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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支持
者的黑客12日侵入美军中央司令部
在微博客网站“推特”和视频分享网
站YouTube的账户，并且发布一些
资料信息。

美国军方说，这起事件纯属“恶
作剧”，黑客没能侵入军用网络服务
器，没有保密信息失窃。

“美国大兵，小心点”

黑客侵入美军中央司令部的“推
特”账户后，把账户名称改为“网络哈
里发”，发布支持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和威胁美军的微博。

其中一条微博写道：“（我们）已
经在这儿，在你们的电脑里，在每一
座军事基地里。”另一条为：“美军大
兵们，我们来了，你们小心点。”

黑客发布了一些信息和文件。

美联社报道，一些信息看似为美军人
员的姓名、电话号码和私人电子邮件信
箱；多数信息标注为“仅供公务使用”。
但是，这些信息看起来都不属于保密或
敏感内容。路透社报道，这些信息似乎
对美国国家安全不构成威胁，其中一些
文件在网上搜索即可获得。

黑客还用中央司令部的You-
Tube账户上传了“伊斯兰国”武装人
员发动袭击和制造爆炸的视频。

美国联邦调查局已经开始调查
这起黑客入侵事件，肇事者疑似与去
年12月一些美国媒体网站被黑事件
有关联。

美军用网络没有被突破

中央司令部设在美国佛罗里达
州坦帕市，负责指挥美军在中东地区
的行动。

美国军方表示，虽然个人信息“可
能”会泄露，但是军用网络没有被黑客
突破，保密信息没有失窃。军方将采
取措施，“确保尽快通知任何可能（因
这次黑客入侵）受影响的个人”。

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说：“初步
评估结果显示，帖子里没有保密信
息。帖子里发布的信息都不出自中
央司令部的服务器或者社交网站。”

五角大楼发言人史蒂文·沃伦表
示，这起事件“不过是一起恶作剧，造
成不便、让人不快，仅此而已，对我们
的行动没有任何形式的损害”。

一些美国官员称，黑客似乎在一
些公共网站抓图后转帖到中央司令
部“推特”账户中，从而让这些信息看
似保密信息。按照一名美国资深前
情报官员的说法，入侵“推特”账户

“就如同往地铁车厢上乱涂乱画”。
惠晓霜（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美军中央司令部
官微被“黑”

黑客发布支持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和威胁美军的微博

法国首都巴黎11日举行反恐大
游行，吸引100多万人参加，包括40
多名外国政要和国际组织高官。作为
法国的主要盟友，美国只派出驻法大
使参加，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等高级官
员缺席，在美国国内招致指责、尤其是
共和党的批评。

被批“缺领导力”

《纽约每日新闻》12日以游行人
群照片为封面，图片中插入总统奥巴
马、副总统约瑟夫·拜登、国务卿约
翰·克里和司法部长埃里克·霍尔德
等人的头像，配以文字：你们让世界
失望。

《时代》杂志网站刊载共和党籍
国会参议员特德·克鲁兹撰写的评
论文章，批评美国高官缺席巴黎大
游行是“美国欠缺在世界舞台的领
导力”的“危险标志”。文章说：“我
们的总统本应在那儿（参加游行），
因为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支持盟
友。”

克里辩解：“吹毛求疵”

白宫发言人乔希·欧内斯特12日承
认，美国“本该派出更高级别的代表”。

他辩解，美国总统和副总统出行
安保措施繁杂，出访海外通常需要提
前数月准备，短时间内难以成行。

共和党参议员马尔科·鲁比奥对
此不以为然。他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
司《今晨》节目专访时说，美国“有大把
可以派出的人”，“霍尔德正在巴黎，克
里本来也可以赶过去”。

白宫和美国司法部都没有正面回
答为何霍尔德身在巴黎却没有参加游
行。司法部发言人布莱恩·法伦说，霍
尔德此行一直与法方官员在一起，已
经承诺“为法国当局（就恐怖袭击）开
展调查提供持续协助”。

针对批评，克里发声辩解：“我们
从一开始就（向法国）提供情报、司法
力量和所有努力。我实在觉得（那些
批评）有点吹毛求疵。”

