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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23日电（记
者易爱军 周而捷）美国副总统拜登
（右图）23日撰文说，在美军不派出作
战部队情况下也能够战胜伊拉克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

拜登当天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文
章说，这个极端组织“远非不可战胜”。
正如人们在摩苏尔水坝所见，当该组织
战斗力受损时，“它能在美国不向地面派
出部队情况下被当地部队击溃”。

摩苏尔水坝为伊拉克境内最大水
坝，本月3日落入“伊斯兰国”手中。美
国总统奥巴马7日授权美军对该组织
目标发动空袭。在美军空中掩护下，
伊拉克军队和库尔德武装18日夺回了
水坝。拜登认为，这是一种可以依赖
的模式。随着伊拉克人不断取得进
展，美国准备增加援助，并且会呼吁国

际社会提供相同支持。
自“伊斯兰国”19日在网上公布处

死美国记者詹姆斯·福利的录像后，美
国官员的言辞趋于强硬。美国总统国
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本杰明·罗兹22日
表示，这是对美国的恐怖袭击行为。
美方在“积极”考虑采取必要行动应对
威胁，而且不会受到边界限制。美国
官员22日向媒体透露，奥巴马政府内
部在就是否对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
目标发动空袭等问题开展辩论。

拜登在文章中还写道，打击“伊斯
兰国”将是一项“长期挑战”，需要约
旦、黎巴嫩、叙利亚反对派等美国地区
伙伴持续提供支持，阻止外国武装人
员往返战场。他再次呼吁伊拉克组建
一个团结政府，并呼吁伊拉克邻国不
要煽动“宗派分歧”。

美副总统拜登称

美不派兵也能击败“伊斯兰国”

新华社巴格达8月24日电（记者尚
乐）据伊拉克军方24日消息，伊安全部队
击退了极端武装对伊拉克最大的拜伊吉
炼油厂的进攻，并击毙37名武装分子。

一名萨拉赫丁省军方消息人士告
诉新华社记者，盘踞在拜伊吉市的“伊
斯兰国”极端武装23日深夜突然向拜
伊吉炼油厂发起进攻，战斗一直持续
到24日早上。极端武装动用装甲车和
自杀式袭击者进攻炼油厂。7名自杀
式袭击者冲过炼油厂第一道大门，在
抵达第二道大门前被政府军击毙或被
迫提前引爆炸弹。

伊击退极端武装
对最大炼油厂的进攻

击毙37名武装分子

美国记者詹姆斯·福利遭极端组织杀
害前，他的父母共收到7封来自武装人员
的电子邮件。英国语言学家针对其中最
后一封邮件初步分析后得出结论：这封邮
件作者是英国人，可能来自工人阶层。

福利2012年11月在叙利亚遭绑
架。最近数月以来，他的父母约翰和
黛安娜先后收到7封来自绑架者的电
子邮件。最后一封邮件日期为8月12
日。一周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
网上公布了杀害福利的录像。

英国兰开斯特大学语言学家克莱
尔·哈达克博士对最后一封电子邮件
进行分析，以期得到武装人员身份的
相关信息。

根据哈达克的说法，从这篇由274
个单词组成的邮件中所含拼写错误和
比喻手法来看，这篇邮件作者为英国
人，很有可能来自工人阶层。

例如，邮件一开始出现的“牧羊
人”一词便出现拼写错误，被误写成发
音相同的英国常见姓氏“谢泼德”，这
是英国人常犯的错误之一。而在一处
语法使用中，邮件作者用动词的进行
时代替了将来时。

从邮件行文来看，作者多次熟练
运用比喻手法，并自创一些用法，暗示
作者以英语为母语。“非英语母语者很
难自创这些比喻，”哈达克说。

张 旌（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专家破译“砍头威胁信”
作者是英国人，可能来自工人阶层

在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所发布处决
美国记者詹姆斯·福利的视频中，带有英
国口音的行刑者在英国引发震动。英国
媒体报道，英国情报部门正在试图确认这
名疑似英国籍武装人员的真实身份，英国
特种部队已经进入伊拉克展开搜寻。

