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22日
电（记者周而捷 易爱军）美国总
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本·罗兹
22日表示，极端组织处死美国
记者詹姆斯·福利是对美国的恐
怖袭击行为。

罗兹当天在美国马萨诸塞州
马撒葡萄园岛举行的记者会上表
示，当一个人以如此残忍的方式
遭到杀害时，这就是一种恐怖袭
击行为，而福利是美国人，美方将
此行为视为对美国的攻击。

罗兹重申了美国政府不向
恐怖分子支付赎金的政策。

今年6月初以来，以“伊斯
兰国”极端组织为首的反政府
武装相继占领伊拉克西部和北
部大片领土，导致大量平民流
离失所。

白宫官员说

杀害美国记者是
对美国的恐怖袭击

埃博拉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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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人道主义援助车队23日在
乌克兰东部卢甘斯克市完成任务后，经
由边境检查站返回俄罗斯。欧洲安全与
合作组织观察员当天晚些时候说，俄援
助车队全部车辆都已返回俄境内。

此前一天，俄援助车队在未经乌克兰
当局批准情况下进入乌东部地区，引发乌
当局和多个西方国家强烈谴责。路透社
评论说，在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抵达
乌克兰首都基辅之际，俄车队全部返回国
内可能从一定程度上帮助缓解紧张局势。

俄新社23日援引俄海关部门官员
的话报道，俄援助车队分为6组陆续返
回俄境内。多家媒体记者在俄乌边境地
区看到，200多辆卡车经由伊兹瓦里诺
—顿涅茨克边境检查站驶入俄边境小镇
顿涅茨克。

伊兹瓦里诺—顿涅茨克边境检查站
由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控制，俄援助车队
前一天正是通过这里驶入乌境内。一名美
联社记者在俄乌边境乌克兰一侧查验了俄
车队约40辆卡车，证实其中已空无一物。

完成任务返回

俄罗斯外交部23日发表声明说，俄
人道主义援助车队已完成向乌东南部地
区运送物资的任务，俄方愿继续与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合作。

不过，这份声明中没有说明俄援助
车队运抵物资至目的地的详细过程。根
据俄方说法，车队共载有约2000吨物
资，包括谷物、糖、儿童食品、医疗用品、
睡袋和发电设备等。

俄罗斯电视台画面显示，俄援助车队
多辆卡车在卢甘斯克市一处货物转运站卸
下物资。卢甘斯克市一名官员向法新社记
者证实，大量卡车已卸下货物，民间武装已
开始组织向当地民众分发援助物资。

卢甘斯克市是乌东部民间武装第二
大据点，连日来一直遭政府军包围，导致众
多家庭水电供应切断，粮食和能源告急。

嘲讽美国“迟钝”

俄罗斯外交部23日嘲讽美国“迟
钝”，未能及时报道俄援助车队已全部回
国的动态。

俄新社援引俄外交部女发言人玛丽
亚·扎哈罗娃的话说：“美国一向吹嘘自
己拥有技术监控设备，但奇怪的是，美国
至今还不知道俄罗斯人道主义援助车队
已离开乌克兰，返回俄联邦。”

扎哈罗娃同时说：“我们希望，美国
与其揪住俄人道主义援助的话题不放，
还不如把这种坚定的态度用于呼吁乌克
兰交战双方立即停火。”

张旌（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完成向乌东南部运送物资任务

俄援助车队全部返回俄境内

8月23日，在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俄乌边境，援助车队的卡车驶进边检站。
据俄罗斯媒体当天报道，载有人道主义救援物资的俄罗斯车队已将物资运至乌克兰东部城市卢甘斯克，首批车队于当天返回

俄境内。 新华社/路透

多名叙利亚消息人士披露，美军
先前营救被处决记者詹姆斯·福利等
美国人质的行动之所以失败，可能是
因为武装人员事先听到风声。

接近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
一名叙利亚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
记者，在美军特种部队行动前，有
人看到美国人在邻近叙利亚边界
的土耳其城镇安塔基亚打听人质
的消息。

“美国人当时在寻找他们（被绑
架）的人质，拼命地寻找任何消息，”
这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说，

“他们在安塔基亚见了一些人，问了
问题。”

