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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报告：

印度人口七年后超中国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21日发布报告说，

全球人口将在2050年达到98亿，比现在增加22
亿，印度人口将在七年后超过中国。

这份报告指出，全球每年新增约8300万人
口，“尽管生育率不断下降，但人口规模持续上升
的趋势仍将持续”。报告预测，全球人口将于
2030年达到86亿，2050年达到98亿，2100年达
到112亿。

其中，印度将于2024年超过中国，成为全球
第一人口大国。令人意外的是，非洲国家尼日利
亚人口增速惊人，2050年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
第三人口大国。

报告特别指出，其列出的26个非洲国家人口
增速均很可观，这些国家2050年人口数量将至少
增加一倍。

此外，全球人口老龄化趋势也值得重视。
报告指出，全球 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在 2050
年将达到 21亿，比 2015年的 9.62 亿人增加一
倍多。2100年，全球 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将
达到31亿。 郑昊宁（新华社微特稿）

俄战机驱离
跟踪俄防长北约战机

俄罗斯媒体21日报道，一架北约战机当天在
波罗的海上空试图接近俄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
古的座机，被一架俄军护航战机驱离。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媒体报道，绍伊古乘机
前往俄罗斯位于波罗的海东岸的飞地加里宁格勒
出席会议，座机飞至波罗的海中立水域上空时，一
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F—16型战机试图接近他
的座机。

俄军护航机队中一架苏—27战机随即插入
绍伊古座机与北约战机之间，并摇摆机身，露出机
翼下挂载的武器以示警告，迫使北约战机飞离。
报道没有说明这架北约战机的国籍。

惠晓霜（新华社专特稿）

““伊斯兰国伊斯兰国””炸掉炸掉““建国清真寺建国清真寺””
伊拉克总理称伊拉克总理称，，ISIS此举此举““无异于正式宣告战败无异于正式宣告战败””

这座清真寺名为努里清真寺，
又称摩苏尔大清真寺，据信始建于
1172年左右，名字取自当地一个
抗击欧洲十字军的乡绅贵族。清
真寺位于摩苏尔老城区南部，是该
城主要地标。这座清真寺的宣礼

塔尤其有名，因其向地面倾斜，类
似意大利的比萨斜塔，当地人称之
为“驼子”。

“伊斯兰国”2014 年占领摩
苏尔后，其最高头目巴格达迪
在努里清真寺宣布，建立一个

横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哈里
发国”。这也是“伊斯兰国”唯
一一次公开巴格达迪抛头露面
的镜头。

目前，据信巴格达迪据信早
已逃离摩苏尔，现在藏身伊拉

克与叙利亚的边境地区。也有
俄罗斯方面消息称，巴格达迪
在一次俄方空袭中丧生。但这
一说法没有得到美国和伊拉克
方面证实。

伊拉克军方 21 日说，努里

清真寺已被炸毁，而且是被“伊
斯兰国”亲手炸毁的。伊拉克
军方媒体办公室航拍的一张照
片显示，努里清真寺及其 45 米
高的宣礼塔已被夷为平地，现
场一片废墟。

“伊斯兰国”随后通过支持该
组织的阿马克通讯社发表声明说，
清真寺和宣礼塔毁于美军空袭。
这一说法立即得到美军驳斥。

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发
言人、美军陆军上校瑞安·狄龙告
诉美联社记者，美军派出的侦察机
证实努里清真寺已被摧毁，但这不

是美军干的。
狄龙说：“那个时间点，我们没

有在那一地区实施空袭。”一名不
愿公开姓名的伊拉克军官称，“伊
斯兰国”引爆炸弹的时间在当晚9
时30分左右。

联军地面力量指挥官约瑟夫·
马丁也发表声明说，“摧毁努里清

真寺的责任全在‘伊斯兰国’身
上”，“这是他们向伊拉克人犯下的
另一桩罪行”。

“伊斯兰国”打着宗教旗号，在
伊拉克和叙利亚大肆破坏历史遗
迹，仅在摩苏尔一带就摧毁了数十
处珍贵古迹。

美联社报道，“伊斯兰国”占城

后，曾经试图炸掉“驼子”宣礼塔，
当时摩苏尔居民围成人墙进行抗
议，才使得这一建筑暂时幸免于
难。“伊斯兰国”当时声称，这一宣
礼塔的建筑不符合“正统教义”。

本月早些时候，当地居民看
到，“伊斯兰国”开始封锁努里清
真寺周边街区，为最后的顽抗做

准备。伊拉克政府军本周开始对
“伊斯兰国”占领的最后几个街
区发动新一轮攻势，但进展缓
慢。目前仍有大约 10万平民困
在“伊斯兰国”占领区内，“伊斯
兰国”将他们当作人肉盾牌，与
政府军周旋。

