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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6日电 中国海军
临沂舰搭载24名中国公民于北京时
间4月6日18时10分驶离也门荷台
达港前往吉布提。此前，中国驻也门
大使馆组织这些中国公民驱车5个多
小时从也门首都萨那赶到荷台达港。
中国驻也门大使馆留守组全体人员一
同乘舰撤离。

应斯里兰卡政府请求，临沂舰同
时搭载45名斯里兰卡公民撤离。

同时，中国海军微山湖舰正在协
助索科特拉岛上的9名中国公民和1
名日本公民撤离，预计今天离开。

此前，8名中国公民在巴基斯坦
方面协助下乘巴方船只离开也门。

至此，自愿撤离也门的613名中
国公民在中国政府的组织和协助下已
全部得到妥善安排。在近日也门撤离
行动中，中国政府共协助来自15个国
家的共279名外国公民安全撤离。

鉴于当前也门安全形势恶化，中国
驻也门大使馆、驻亚丁总领馆暂时关闭。

我撤离最后一批在也门中国公民
中国驻也门大使馆、驻亚丁总领馆暂时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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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迈勒·拉巴尼本想带着怀孕的妻
子和两岁半的女儿离开战火纷飞的也
门，回到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海沃德
市的家中。只是，这名加油站老板找不
到离开也门的航班，无力撤离。上月
31日晚，一枚迫击炮弹飞来，45岁的拉
巴尼当场身亡。

拉巴尼据信是首名死于也门冲突
的美国公民。一些民间团体批评美国
政府没有向被困在也门的同胞提供足
够帮助。一名身在亚丁的纽约人说：

“连索马里都撤侨了！”

想回，回不去

拉巴尼今年2月抵达也门南部城

市亚丁，正赶上也门国内的暴力冲突迅
速升级。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5日
援引他的亲戚穆罕默德·阿拉扎尼的
话报道，几周后，拉巴尼发现情况开
始变糟，而且，美国驻也门大使馆关
闭了。

阿拉扎尼说，拉巴尼告诉其他家
人，他担心，随着也门局势恶化，他们可
能无法撤离。就在拉巴尼丧生两天前，
他告诉家人，最后的选择是设法穿越也
门与阿曼的边界，然后坐飞机去埃及。
但是，他始终没能成功。

“机场关闭了，情况越来越糟，”阿
拉扎尼接受CNN电话采访时说，“人
们希望情况能变好，但是情况只是越

来越糟。”
亚丁高级官员纳伊夫·巴克里

说，过去11天，亚丁有200多人死于
战火。

拉巴尼的家人说，3月31日晚，拉
巴尼从清真寺祈祷回来的途中，一枚迫
击炮弹落在街上，他的背部被弹片击
中，几分钟后死亡。

“真的很失望”

美国伊斯兰关系委员会说，一些也
门裔美国人受困于冲突，却没有得到美
国政府的足够帮助。这一团体的发言
人扎赫拉·比洛告诉CNN记者，美国伊
斯兰关系委员会正帮助拉巴尼的家人

和其他也门裔美国人家庭。
“俄罗斯、中国、埃塞俄比亚、印度

……所有其他国家都在撤离他们的公
民，”比洛说，“所以，说什么美国不可能
撤离本国公民，让人难以理解。”

现年20岁的萨默·纳赛尔同样难
以理解。由于家族成员多住在也门，这
名土生土长的纽约人每年要去也门好
几次。她同样于2月抵达也门，随后发
现回不去了。

“就目前这种情况来说，我们并不
觉得自己是美国人有多了不起，”美国
国际公众电台3月30日援引纳赛尔的
话报道，“我从没想过自己会说这种
话，但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早晨还能
不能醒来。这里的安全局势就是这么
紧张。”

纳赛尔估计，在亚丁有数以百计像
她这样的也门裔美国人。看到其他国
家纷纷撤侨，而美国不打算撤侨，纳赛
尔说：“我们对此真的很失望，因为就连
索马里……也撤离了他们的国民。”

胡若愚（新华社特稿）

无力撤离

美国公民客死也门也门胡塞武装一名高级成员5日
说，如果由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国际联
合阵线停止空袭，那么这一武装组织
愿意举行和平对话，且可由任何“不带
侵略性”的组织监督。也门军方消息
人士说，空袭当天继续，打击也门西部
和南部两座战略港口城镇。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言人说，打击
胡塞武装的国际联合阵线当天准许红
十字会向也门境内运送紧急医疗用品
和救援人员。援助人员和物资预计6日
抵达也门。

