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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日，在耶路撒冷老城，以色列安全部
队和紧急救援人员在袭击现场工作。

耶路撒冷老城3日发生巴勒斯坦人持刀和枪
袭击以色列人事件，造成2名以色列人死亡、2人
受伤。 新华社/法新

10月4日，在法国戛纳，消防员在一辆陷入
淤泥的汽车旁工作。

法国总统府4日发表公报称，已有13人在3
日晚间法国东南部阿尔卑斯滨海省暴雨引发的水
灾中丧生。据法国媒体报道，3日晚间的暴雨使
得法国东南部从尼斯到戛纳沿海公路的交通中
断，3万多家庭断电，数人失踪。 新华社/路透

据新华社北京10月4日电 国际
医疗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位于阿富
汗北部城市昆都士的创伤中心3日凌
晨遭到疑似美军的空袭轰炸，目前已造
成19人死亡、37人受伤。美国总统奥
巴马对空袭惨案表示“深切哀悼”，并承
诺将展开彻底调查。

“无国界医生”3日发表声明说，当
地时间3日凌晨2时10分开始，该医疗
机构在连续轰炸中被多次击中，严重受
损。当时，医院内有大约105名病人及
护理人员，还有超过80名外籍和当地
的“无国界医生”工作人员。

“无国界医生”说，遇难者中包括3
名儿童以及12名工作人员，另有37人
受伤并有多人失踪。

该组织表示，空袭轰炸了医院的主
楼，里面有重症监护室和急诊室，而周围
的楼却没有遭到轰炸。工作人员在空袭
开始后分别致电北约在喀布尔和华盛顿
的军队官员，但轰炸仍然持续了近一个小
时。

在过去几个月，“无国界医生”曾多
次向阿富汗和美军方面说明医疗机构
所在位置，就是为了避免在双方交火中
遭到轰炸。

空袭事件发生后，奥巴马在白宫发

布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代表美国公民，
对‘无国界医生’遇袭惨案中死伤的医
务工作者及平民表示深切哀悼”。他
说，美国国防部已经对空袭展开调查，
并将在调查结果出炉后对事件进行最
终评判。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3日通过发
言人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这起空袭事
件，呼吁对袭击进行公正彻底调查。潘
基文在声明中说，“无国界医生”一直在
艰苦条件下使昆都士唯一一所医院运
转，国际人道主义法明确规定应保护医
院和医务人员。

北约驻阿富汗部队向媒体承认，美军
3日凌晨对昆都士个别目标进行了空中打
击，“可能已经”导致目标附近的医疗机构
受损，并表示“事故正在调查之中”。

昆都士警方发言人侯赛尼对记者
说，由于一群武装分子藏匿在这所医疗机
构内，安全部队对此进行了定点打击。

阿富汗总统办公室3日发表声明
说，北约驻阿富汗部队最高指挥官约
翰·坎贝尔当天致电阿总统加尼，就“无
国界医生”组织医疗机构被轰炸一事向
加尼进行了情况说明，并向事件受害者
表示“哀悼”。双方也表示将对此事件
展开“联合和彻底的”调查。

阿富汗一医院疑遭美军轰炸
已造成19人死亡、37人受伤 奥巴马承诺彻底调查

这是10月3日在阿富汗北部城市昆都士拍摄的受损起火的“无国界医生”创伤中心。
昆都士市是阿富汗第五大城市，位于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北约250公里处，今年以来一直是塔利班武装攻击的重点目标

之一。袭击发生不久前，塔利班于9月28日攻占昆都士市。10月1日，阿国家安全部队在美军战机的掩护下，重新夺回对昆
都士市的控制权。 新华社/法新

无国界医生组织3日说，“所有迹
象”显示，以美国为主的北约驻阿富汗
部队战机当天凌晨“精确轰炸”了这一
国际人道医疗援助机构位于阿富汗昆
都士市的一家医院。驻阿美军承认，美
军战机“可能造成了附带损害”。联合
国官员说，轰炸医院可能构成战争罪。

患者烧死在床上

无国界医生组织说，医院患者和医
护人员将近190人。医院当天凌晨遭
轰炸，持续大约1小时。

医院严重损毁，12名医护人员和
至少7名患者遇难，包括3名儿童。37
人在轰炸中受伤，包括19名医护人员。

无国界医生组织阿富汗北部地区
项目主管希曼·纳加拉夫南说：“炸弹击

中（医院），我们听见飞机盘旋的声音。
轰炸短暂停息后，更多炸弹投了下来。
轰炸了一遍又一遍。”