郜婕（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缺席巴黎游行
美政要挨批

法国政府12日宣布，将在全国范围
增加部署总计近1.5万名军警，强化安
保水平，应对仍处于高危态势的恐怖主
义威胁。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称，巴黎
恐怖袭击嫌疑人“很可能”有同谋，当局
的搜捕行动“将继续”。

法国国防部长让－伊夫·勒德里昂
当天在一次内阁紧急安全会议后宣布，
当局决定自当地时间13日晚起在全国
各“敏感”地点部署1万名军人，加强这
些地点的安保。

按照勒德里昂的说法，这是法国首
次在本国的行动中部署如此规模的军事

人员，“几乎相当于我们参与海外军事行
动的人员数量”。

与此同时，法国内政部将在全国
717所犹太学校附近部署4700名警察。

法国总理瓦尔斯在这次安全会议前
透露，袭击犹太食品杂货店的嫌疑人库
利巴利作案很可能得到同谋的“帮助”。

“我不想多说，有关这些袭击的调查
仍在继续，”瓦尔斯接受法国电台采访时
说，“我们认为很可能存在同谋……搜捕
行动将继续。”

目前，法国的警戒级别仍维持在最
高级。 徐超（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法增派1.5万军警
应对威胁

美国首都华盛顿一个地铁站的隧
道内12日下午出现来源不明的浓烟，
导致一列受困列车内1名女乘客死亡、
2人重伤，另有 80多人被送往医院接
受治疗。

《华盛顿邮报》援引当地消防部门和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官员的话报道，事
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2日下午3时30分
左右，一列载着数十名乘客、开往弗吉
尼亚州方向的黄线地铁列车刚刚驶离
市中心地带的地铁儿童广场站，在开进
隧道大约250米后突然停了下来，车厢
内照明设备失灵，浓密的烟雾开始进入
车厢。

按照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的初步调
查，隧道内距离列车330米处发生了一
起“电路火花事故”，可能由为地铁提供
电力的线路发生短路引起，并产生浓烟，
但没有引起火灾。

乘客受困1小时

一些乘客说，列车停下后，浓烟迅速
充斥车厢，但消防部门人员在事故发生
大约1小时后才抵达事故现场，帮助疏散
乘客。这期间，不少人被浓烟呛晕，一度
产生恐慌情绪。

“列车停了下来，车内灯灭了，浓烟
出现了，”乘客贾森·希尔说，“（浓烟）扩
散很快，你看不清任何东西。到最后，我
们几乎无法呼吸。”黑暗中，一些乘客开
始尖叫，试图扒开车厢大门逃离，一些人
因吸入过量浓烟而晕倒。

“人们开始恐慌，”一名乘客说，“我
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没有一点说法。”

另一名乘客告诉《华盛顿邮报》，不
少人在浓烟中止不住地咳嗽、呼喊，他们
以为“自己会死去”。

当地消防部门官员尤金·琼斯解释，
消防人员没有立即进入隧道，缘于他们

“听到地铁站内有列车低速行进的声
音”，并不确定地铁线路是否已经停运。

等到消防队员得到确定消息再进入
隧道救援时，不少乘客已经开始恐慌。

列车长临场指挥

一些乘客回忆，在大家感到困惑乃
至绝望的时候，列车长对乘客进行安抚

和自救指导，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乘客焦
虑情绪。

一名 28岁乘客说，列车长告诉乘
客，尽量保持较低重心，以尽量避免吸入
浓烟，等待救援人员的到来。

另一名乘客说，一名年轻人当时在
车厢内突然抽搐起来，旁边的一位老人
可能因为长时间没有等待救援人员而一
边骂街一边砸门。列车长再次通过广播
告知乘客，没有发生火灾，只是车厢里进
入了浓烟。“这让大家稍微冷静了一点，”
这名乘客说，“但浓烟继续钻进来，列车
长告诉我们不要开门。这很关键，因为
更多浓烟会立刻充斥进来。”

乘客乔纳森·罗杰斯当时和这起事
故中唯一的遇难者坐在一起。他说，发
现这名女乘客不省人事后，周围乘客开
始对她进行心肺复苏术，“持续大约25
分钟”，但没能把她救回来。