这名消息人士说，“伊斯兰国”随
后可能得知这一情况，“‘伊斯兰国’
预料会有行动，采取了预防措施……
这很可能是他们改变关押人质地点
的原因”。

“伊斯兰国”19 日发布一段视
频，显示武装人员处决美国记者福
利，以报复美军空袭。美国官员随
后披露，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今年夏
天曾秘密派遣特种部队前往叙利
亚，营救福利等遭极端武装绑架的
美国人质。但特种部队未能找到人

质，行动失败。

午夜营救未果

出于保密的需要，美国官员没有
透露营救行动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叙利亚反对派活动组织成员阿布·易
卜拉欣·拉考乌伊向路透社讲述了他
通过一些目击者得知的行动细节。

按拉考乌伊的说法，7月初的一
个午夜，数十名美国特种部队成员搭
乘装备重武器的黑鹰直升机抵达叙
利亚东部城镇拉卡附近一处小镇。
在开始搜寻美国人质前，美军摧毁了
周边一处极端武装人员基地的防空
武器。

“突袭在午夜后开始，”拉考乌伊
说，“直升机首先开始摧毁防空武
器。”

美军特种部队封锁了通往拉卡
的主要道路，随即前往美方认定关押
人质的临时监狱。在确定没有找到
人质后，美军特种部队向极端武装人
员的基地发起攻击。

“村民们说，他们烧毁了营地并
杀死了所有的‘伊斯兰国’武装人
员，”拉考乌伊说。

美国官员说，美军在行动中打死
多名“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一名美军
士兵在一架直升机遭到攻击时受伤。
但拉考乌伊给出的信息是，两名美军
士兵受伤。

路透社说，无法核实拉考乌伊提
供的情况是否属实。拉考乌伊所在
组织先前曾在社交网站上发布目击
者讲述美军行动的内容。

难获准确情报

“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主管拉

米·阿卜杜勒－拉赫曼说，这一组织
在拉卡的一些活动人士上月得到消
息，称美军突袭了这一地区。

“居民们说他们听到了航空器的
声音和枪声，但除此之外不知道其他
的事情，”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按他的说法，接近“伊斯兰国”的
一个消息源称，有美军士兵被杀，“伊
斯兰国”武装人员方面也有伤亡。

路透社认为，美军营救人质行动
失败显示了美国在叙利亚获取情报
能力有限。

林昊（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叙利亚消息人士披露

美军营救人质事先走漏风声

一位美国国会议员的助手22日
说，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今后数周内将
提请国会批准为空袭极端武装“伊斯兰
国”提供更多资金。一些媒体解读，这
一动向或许意味着美国政府将调整现
行策略，扩大军事行动打击“伊斯兰国”。

路透社援引这名国会参议院民
主党籍议员助手的话说，奥巴马政府
最早将于9月中旬向国会提交一份议
案，寻求为军事打击“伊斯兰国”获得
更多资金支持。

“伊斯兰国”本周发布处决美国
记者詹姆斯·福利的视频，引发各方
关于美国会否扩大在伊拉克现有军事
行动规模的猜测。法新社23日援引
多名分析师的话说，奥巴马政府如果
决心加大力度打击“伊斯兰国”，应当
扩大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空袭规模。

扩大空袭规模

美国空军退役中将戴维·德普图
拉认为，军事层面而言，美国的空袭
应当从伊拉克扩展到脱离叙利亚政
府控制的叙东部地区，同时还要依靠
来自伊拉克政府军、库尔德人和逊尼
派部族的地面支持。

德普图拉曾协助制定美军在阿富
汗和伊拉克的空袭方案。他说，美军已
经在伊拉克发动多轮空袭，但若要彻底
击败这一极端武装，力度还要加码。

按美国军方的说法，美军自本月
8日以来已经实施超过90次空袭，超
过半数用以支援在摩苏尔大坝周边作
战的伊拉克政府军。不过，一些美国
官员先前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说，美国