“当我走出办公室，看见医院的主
要建筑陷入火海。医院里有行动能力
的人已经迅速撤入两个掩体。但是，无
法行动的患者只能躺在病床上，被活活
烧死。”

“我们朝其中一座燃烧的建筑里
看，”一名护士回忆道，“我无法形容里
面（的惨状），无法用言语描述那场景有
多可怕。在重症监护室，6名患者躺在
床上被烧死。”

美军知晓医院位置

无国界医生组织说，空袭从凌晨2
时左右持续至3时15分。医院大约每
隔15分钟就遭到一轮轰炸，设有重症
监护室、急诊室的中心建筑每次都遭到

“极为精确”的轰炸，而邻近的其他医院
建筑几乎完好无损。

这一组织说，先前多次向驻阿美军
和阿富汗军方通报医院的地理坐标，以
免医院遭战火波及。最近一次通报是
在9月29日。医院遭轰炸时，这一组

织还多次紧急致电美方，要求停止轰
炸，但是没有作用。

这家医院建于2011年，是阿富汗
东北部地区唯一提供外科创伤治疗的
医院，仅2014年就治疗超过2.2万人。

驻阿美军承认，事发期间战机在医
院“附近”执行空袭任务，“可能”造成了

“附带损害”。美军说，正在调查这起事
件。然而，无国界医生组织在声明中
说，“所有迹象均显示，轰炸由联军实
施”。无国界医生主席梅尼·尼古拉谴
责空袭“令人发指”和“严重违反国际人
道法”。

可等同于战争罪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强烈谴责这起
事件，呼吁举行彻底和公正的调查，以确
保问责。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
德·拉德·侯赛因说，轰炸医院是“不容辩
解”的行为，“可能等同于战争罪”。尼古
拉不仅要求驻阿联军就这起事件作出“全
面和透明”的解释，还要求举行独立调查。

阿富汗政府3日说，一批塔利班武
装人员躲藏在遭轰炸的医院中与政府军
对抗。塔利班方面则否认医院中有己方
武装人员。 （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美华裔专家被控窃商业机密
留学申请也成“罪证”

美国联邦检察官和联邦调查局官员1日宣布指控华裔商人、化工专家黄锡文窃取商业机密，为其个人和在中
国的企业牟利。黄锡文的律师说，美国政府对黄锡文的描述有“误导性”且“不完整”，对他的多项指控存在争议。
法庭文件显示，黄锡文十几年前在申请赴美留学时表示希望学到先进技术后回国报效祖国，竟然成为检方认定黄
锡文早就有“犯罪动机”的理由。

黄锡文现年 55 岁，化学工程师，
1998年进入亚拉巴马州奥本大学化学
工程系攻读博士学位，后入籍美国，定居
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

代理联邦检察官吉尔·威斯特摩兰·
罗斯和联邦调查局北卡州分部主管约翰·
A·斯特朗称，黄锡文学成后曾在几家为
美国政府、军方和私营企业研发技术的政
府机构和企业工作，其间窃取大量商业机
密并带回中国，为他本人和其他人牟利。

检方指控黄锡文2004年至2008年
在美国一家政府研究机构工作时窃取大
量知识产权，包括与军用车辆油箱相关
的技术。

检方称，黄锡文此后在一家美国企
业任职，其间窃取500多份机密文件，包
含与30种产品相关的商业机密信息；
2012年至2014年，黄锡文供职于夏洛
特的另一家美国企业，后者指认黄锡文
窃取100多份文件。

检方向法庭提交的文件显示，2014
年3月，这家美国企业发现黄锡文的行
为并将其解雇。他随后回到中国并出任
一家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

检方指控黄锡文利用在美窃取的商
业机密和知识产权为他及他在中国任职
的企业谋利，犯罪时间从2006年开始，直
至今年5月返回美国时被捕。斯特朗声
称，这种行径“把我们（北卡）州的经济和
民众的就业置于危险境地”。

据WSCO电视台、《夏洛特观察者
报》等地方媒体报道，位于夏洛特的北卡
州西区联邦法院2日举行听证会，黄锡
文承认犯有一项商业间谍罪。这项罪名
最高可处以10年监禁和25万美元罚
款。法院将择日宣判。

黄锡文的辩护律师杰克·萨斯曼正
在争取减轻刑期。法庭文件显示，辩方

认定检方的部分指控不实。萨斯曼已对
检方提出的7项指控提出反对，其中之
一是指责黄锡文为了使其所在的企业受
益而盗窃美国技术。如果法官认可辩护
律师的主张，黄锡文所涉罪行的范围将
大大缩小。