一些未经证实的媒体报道提到3名
嫌疑人，分别是一名说唱歌手、一名电脑
黑客和一名旅游指南写手。3人的年龄
均为20来岁，据信定居在“伊斯兰国”控
制的叙利亚城市拉卡。

英国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他们正
在英格兰地区寻找一些涉嫌与叙利亚极
端武装人员有联系的个人，他们可能掌
握相关信息。

发现疑似目标

美国和英国情报机构眼下正在对比一
些极端组织发布在互联网上的视频，试图
找到更多线索。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安
全人员正在调查一段今年5月发布的视
频。视频中，两名疑似来自英国的武装人
员处决了一名叙利亚政府军士兵，其中一
名武装人员与处决福利的刽子手相似。

这两人均穿着类似的黑袍和头套，
身高和体型相近。一个更为明显的特征
是，两人看上去都是左撇子。另外，按
《每日电讯报》的说法，两人均以“恐吓”
的方式说话。

出动特种部队

英国《星期日邮报》报道，英国特
种空降部队和特种侦察团成员已经进
入伊拉克，试图找到处决福利的武装人
员。其中，特种空降部队士兵分为多个
小组，与伊拉克北部的政府军和库尔德
武装协同行动。

“借助截取无线电信息在战场上确
认英国籍武装人员身份是可能的，”特种
空降部队一名消息人士说，“当他们被伊
拉克人或库尔德人抓获，我们会密切关
注对他们的讯问。”

林昊（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英锁定处决美国记者凶手

数千名美国民众23日在纽约斯塔
滕岛举行游行集会，抗议白人警察上
月暴力执法致死非洲裔美国人埃里
克·加纳。

集会参加者首先聚集在加纳被警
方逮捕的地点。不少人在这里摆放了
鲜花、标语和蜡烛，以示悼念。人群随
后开始行进，有人高喊“没有正义，就
没有和平”的口号，不少人手持标语，
上面写有“手举起来，不要开枪”、以
及加纳死前所说最后一句话“我没法
呼吸”。

上月17日，警方怀疑43岁的埃里
克·加纳非法销售香烟，试图逮捕他时使
用了“锁喉”动作把他制服。加纳随后失
去知觉，送往医院后被宣布死于心脏病
发作。

2500人参加游行集会

警方估计，大约2500人参加了23
日的游行集会，期间没有发生暴力事
件。

参加集会的黛安娜·史密斯－贝克
说，美国不同种族和拥有不同宗教信仰
的人们应该注意“警方不公平对待非洲
裔和西班牙裔”的情况。

集会组织者阿尔·沙普顿发表讲话
时说，大部分警察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我们今天在这里是为了对付那些烂苹
果”。沙普顿说，加纳之死以及18岁非
洲裔青年迈克尔·布朗本月9日在密苏
里州圣路易斯市弗格森地区遭白人警察
枪杀，或许将让美国警察执法由此作出
改变。

奥巴马派员出席布朗葬礼

种族问题是美国社会顽疾。警察
对部分人群实施选择性暴力执法的现
象由来已久，曾多次发生白人警察杀
死没有携带武器的非洲裔美国人的事
件。布朗之死使当地民众积聚已久的
不满集中爆发，一度引发持续多日的大
规模示威。

布朗的葬礼定于25日举行。白宫
宣布，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已经决定派出
官员出席。

连日的示威和骚乱后，弗格森地区最
近几晚的局势相对平静。但法新社报道，
集会仍在进行，且明显分为两派。一些人
要求为布朗之死伸张正义、惩罚开枪警
察，另一些人则向开枪警察表达支持。

中年妇女桑德拉·菲弗过去几天参
加了抗议活动。她说，许多示威者认为
非洲裔美国人受到了不公平对待。

“如果我大声播放自己喜欢的音乐，
与一群非洲裔美国人烧烤，他们会要求
我们停下来，”菲弗说，“为什么？我们做
的事情与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吗？”

林昊（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纽约集会抗议警察暴力执法
弗格森集会继续

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最近两周
理应挺忙。国内，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
弗格森地区一名非洲裔居民被白人警
察枪杀，引发大规模抗议和连日示威，
州政府不得不出动国民警卫队维持秩
序；国外，随着美国在伊拉克实施空袭，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多次发出威胁，处
决了被绑架的美国记者詹姆斯·福利。