胡塞武装去年9月控制也门首都
萨那，今年1月软禁哈迪。次月，哈迪
逃往亚丁并恢复行使总统职权。3
月，胡塞武装大举进攻亚丁，哈迪随后
逃往沙特。应哈迪请求，沙特等多个
国家同月26日发动针对胡塞武装的
空袭行动。 石中玉（新华社特稿）

胡塞武装愿意对话
红十字会获准救援

TomTom评出的全球最拥堵城市
前3名：伊斯坦布尔（土耳其）、墨西哥
城（墨西哥）、里约热内卢（巴西）。

“首都首都，天天都堵。一天不堵，不
叫首堵”。这一句耳熟能详的民谣直观地
体现了首都人民上下班的艰难困苦。但
实际上，北京并不是全球最拥堵的城市。

4 月 5 日，荷兰交通导航服务商
TomTom发布了全球拥堵城市排名，北
京仅名列第15名。考虑到并列排名的
情况，全球有18个国家的交通状况比北
京更堪忧。然而，随着中国人均汽车保
有量的持续增加，中国的城市可以算是
这一名单中的大户，全球最拥堵100个
城市中，中国大陆有21个城市上榜。

作为全球著名的导航服务商之一，
TomTom每年都会依据其GPS模块上
传的数据对全球主要城市的道路拥堵情
况进行排名。今年的榜单基于全球36
个国家218个城市的测量得出。这份报
告称，全球拥堵情况最严重的时段出现
在晚高峰。相比不拥堵的情况，车主平
均要花费双倍的时间在晚高峰通勤。同
时，每周一的早高峰和每周五的晚高峰
也是全球道路交通最严重的时段。

报告称，在2014年一整年，所有车
主耗在晚高峰堵车路上的时间超过
100个小时。

这一报告依据车主因交通拥堵多
花时间的百分比来获得各大城市的交
通拥堵指数，然后做出排名。今年，全

球最拥堵城市是土耳其的伊斯坦布
尔。根据报告，伊斯坦布尔的拥堵指数
高达58%，这也意味着在拥堵时间，车
主平均要比正常行驶多花去58%的时
间，而在高峰时间则平均要花去超过一
倍的时间，全年伊斯坦布尔民众会浪费
125个小时在堵车中。

北京的堵车指数为37%。但值得
注意的是，前三十城市中，仅有北京、上
海、莫斯科和伊斯坦布尔，高速公路（包
括快速路）的拥堵状况比普通公路更加
严重。如果将高速公路的拥堵状况做
一个排名，北京拥堵率全球第六，紧接
着是上海全球第七。

根据这份报告，中国大陆拥堵情况
最严重的城市是重庆。这个上世纪90
年代以来快速扩张的城市人口已经翻
了三倍。多条河流穿过以及多山地貌
导致重庆道路狭窄、桥梁众多。重庆的
平均拥堵指数为 38%，全球排名第
12。而早高峰的拥堵指数高达82%，全
球排名第二。

同时，全球拥堵前三十名的城市
中，中国大陆有十个城市上榜，台北排
名第11名。 （来源：新华网）

1 伊斯坦布尔（土耳其）

2 墨西哥城（墨西哥）

3 里约热内卢（巴西）

4 莫斯科（俄罗斯）

5 萨尔瓦多（巴西）

6 累西腓（巴西）

7 圣彼得堡（俄罗斯）

7 巴勒莫（意大利）

8 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

9 华沙（波兰）

10 洛杉矶（美国）

11 台北（中国台湾）

12 重庆（中国大陆）

13 罗马（意大利）

14 天津（中国大陆）

15 北京（中国大陆）

全球最拥堵城市前三十名

澳大利亚一名政客抛家舍业，宣
称奔赴中东地区与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作战，5日安全返回澳大利亚。

然而，这名男子擅自赴他国参战，
涉嫌触犯澳大利亚法律，回国后可能
面临牢狱之灾。

马修·加德纳现年43岁，是澳大利
亚反对党工党在北部地方（又称“北领
地区”）的负责人，同时也是澳大利亚

“联合之声”工会在这一地区的秘书。
今年1月，澳大利亚媒体确认加德

纳已经辞去工会秘书，擅自出国赴中东
地区参与打击“伊斯兰国”。暂不清楚
他何时离开澳大利亚，但多名同僚表示
已经有一段时日无法与他取得联系。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加德纳
本月5日返回澳大利亚，经瑞典、新加
坡从澳北部城市达尔文入境，但在达
尔文海关被执法人员拦了下来。