萨斯曼说，美国政府对黄锡文的描
述有“误导性”且“不完整”。“这不是一起

外国人来美国盗窃知识产权并将这些材
料出售给外国政府的案件，”他说，“多年
来，黄博士是一名忠诚和取得成就的美
国公民。”

萨斯曼表示，黄锡文愿意为他的行
为承担所有责任，而政府的多项指控仍
然存在争议。他的当事人是否有罪，仍
有待法院认定。

检方在法庭文件中称，除了实现在
中国“组建和运营自己的公司”的抱负，
黄锡文窃取商业机密的犯罪动机还包括

“帮助中国政府”。
似乎是为了证明这一说法，美国司法

部网站发布的新闻稿在列举黄锡文所涉
罪行之前，居然拿黄锡文当年的入学申请
材料说事，引用说，黄锡文的“梦想是学习
更多先进技术报效祖国”，他出国是为了

“实现这一心愿”，以后“带着新掌握的技
术和研究技能回到中国，在中国执教”。

只是，这些话可谓长期以来中国学生
留学美国申请材料的典型“模板”、“套
话”。如果不强调自己学成以后打算回国、

没有留在美国的企图，就可能遭到拒签。
一名在美学习和工作多年的经济分

析师告诉新华社记者，法庭不一定会予
以采信并把这段话作为定罪证据，但是，
美国政府喜欢打“情理牌”，加上这段黄
锡文本人写的话，更容易让美国公众相
信他来美国的初衷就是为了盗取商业机
密、为中国政府服务。

检方认定黄锡文“真正动机”的理由
还来自他 2014 年回国后写的一篇文
章。检方在法庭文件中用英文翻译了这
篇中文文章，称黄锡文在文中叙述了他
是如何成功窃取美国知识产权。根据司
法部新闻稿，文章标题倒译过来，意为

《圆梦之旅》。
文章写道：“过去16年来，我一直梦

想回到中国，去实现我的抱负。为了实现
这一梦想，我在美国国家研究机构和世界
最大的化学企业工作过，也在美国的一些
小公司工作过。我的目标是学习、消化、
积累，并为实现梦想做准备……因此，近
两年来，我开始计划和安排，最终于今年
回到了中国，开始我自己的‘圆梦之旅’。”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司法部新闻稿
在翻译这篇文章时，把黄锡文所说的“计
划 ”翻 成 了 作 为 动 词 含 有 贬 义 的

“Scheming”——通常指“策划阴谋”。
胡若愚（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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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1日再发校园枪击血案，总统贝
拉克·奥巴马在白宫记者会上无奈叹道，枪
械泛滥及涉枪暴力已经成为美国社会“常
态”。美国枪患到底多严重？

人手一支枪

在这个有持枪传统的国家，几乎人手
一支枪。美国调查性媒体“琼斯妈妈”网站
2012年报道的统计结果显示，美国私人拥
有枪械数量大约为3亿支，美国全国人口
为大约3.14亿，两者相差无几。

这一枪械数字比 1995 年增长大约
50％，而同期美国人口增长幅度则为大约
20％。按照这个趋势，2020年前，不分男
女老幼，美国每人可“分得”一支枪。

早在2007年，瑞士“轻武器研究项目”
组织发表的统计数据就显示，美国枪械与人
口比例全球第一，平均每百人持枪接近89
支，甚至远超处于战乱中的伊拉克。

澳大利亚“枪械政策”组织网站数据显
示，2012年，34.4％的美国家庭有一支或
更多枪。

血案成“常态”

伴随枪械泛滥的是大量严重枪击案
件。美国“枪击追踪”网站统计数字显示，
美国今年已经发生296起枪击案，平均每
天超过1起。哈佛大学去年10月发布的统
计报告显示，美国大规模伤亡枪击案近年
来显著上升。1982年至2011年，这类案件
平均每200天发生1起，而2011年以后案
发频率升至每64天1起。

这份统计报告基于“琼斯妈妈”收集的
案件数据。大规模伤亡枪击案的定义为：
死者至少4人；发生在公共场所；枪手与遇
害者不认识或者没有密切关联。

这项统计不包括其他类似多人死亡枪
击案，比如黑帮枪战或者家庭暴力引发的
枪击。

校园是大规模伤亡枪击案重灾区。
2012年12月康涅狄格州桑迪胡克小学血
案以来，美国总共发生142起校园枪案，几
乎每周一起。“我们是发达国家里唯一每隔
几个月就发生这类大规模枪击的国家，”奥
巴马1日在白宫记者会上说。

此次是奥巴马2009年执政以来第15
次在大规模枪击事件后发表讲话。“这（大规
模枪击）已经成为常态，”他无奈地说，“媒体
报道成为惯例，我站在这个讲台上（就枪击
事件）作出回应也成为惯例。”