暂时没有计划大幅度在伊拉克增加针
对“伊斯兰国”武装人员的军事行动。

争取更多支持

从外交层面来说，分析师认为，
美国需要寻求欧洲传统盟友和中东
地区一些国家的支持，包括伊朗和沙
特阿拉伯。

美国前驻阿富汗和伊拉克大使
扎尔梅·哈利勒扎德说，奥巴马应当
公开表明打击“伊斯兰国”的目标和
决心，以赢得更多国际支持。

除此之外，按一些分析师的说法，
美国需要向土耳其施压，敦促后者关
闭与叙利亚的边界，以切断“伊斯兰
国”外国支持者进入叙利亚的路径。

闫洁（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为空袭极端武装“伊斯兰国”

奥巴马拟向国会要经费

“伊斯兰国”恐怖分子（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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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的黎波里8月23日电 利比亚海军
发言人阿尤布·卡西姆23日证实，一艘载有约
170名非法移民的船只在利比亚近海沉没。

卡西姆说，这批非法移民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
地区，他们搭乘一艘木船试图偷渡到意大利，在途经
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东部海域时沉没。利比亚海岸
警卫队已救起17人，目前正在搜救其余失踪者。

一艘载有约170人
移民船在利比亚沉没
海岸警卫队已救起17人

新华社联合国8月22日电（记者王
雷 顾震球）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雅
里克22日宣布，世界卫生组织将于下周
出台一个应对埃博拉疫情战略计划。

迪雅里克当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
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世卫组织正在草
拟一个为期6个月至9个月的战略计
划，以应对埃博拉疫情。他介绍说，该计
划是一份行动方案，将提出抗击埃博拉
疫情的具体策略，预计下周初正式出台。

迪雅里克说，对于最近几个国家决
定禁止来自埃博拉疫区的游客入境，世
卫组织强调不建议为此实施国际旅游或
贸易禁令，因为关闭边境不但起不到作
用，而且会造成破坏性影响，将疫区国家
推向人道主义危机，阻碍国际社会抗击
埃博拉疫情的努力。

迪雅里克说，联合国系统埃博拉病
毒疾病高级协调员纳巴罗当天在利比里
亚与该国卫生官员等就遏制埃博拉疫情
举行会谈，并视察了利比里亚首都蒙罗
维亚的一家医院。

应对埃博拉疫情

世卫组织下周
出台战略计划

新华社日内瓦8月22日电（记者张
淼 刘美辰）世界卫生组织22日发表声
明说，当前西非地区埃博拉疫情的严重
程度被低估。

世卫组织说，由于不理解埃博拉防
控的相关措施，畏惧确诊后受到排斥，疫
区的一些家庭将埃博拉出血热患者藏匿
起来并否认被感染，或不通知防疫人员
自行埋葬死因不明者的遗体。此外，抵
触情绪和缺乏交通工具等原因，还导致
一些疫区流言四起和某些出现疫情的村
落仍处于检测盲区。

世卫组织说，目前仍在蔓延的疫情
依然对防控努力构成挑战，西非地区的
医护人员数量、医疗服务、医用设备及个
人防护装备等均不能满足需要。

沙伊卜还表示，按照已有标准，只有
在某传染病的连续两个潜伏期或42天内
没有发现新增病例，才可宣布该地区的疫
情告一段落。照此标准，几内亚、塞拉利
昂和利比里亚的埃博拉疫情还远未结束。

根据世卫组织当天发布的疫情最新通
报，截至20日，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
和尼日利亚累计发现埃博拉病毒确诊、疑
似和可能感染病例2615例，死亡1427人。

世卫发表声明

西非埃博拉疫情
严重程度被低估

伊拉克一名出租车司机22日说，
前一天在北部城市摩苏尔看到宗教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对一名被
其法庭判处通奸罪的男子执行石刑，
这是“伊斯兰国”首次被目睹行刑。

那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司机告诉
路透社记者，他当天看到一群人聚
集、大约20辆“伊斯兰国”车辆停在附
近，于是停下车看个究竟。他看到一
些人在收集锋利的石头，另外一人手

持摄像机。
随后，武装人员从一辆车上带下

一名戴着手铐的年轻男子，让他坐在
地上，开始向他投掷石头，那名男子
喊道：“我什么都没做”。

那名司机说：“我瞥了一眼那名
男子，看到一些石头击中他的头，我
转过脸去。”

