付航 杨定
都）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西部18日发生的6.1级地
震已造成至少250人受伤，目前尚无人员死亡报告。

地震震中位于伊拉姆省阿卜达南市东南方向
55公里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援引当地官
员的话说，震中附近8个村庄严重受灾，房屋大规模
损毁，阿卜达南市的水、电、通讯已经中断。

德黑兰大学地质物理研究所伊拉姆省地震中心
数据显示，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7时02分（北京时
间10时32分），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还波及西
部的洛雷斯坦省和胡齐斯坦省。

伊朗西部地震
250人受伤

据新华社开罗8月18日电 （记者陈向阳 张
远）的黎波里消息：利比亚米苏拉塔民兵武装的一名
发言人18日透露，该武装当天在首都的黎波里遭不
明来源的军机空袭，至少5人在空袭中死亡。

这名发言人说，当天早上，米苏拉塔民兵武装位
于的黎波里国际机场附近的多处驻地遭空袭，5人
在空袭中丧生，另有多人受伤。不过，目前还不能证
实，当天实施空袭的军机来自何方。

利比亚民兵武装
在首都遭空袭
5人死亡，多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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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美国弗格森 8月 18日
电 由于抗议者与警方再次爆发激
烈冲突，美国密苏里州州长杰伊·尼

克松18日清晨签署命令，派遣国民警
卫队到该州圣路易斯市弗格森地区
维持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