每年，美国每10万人中，大约10人死
于他人枪下，比例在发达国家中“独占鳌
头”。 惠晓霜（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美国枪患
到底有多严重

连日来，美国东海岸普降大雨，受大
西洋飓风“华金”影响，从2日起，直到5
日，雨一直会下。南起南卡罗来纳州，北
至新英格兰地区，都将迎来一波大范围降
雨，部分地区降雨量有望创历史新高。

为此，南卡罗来纳州、北卡罗来纳
州、弗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宣布进入紧

急状态。
据巴哈马《论坛报》3日报道，一艘

载有 33 名船员的美国货轮“埃尔法
罗”号1日在巴哈马海域遭遇飓风“华
金”后失联，搜救工作尚未取得实质性
进展。

王宏彬（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受飓风影响 雨一直下

美国东海岸多州告急

⬆ 这张照片显示的是失踪船只“埃尔法罗”号。 新华社/路透

孟加拉国警方说，一名日本公民3日在孟加
拉国北部遭多名蒙面男子枪杀。这是不到一周内
第二名外国人在这个南亚国家遇害。

“伊斯兰国”宣称制造这两起袭击事件，威胁
制造更多杀戮，报复对这一极端组织的空袭。多
国使领馆对孟加拉国治安状况表示担忧，对本国
公民发布安全警告。

一周两起杀人事件
遇害者名为星邦男，66岁，3日上午在位于孟

加拉国首都达卡西北方向300公里处的朗布尔地
区马希甘杰村被枪杀。

孟加拉国内政部长阿萨杜扎曼·汗说：“三名
头戴面罩、骑着摩托车的男子使用手枪制造这起
杀人事件。”

朗布尔地区警察局副局长赛义夫·拉赫曼说，
星邦男当时在朗布尔市前往马希甘杰村途中，乘
坐一辆人力三轮车。“他随后被三名骑着摩托车的
男子拦下。”

当地警察局长礼萨·卡里姆说：“两名袭击者
使用手枪朝他（星邦男）的胸部开了两枪，另一个
人则骑着摩托车准备接应逃跑。”

卡里姆说，按照多名当地居民的说法，那两名
袭击者朝受害人开了三枪。目击者阿尤布·阿里
说，那三名男子站在路旁，等到星邦男路过时开
枪。他说：“他们朝乘坐三轮车的受害人开枪，随
后离开现场。”

日本共同社报道，星邦男在被送往医院途中
死亡，据信胸部、头部和腿部中弹。

警方4日说，正在调查这起事件，已拘留6人
并讯问，其中大多是目击者。

IS认领 孟方称没有证据
这是不到一周内在孟加拉国发生的第二起外国

人被枪杀事件。9月28日，50岁的意大利援助人员
切萨雷·塔韦拉在达卡使馆区附近锻炼时遭骑摩托
车的男子枪击，背后中弹，经抢救无效身亡。

孟加拉国内政部长阿萨杜扎曼·汗说，两起事
件均由骑摩托车的蒙面男子制造，“因此作案动机
可能相同”。

塔韦拉被杀后，“伊斯兰国”宣称制造这起袭
击。孟加拉国政府当时否认这一说法，说这起案件
仅为“孤立事件”，没有证据显示凶手系“伊斯兰国”。

3日枪杀事件发生后，“伊斯兰国”再次“认
领”。孟加拉国政府再次予以否认。

石中玉（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在孟加拉国
外国人连续遇害
“伊斯兰国”认领，威胁制造更多杀戮

耶路撒冷老城：

2名以色列人遭袭死亡

法国东南部水灾
13人死亡

英国《简氏情报评论》发表最新报告认为，全
球军用无人机市场规模将迅速扩大，在2024年前
达到100亿美元的规模。

《简氏情报评论》2日报告认为：“今后十年，
在全球防务和安全市场上，无人机的份额将从现
在的64亿美元以每年5.5％的速度增长。”

“无人（驾驶）系统将站稳脚跟，”报告说，“这
些系统设计良好，具备战斗能力，是未来全球行动
的基本也是扩张性要素。”

就去年的无人机军售项目而言，以色列是最
大的赢家。《简氏情报评论》认为，西欧国家将寻求
降低对美国和以色列军用无人机的依赖，其自身
的无人机销售额可望于2024年前达到13亿美元。

与此同时，中国、俄罗斯、印度、韩国和日本也
是无人机市场上的有力竞争者，它们的军用无人
机销售总额可望达到34亿美元。

陈立希（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军用无人机市场
将达百亿美元

美空袭阿富汗医院或犯战争罪

核心
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