然而，过去的十几天，这些事情似乎
未能干扰奥巴马在马萨诸塞州马撒葡萄
园岛休假、享受高尔夫球的乐趣。自开始
休假以来，奥巴马已经打了至少8轮高尔
夫球。20日，在发表声明谴责“伊斯兰国”
处决福利后，他直接拿起球杆走上球场。

身处白宫的时候，奥巴马多数周末
都会去打球。

按美联社的说法，在不少人、尤其
是不满奥巴马国家安全政策者看来，这
名美国总统在军队空袭伊拉克时悠闲
打高尔夫球的情景极为碍眼。

“每一天，我们能看到新的证据，证
明他倾向于待在高尔夫球场上，而不是

处理正在中东地区快速发展的危机，”
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近日在接受福
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说。

切尼用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与奥
巴马进行对比。福利被处决后，卡梅伦
临时中断休假返回伦敦，召集会议讨论
如何应对“伊斯兰国”的威胁，原因是处
决福利的武装人员带有英国口音。

面对外界批评，白宫官员们坚称，
奥巴马在外时会有一个“迷你白宫”随
行，他可以在任何地点工作。“仅仅因为
总统在一个不同的地点并不意味着他
没有工作，”白宫发言人埃里克·舒尔茨
说，“他忙于处理国内和国际议题。”

美联社说，白宫不时允许记者拍摄
奥巴马打高尔夫球的照片，可能是引发
外界负面反应的原因之一。最近，白宫
方面发布一些奥巴马休假期间的“工作
照”，包括他听取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
理苏珊·赖斯以及司法部长埃里克·霍
尔德汇报，以及与其他国家领导人通话
等。 林昊（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国内：警察枪杀非洲裔居民引发骚乱
国外：“伊斯兰国”残忍杀害美国记者

奥巴马仍休假打球惹争议

8月23日，示威者手举标语在美国纽约市斯塔滕岛参加示威游行。 新华社记者 王雷 摄

奥巴马在马萨诸塞州Oak Bluffs
的名为农场颈部高尔夫俱乐部挥杆。

塞拉利昂前不久宣布国家进入紧急
状态并启动了全国疫情响应机制。截至
8月中旬，塞拉利昂共出现埃博拉确诊、
疑似和可能感染病例810例，其中死亡
348人。图为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的贫
民窟。 新华社记者 孟晨光 摄

塞拉利昂疫情依旧严峻

塞拉利昂司法部长弗兰克·卡尔
博23日说，塞拉利昂议会通过公共卫
生修正法案，将藏匿埃博拉出血热患
者定为犯罪行为，违法者将面临至少
两年监禁。

为防止埃博拉疫情蔓延，塞拉利
昂议会22日举行紧急会议，以压倒性
多数通过2014年公共卫生修正法案。

“考虑到1960年公共卫生法案起
草并最终成为法律时，埃博拉出血热这
种疾病还不存在，”卡尔博说，“（因此）
这个时候有必要通过这份修正案。”

疑似病例再现

英国卫生部23日证实，一名生活
在塞拉利昂的英国人埃博拉病毒检测
结果呈阳性。英方没有公开这名患者
的姓名，只说正在为其提供领事协助。

英国卫生防护局专家约翰·沃森
说，医学专家正在评估塞拉利昂的疫
情状况，以确保这名英国患者获得恰
当治疗。或许是为消除民众的紧张情
绪，沃森补充说，英国居民感染埃博拉
病毒的风险“仍旧非常低”。

“我们有强健、完善且经得起测试
的国家医疗服务系统，”他说，“在大批
专家支持下，这一系统能够在不同寻
常的传染病出现时加以有效应对。”

位于南美洲的玻利维亚23日同样
传出坏消息。法新社援引东部城市圣
克鲁斯卫生部门主管罗伯托·托雷斯的
话报道，当地一家私立医院收治的一名
患者出现类似埃博拉出血热症状。

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当地一家医
院23日宣布暂时隔离一名近期从几
内亚返回的发热患者，等待其埃博拉
病毒血液检测结果。不过，按当地公
共卫生部门的说法，这名患者感染埃
博拉病毒的可能性不大。