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对事故展
开调查。

徐超（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华盛顿地铁突现浓烟1死2重伤

1月12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受浓烟影响的地铁乘客被消防人员疏散。
新华社/法新

国际刑警组织12日宣布，已经依据乌克兰当
局的相关指控，将乌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列入该组
织的全球通缉名单。乌克兰当局去年3月提出对
亚努科维奇的通缉请求，国际刑警组织一个特别
委员会近日就这一请求作出正式决定。

乌克兰官员称，遭国际刑警组织通缉后，亚
努科维奇一旦遭逮捕，有关国家的警方有义务将
他移交给乌方。乌克兰方面先前指控亚努科维
奇及其家属和亲信通过不法手段窃取国家财富，
积累巨额个人财富，但亚努科维奇本人一直坚决
否认这些腐败指控。去年2月，乌克兰政局骤
变，亚努科维奇被解职并进入俄罗斯，反对派全
面接管政权。

（新华社微特稿）

国际刑警组织通缉
乌前总统亚努科维奇

乌克兰一辆搭载平民的巴士13日在东部一
处政府军检查站遭火箭弹击中，造成至少10人死
亡、13人受伤。事发顿涅茨克市以南的沃尔诺瓦
哈镇附近，这辆巴士从海滨城镇马里乌波尔出发，
当时正要通过政府军设置的检查站。暂不清楚巴
士搭载多少乘客。

当地警方说，火箭弹显然是由乌克兰东部民
间武装发射，本是要袭击检查站。顿涅茨克州内
政部门官员维亚切斯拉夫·阿布罗斯金说，火箭弹
似乎是射偏了，“直接击中了这辆城际巴士……正
在展开调查。顿涅茨克和马里乌波尔之间的道路
已关闭”。乌克兰东部军事行动新闻中心在一份
声明中说，火箭弹似乎由“冰雹”多管火箭发射器
发射。俄塔社援引乌克兰民间武装方面的消息报
道，民间武装否认制造这一袭击，称乌克兰当局的
说法是“假信息”。

李良勇（新华社微特稿）

乌克兰巴士遭炸
至少10人死亡13人受伤

新华社雅加达1月13日电（记者周檬 郑世
波）印度尼西亚官员13日下午向新华社记者证
实，搜救人员当天上午已打捞起失事亚航客机的
第二个黑匣子——驾驶舱话音记录器。

位于庞卡兰布翁的搜救官员苏普利亚迪在电
话中对新华社记者说，印尼海军潜水员当地时间
上午8时从机翼残骸下打捞起驾驶舱话音记录
器，随后将其运送到印尼班达亚齐号军舰。印尼
国家交通安全委员会主席塔唐·库尔尼亚迪当天
下午乘直升机抵达班达亚齐号军舰，接收了驾驶
舱话音记录器。库尔尼亚迪说，驾驶舱话音记录
器将被送往首都雅加达进行分析。

亚航失事客机第二个
黑匣子已成功打捞

欧洲空中客车公司计划近期开始给旗下两种
客机安装可弹射、漂浮式黑匣子，从而一旦客机不
幸失事，搜救人员能尽快找到这种对分析原因至
关重要的设备。

多名航空业界人士12日告诉法新社记者，空
客公司去年年底获得欧洲航空安全局批准，“很快”
将在空客A350和A380型客机上安装可弹射型黑
匣子。欧洲航空安全局一名发言人证实，这家机构
正在修改必要的认证规定，以便空客安装新型黑匣
子。“修改过程通常迅速，”这名发言人说。

一名航空业界消息人士说，与现阶段使用的
黑匣子不同，空客打算安装的新型黑匣子每一个
都同时记录飞行数据和驾驶舱语音，其中一个可
弹射并配备气囊，从而在飞机坠海后漂浮在水面
上。由于A350和A380型客机通常用于飞越海
洋的航线，因而将首先配备新式黑匣子。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定于下月就是否推荐空运
商采用新型黑匣子表决。