大约15分钟后，武装人员告诉人
群，行刑结束。一辆救护车将尸体带

走。摩苏尔一间停尸房证实那名男
子的死讯，称死者年龄30岁。

目睹行刑过程的司机说，摩苏尔
大街小巷都在谈论这件事，“大部分
人都不奇怪，因为这就是他们（武装
人员）的典型行为”。

当地媒体同样报道了那次石刑，
但不能确认目击者和当地媒体说法
的真实性。

一些消息人士说，“伊斯兰国”7

月在叙利亚拉卡省对两名女性执行
石刑，罪名同样是通奸。

一些先前在叙利亚活动的“伊斯兰
国”武装人员6月攻打靠近叙利亚边界
的摩苏尔，美国协助训练的伊拉克政府
军败退逃离、迄今未能夺回摩苏尔。

“伊斯兰国”在摩苏尔强制实施
其宗教理念，还摧毁一名伊拉克著名
反宗教诗人的雕像。

美国8月开始在伊拉克对“伊斯
兰国”武装发动空袭，这一组织随即
在网上发布一条砍头美国记者詹姆
斯·福利的血腥视频，宣称报复美国。

安晓萌（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伊斯兰国”石刑处决“通奸者”

8月22日，联合国系统埃博拉病毒
疾病高级协调员戴维·纳巴罗（中）在利
比里亚蒙罗维亚出席新闻发布会。

新华社/路透

美国警方22日说，一名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
警察因向示威者发表侮辱言论被停职。这名警察
在圣路易斯一处以白人居民为主的郊区工作。他
在社交网站上留言，形容示威者是“社会的负担”
和“疯狗”。18岁非洲裔青年迈克尔·布朗本月9
日在圣路易斯市弗格森地区遭白人警察枪杀，引
发强烈抗议和连日示威。 （新华社微特稿）

辱骂弗格森示威者

美国一警察遭停职

德国警察德特勒夫·G因涉嫌杀害并肢解一
名在互联网“食人聊天论坛”认识的男子22日在
德国东部城市德累斯顿受审。

德特勒夫为警方笔迹鉴定专家，现年56岁，
家住德累斯顿南部。检方指控他去年11月在汉
诺威市杀害一名59岁商人并污秽其尸体。被害
男子幻想被杀害和被吃掉。检方说，暂时没有被
告吃掉被害人部分肢体证据。辩方律师坚称，死
者系自杀。 （新华社微特稿）

德警察涉肢解杀人受审

新华社圣保罗8月22日专电（记者荀伟 王
正润）因涉嫌强奸性虐50多名患者而被判278年
的巴西淫医罗杰·阿布戴尔马西面临新麻烦，他因
曾调换客户精液日前被法院判决向一对双胞胎赔
偿50万雷亚尔（1雷亚尔约合2.7元人民币）。

这对双胞胎兄弟今年20岁，他们在2010年
做亲子鉴定时发现自己的检验结果与母亲的样本
相符，而与父亲不符。两人遂控告阿布戴尔马西
当年在其诊所为他们父母做人工授精时使用的并
非父亲的精液。

两兄弟最初索赔400万雷亚尔，法院15日判
决阿布戴尔马西向二人各赔偿25万雷亚尔。

调换客户精液

巴西淫医被判赔偿

日本研究人员在22日出版的美国《科学》杂
志上说，他们用美国夏威夷岛的昴星望远镜发现
了一颗诞生于宇宙大爆炸后不久、现已存在逾
130亿岁的恒星，是迄今发现的最长寿星星之一。

日本国立天文台和甲南大学等研究机构说，这
颗星位于鲸鱼座方向，质量为太阳的一半左右，距地
球约1000光年。通过光谱分析，发现长寿星的铁含
量为太阳的三百分之一，与普通恒星相比严重偏低。

宇宙大爆炸几亿年后，最初产生的恒星只含
氢、氦等轻元素。一般认为，其内部形成的铁等重
元素在恒星爆炸时飞散，成为形成下一颗星星的
原料。 （新华社微特稿）

日本研究人员发现
130亿岁长寿恒星

8月22日，艺术家在白俄罗斯首都明
斯克西部城镇举办的国际焰火节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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