警方随后确认，一名男子从海外
飞抵达尔文后被多名警官拦住盘问，
随后获释。警方拒绝提及这名男子的

姓名。按照一名警方发言人的说法，
“鉴于这名男子的海外活动仍在接受
调查，眼下不宜过多透露案情”。

加德纳擅自赴海外作战的行为，
在澳大利亚国内激起不同反应。一些
人虽然支持澳大利亚加入美国主导的
打击“伊斯兰国”行动，但反对普通民
众擅自出国参战。

工党领袖比尔·肖滕1月曾说，加
德纳“犯了个错误”。工党撤销了加德纳
的地区负责人职务，并暂停他的党籍。

根据澳大利亚法律，民众不得擅自
赴伊拉克、叙利亚等地作战。值得注意
的是，无论他们是加入“伊斯兰国”阵营，
还是加入库尔德民兵武装或其他组织以
打击“伊斯兰国”，都属于触犯澳大利亚
法律，因此回国后都可能面临监禁。

澳大利亚外交部在一份赴伊拉克旅
行警告里说：“澳大利亚民众如果赴其他
国家作战，将面临澳大利亚法律的制裁。”

据了解，加德纳已婚，有3个孩子。
杨舒怡（据新华社特稿）

擅赴中东对抗IS

澳大利亚一政客或入狱

肯尼亚内政部5日宣布证实，实施东
北部加里萨市莫伊大学恐怖袭击的4名
武装人员中，有一人是来自肯尼亚首都内
罗毕大学的法学专业毕业生。

这4名武装人员 2日进入莫伊大
学，疯狂射杀学生，造成148人死亡、上
百人受伤。警方在营救过程中将他们全
部击毙。

肯内政部发言人姆温达·恩乔卡说，
根据最新调查进展，其中一名袭击者名
叫阿布迪拉希姆·阿卜杜拉希，肯尼亚索
马里族人，2013年毕业于内罗毕大学法
学专业，成绩优异，被熟悉他的人称为

“一名有才华的准律师”。
恩乔卡说，阿卜杜拉希的父亲是东北

部边境曼德拉县一名官员，先前已经“向
当局报告，称自己的儿子失踪，怀疑已经
前往索马里”。在大学恐怖袭击发生前，
这名父亲一直在协助警方追踪他的孩子。

对此，恩乔卡说，如果有父母得知自
己的孩子失踪，或者有受极端主义思想
影响的趋势，应主动报告当局。

加里萨市一名官员告诉路透社记者，
当地政府先前已经知道阿卜杜拉希在大
学毕业后加入了索马里宗教极端组织“青
年党”，“他是个非常聪明的学生，但那时
候产生了这些疯狂的想法”。

徐超（新华社特稿）

本国优等生
制造肯尼亚血案

据新华社达卡4月5日电（记者刘春涛）孟加
拉国4日晚突遭暴雨袭击，由此引发的灾害已导致
3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孟加拉国西北部灾情严重，暴雨导致大量房
屋倒塌。当地官员5日对记者说，首都达卡西北
228公里的博格拉县已有17人死亡、85人受伤。
此外，在瑙冈县、诺多尔县、巴布纳县等地，已有
13人死亡。

孟加拉国暴雨成灾
30人死亡

据新华社雅典4月5日专电（记者陈占杰 刘
咏秋）希腊5日首次庆祝“国际枕头大战日”。数千名
希腊人在首都雅典和北部城市塞萨洛尼基参与这一
活动，并希望通过这一活动来反对家庭暴力。

枕头大战分别在两个城市的中心地带举行。组
织者卡特里娜·凯哈亚在雅典表示，枕头大战也有规
则，一是只能使用羽毛枕头，二是在枕头大战中不能
打别人的脸。

今年希腊枕头大战的口号是“用枕头打仗，请
停止打架”，以此来表达对希腊援助受虐妇女和儿
童协会的支持。活动内容还包括募捐药品和服装，
募捐所得将在下周末的东正教复活节前转交给该
协会。

当天雅典的天气有点阴，但不少市民还是带着
大包小包的枕头来参战。开战的哨声一响，他们立
刻把自己的“武器”拿出来朝其他参战者挥舞，直到
把“弹药”用尽。

据悉，“国际枕头大战日”2008年起源于美国，
现在全球每年有100多个城市参加活动，这一活动
总的宗旨是，通过组织免费和有趣的活动，鼓励人们
走到户外，更好地利用城市的公共空间。

反对家庭暴力

希腊人参与“枕头大战”