不过，一些航空业人士认为，弹射型黑匣子可
能在客机飞行时意外弹出，从而威胁飞行安全。
另一家客机制造巨头、美国波音公司未决定采用
可弹射黑匣子。波音发言人说，作为被快速寻获
的方式，弹射式黑匣子“需要受到更多研究，尤其
是就减少意外后果而言”。

惠晓霜（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空客飞机拟装
弹射漂浮式黑匣子
波音不跟随，称需要更多研究

法国本月发生严重恐怖袭击后，
黑客又攻击数以百计法国网站，宣扬
宗教极端主义思想。

一些网站主页内容遭篡改，例如
黑色背景上出现“法国去死”、“沙尔
利去死”和宣扬极端思想的文字，落
款通常是“反对法国”。

法新社12日报道，恐怖袭击事
件以来，大量法国网站被“黑”。黑客

自称来自北非或西非国家毛里塔尼
亚，攻击的主要目标包括地方政府、
学校、教堂和商业网站。

一起案例中，用户登录法国西南
部洛特省政府网站后，直接被转至一
个播放原教旨主义演说的网站。一
个 自 称“ 法 拉 加 之 队 ”（Fallaga
Team）的突尼斯组织“认领”这起网
络攻击。法国北部卡昂市的卡昂纪

念馆网站主页也遭入侵。黑客留下
一段阿拉伯语和法语文字，宣扬宗教
极端思想。

法国网络安全专家热罗姆·比卢
瓦说，这次网络攻击的特点是势头
猛、范围广。网络黑客团体“快速组
成，迅速解散……如此短时间内，数
百家网站受影响，闻所未闻”。

一家网络安全企业的技术主管

蒂埃里·卡尔桑蒂说，这只是宗教极
端人员所发动网络战的“冰山一角”，
因为篡改网页是危险级别最低的攻
击，唯一后果是“宣扬一种意识形
态”。

卡尔桑蒂认为，从技术角度分
析，黑掉网站不是什么难事，“中枪”
网站要么防护措施不足，要么没有定
期更新，存在安全漏洞。

另一方面，《沙尔利周刊》遇袭
后，国际黑客组织“匿名者”呼吁为
杂志“复仇”，一些黑客“响应号
召”，宣称黑掉一些宣扬极端思想的
网站。

“匿名者”一个下属组织在社交
网站推特向极端人员“宣战”，撂下狠
话：“等着我们的猛烈反击。”

韩梁（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沙尔利周刊》恐怖袭击事件尚未平息

法国再遭网络“圣战”
极端人员“黑”上百网站，黑色背景上出现“法国去死”、“沙尔利去死”和宣扬极端思想的文字

⬅ 这是《土耳其新闻报》1月12日
公布的现被法国警方通缉的阿雅·博姆
迪安本月2日抵达伊斯坦布尔萨比哈·
格克琴国际机场的监控视频截图。

土耳其安全机构证实，在巴黎打死
女警察和在犹太人杂货店劫持并杀害4

名人质的阿梅迪·库利巴利的女友阿雅·
博姆迪安本月2日抵达土耳其，在伊斯
坦布尔停留两天后，前往土耳其东南部
靠近叙利亚的边境城市桑利乌尔法，据
信现在叙利亚境内。

新华社/路透

法恐怖袭击女嫌疑人入境土耳其照片曝光

新华社乌兰巴托1月13日电（记者王宁）中
国驻蒙古国大使馆13日证实，2名中国公民11日
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遇害。

据大使馆介绍，11日晚，2名中国男性公民遭
遇入室抢劫并被杀害，目前4名犯罪嫌疑人已被
全部抓获。警方初步判定案件性质为图财害命。
受害人来自中国内蒙古自治区，多年往来蒙古国
做生意。

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已向蒙方提出严正交
涉，要求蒙方从速破案，依法严惩凶手，并且要求
蒙方采取有力措施，保护在蒙中资企业及机构和
中国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合法权益。

蒙方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公民遇害案，并将协
调相关部门，共同做好保护在蒙中资企业和中国
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方面的工作，对遇害人家属
来蒙处理善后事宜给予支持和协助。

两名中国公民
在蒙古国遇害
抢劫行凶的4名犯罪嫌疑人已被抓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