闫洁（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议会通过公共卫生修正法案

塞将藏匿埃博拉
患者定罪入刑

埃博拉疫情

8月24日，在亚丁湾海域，两栖登陆舰长白
山舰为商船护航。

当地时间8月24日上午9时，中国海军第18
批护航编队开始在亚丁湾海域独立执行首次护航
任务。此次护航是中国海军执行的第751批护航
任务，也是第十八批护航编队首次独立执行护航
任务。 新华社记者 张月琳 摄

我海军18批护航编队
开始独立护航

新华社东京8月24日电（记者刘秀玲 冯武
勇）日本陆上自卫队24日在富士山脚下的东富士
演习场公开举行国内最大规模的实弹射击训练
——富士综合火力演习。这是7月份日本政府通
过解禁集体自卫权内阁决议以来，陆上自卫队首
次举行大规模公开训练。

当天上午，约2300名自卫队员、80辆装甲战
车、60门各类火炮、20架战斗机以及600辆其他
军用车辆参与了演练。99式155毫米自行榴弹
炮、P－3C反潜机、10式战车等武器均在其列。
当天演练共使用实弹约44吨，造价约3.5亿日元。

由于这是陆上自卫队在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
以后进行的首次大规模公开演练，吸引了包括日
本国内外众多媒体记者以及民众在内的约2.9万
人到场观看。

解禁集体自卫权后

日本陆上自卫队举行
首次大规模公开演习

据新华社雷克雅未克8月23日电（记者黄晓
南 谢彬彬）冰岛气象办公室23日说，冰岛东南
部近日一直不稳定的巴达本加火山附近冰盖底下
已开始有小规模的岩浆喷发，因此将火山航空预
警提升至最高级别的红色。

冰岛气象办公室说，岩浆喷发发生在巴达本
加火山附近的丁约冰盖底下，无法从表面看见。
此外，气象办公室当地时间14时左右在该区域测
到一次震级为4.5级的地震。因此，气象办公室
将火山航空预警从橙色提升至最高级别的红色，
并在丁约冰盖下岩浆喷发区附近设立一个大范围
的禁飞区。

冰岛发出最高级别
火山航空预警

马来西亚民航局24日说，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一架航班23日从吉隆坡机场起飞后不久被迫折
返，原因是舱内压力难以维持在正常水平。返航
后，乘客被转移到另外一架飞机。马来西亚民航
局局长爱兹哈尔丁·阿卜杜勒·拉赫曼说，这架客
机舱压不能维持在让乘客感觉舒适的水平，但这
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新华社微特稿）

因舱压故障

马航一架航班返航

据新华社贝鲁特8月24日电（记者刘顺）据黎
巴嫩媒体24日报道，两枚火箭弹23日夜间从黎巴
嫩南部射向以色列北部，黎以边界局势顿时紧张。

报道说，一伙不明身份的人员从黎南部靠近以色
列边界地区向以北部发射两枚火箭弹，黎巴嫩军队迅
速包围了火箭弹发射地点，目前已找到火箭弹发射架。

火箭弹袭击发生后，黎以边界局势骤然紧张，
以军装甲巡逻车加强了边界沿线的巡逻，武装直
升机在边境地区上空盘旋。以方还通过联合国驻
黎巴嫩南部临时部队（联黎部队）向黎方发出警
告，要求黎方对火箭弹袭击事件负责。

以色列北部遭袭

黎以边界局势紧张

据新华社圣地亚哥8月23日电（记者冷彤
李丹）智利中部地区23日下午发生6.2级地震，5
个大区受到不同程度的波及。目前尚未有人员伤
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

智利大学地震服务局发布消息说，地震发生
在当地时间18时32分23秒（北京时间24日6时
32分23秒），震中位于距离首都圣地亚哥市100
公里的第五大区瓦尔帕莱索区北部37公里处，震
源深度为41.7公里。

智利发生6.2级地震

新华社旧金山8月24日电（记者马丹）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北部旧金山湾区24日凌晨发生6.0
级地震。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报告。

据美国地质勘探局发布的信息，此次地震发
生在当地时间24日凌晨3时20分，震中位于小镇

“美国峡谷”西北约6公里、旧金山市以北约64公
里处，震源深度为10.8公里。

美加州发生6.0级地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