尼加拉瓜111岁老人庆生
4月5日，在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埃克托尔·

盖坦在家中庆祝自己111岁生日。
埃克托尔·盖坦出生于1904年，经历过尼加拉

瓜国内各种变迁。他一生中从事过多种职业，包括
电报员、矿工、参加过游击队还当过艺术家和铁路
工人。 新华社/路透

据新华社东京4月6日电（记者冯武勇 刘秀
玲）日本文部科学省6日公布了明年将采用的初中
教科书审定结果。在出版社出于日本政府压力或自
主审查后，部分教科书在历史认识问题的描述上再
现倒退。

就“南京事件”（即南京大屠杀），一些教科书修
改了表述方式。例如，把现行版本中日军“杀害了众
多俘虏和居民”修改为“波及俘虏和居民，出现了众
多死伤者”；另有教科书删除了“日军的暴行遭到谴
责”这样的表述。

在涉及日本吞并韩国期间实施的土地调查一
事，有现行教科书指出，这是日本“打着近代化（韩
国）的名义”所实施，但文部科学省在审定中提出异
议，最终出版社修改为“以近代化为目的”。在二战
末期的冲绳战役中，大批冲绳民众在日军逼迫下集
体自杀，但审定合格的一些教科书中，将原先“被逼
迫自杀”的措辞改成了“陷入自杀绝境”，淡化了日军
的责任。

日本文部科学省2014年1月修改了教科书审
定标准，要求教育界在没有定论的历史、领土问题上
适度体现政府官方主张。这次审定中，文部科学省
共提出了6点意见，其中4点是要求相关教科书中
加入有关日本战后赔偿的政府立场等。此外，在与
日本相关的领土争议问题上，地理、历史、公民三种
教材18本教科书中，均提及日本政府的立场和主
张，且大多沿用了“固有领土”的日本官方说法。

日本新审定
初中教科书再现倒退

16 伦敦（英国）

17 广州（中国大陆）

18 马赛（法国）

19 成都（中国大陆）

20 温哥华（加拿大）

21 悉尼（澳大利亚）

22 巴黎（法国）

23 福塔雷萨（巴西）

24 上海（中国大陆）

25 石家庄（中国大陆）

26 旧金山（美国）

27 雅典（希腊）

28 福州（中国大陆）

29 沈阳（中国大陆）

30 杭州（中国大陆）

制图/许丽

4月6日，在也门南部最大城市亚丁，一名“南方运动”武装人员运送坦克炮
弹。

联合国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两周以来，也门冲突共造成至少500人死亡，
近1700人受伤。 新华社/法新

也门激战

两周500人死亡 1700人受伤

据新华社大马士革 4月 6日电
（记者刘阳）据叙利亚媒体报道，“基
地”组织分支“支持阵线”6日在叙北
部劫持约300名库尔德平民。

报道说，“支持阵线”组织在叙北
部伊德利卜省的代纳镇附近劫持了这
些平民，其中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

据报道，这些平民当天乘坐5辆
大巴车从阿勒颇省的埃夫林镇前往阿
勒颇市和首都大马士革，但在经过“支
持阵线”占据的伊德利卜省时被该组
织武装人员劫持。目前“支持阵线”已
将这些平民带往当地的宗教法院。

埃夫林镇位于阿勒颇省西北，是
叙利亚库尔德人的聚居区。在“支持
阵线”近日攻占阿勒颇市西南的伊德
利卜市之后，多次发生针对库尔德人
的袭击和劫持事件。

“支持阵线”是“基地”组织在叙利
亚的分支，长期活跃在叙利亚战场上，
具备较强军事能力。

“基地”组织分支
在叙劫持
约300名平民

据新华社塔什干4月6日电（记者沙达提）乌
兹别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阿卜杜萨洛莫夫6
日宣布，现任总统卡里莫夫在3月29日举行的总统
选举中以超过90％的得票率胜出，再次当选乌兹别
克斯坦总统。

阿卜杜萨洛莫夫当天在塔什干举行的新闻发布
会上说，对全部选票进行的最终统计结果显示，现任
总统、议会第一大党自由民主党候选人卡里莫夫获得
超过1700万张选票，得票率为90.39％；“民族复兴”
民主党候选人赛义多夫得票率为3.08％；人民民主党
候选人克特莫诺夫得票率为2.92％。

卡里莫夫1938年1月生于乌兹别克斯坦撒马
尔罕市，经济学博士。1991年12月，卡里莫夫当选
独立后的乌兹别克斯坦首任总统。1995年3月，乌
全民公决决定延长他的任期至2000年。2000年1
月，他以超过91％的得票率再次当选总统。2002
年1月，乌全民公决决定将总统任期由5年延长为7
年。2007年12月，卡里莫夫以88％的高票再次当
选总统。

卡里莫夫再次当选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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