王宏彬（新华社专特稿）

近段时间，“伊斯兰国”在西
欧、北欧、西亚、东南亚等地制造多
起恐怖袭击，引发恐慌。

■3月以来，“伊斯兰国”宣称
在英国实施3起袭击：3月22日，一
男子驾车在伦敦市中心议会大厦
附近冲撞人群，随后持刀行凶，致5

死、约40伤；5月22日，曼彻斯特体
育馆发生自杀式爆炸，22死、59伤；
6月3日，伦敦泰晤士河上伦敦桥
附近，一辆货车冲撞行人，造成7
死、48伤。

■4月7日，一名乌兹别克斯坦
籍男子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市劫持一

辆卡车冲向人群，致4死、15伤，后
证实该男子系“伊斯兰国”成员。

■5月23日，菲律宾军警在马
拉维市与武装分子交火，持续多
日。被击毙的武装人员中有多名
外国人，且关联“伊斯兰国”。

■5月24日，印尼雅加达一公交

车站发生自杀式爆炸，造成至少5死、
10伤。“伊斯兰国”宣称制造袭击。

■6月 7日，伊朗议会大楼和
已故最高领袖霍梅尼的陵墓外分
别发生恐袭，17死、52伤。“伊斯兰
国”宣称制造这两起袭击。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IS支持者
盯上了新加坡

新加坡安全分析师警告，新加
坡被“伊斯兰国”支持者认定为是
这一极端组织“东亚领土”的一部
分，可能会促使极端人员在新加坡
发动袭击。

《海峡时报》22日报道，本地区
被极端人员视为“伊斯兰国”所谓

“领土”的还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
亚、菲律宾、泰国南部、缅甸和日本。

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
研究院学者贾斯迈德·辛格说，一
些“伊斯兰国”支持者本月早些时
候在社交网络上标明这些地方。
他告诉《海峡时报》：“对进入本地
区的境外武装人员而言，此举相当
于告诉他们在这里要干什么、目标
是什么。”

一些安全专家说，如果一些
“自我极端化”的人无法前往中东
效力“伊斯兰国”，可能因此在这些
国家发动袭击。

新加坡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
正处于近年来的最高级别。内政
部本月初发布的一份报告说，过去
一年，新加坡已成为恐怖分子的目
标，本地区的恐怖主义对新加坡的
威胁正在加剧。

内政部20日说，一名辅警因
打算前往叙利亚加入反对派武装
被逮捕。上周，一名女子因公开支
持“伊斯兰国”并试图投奔这一极
端组织而被捕。

新跃社科大学管理和安全研
究项目主管安东尼奥·拉帕认为，
新加坡应重点防范“独狼”式和小
规模恐怖袭击，恐怖分子有可能从
马来西亚和印尼潜入新加坡。

拉帕说，菲律宾军警在南部马
拉维市与反政府武装交战的情况
可能给潜在的恐怖分子造成刺
激。新加坡内政部一名发言人透
露，这一部门正密切关注马拉维局
势，因为那可能对新加坡的治安产
生“严重后果”。一些武装人员试
图把新加坡当作去马拉维支持同
伙的跳板，内政部对这些企图保持
高度警惕。如果有新加坡公民试
图进入冲突地区或加入极端组织，
内政部也将严肃处理。

包雪琳（新华社微特稿）

IS和美军相互指责

宣礼塔被夷为平地

“伊斯兰国”已

努里清真寺和巴格达迪
被视为“伊斯兰国”的两大精
神标志，如今一个被毁，一个
生死不明。

从这些迹象以及目前战局
看，“伊斯兰国”在中东似乎败
局已定，气数将尽。

在伊拉克，持续数月的摩
苏尔老城区战事已进入最后阶
段。摩苏尔是“伊斯兰国”控制
的最大城市，一旦被政府军收
复，“伊斯兰国”在伊拉克的堡
垒将不复存在，必将加速其全

面溃败。
“伊斯兰国”在叙利亚也

是节节败退。美国支持的库
尔德武装“叙利亚民主军”已
经控制拉卡4 个主要街区和城
郊的多片区域，正对这个“伊
斯兰国”所谓的“首都”形成全
面包围之势。

叙利亚政府军则在产石
油的代尔祖尔省等地继续收
复大片失地，并于上周末与伊
拉克政府军首次在两国边界
口岸会师。

“伊斯兰国”炸毁“建国清真
寺”，并非是向伊拉克政府军屈
服，更多是想展现鱼死网破、玉石
俱焚的姿态，宁肯让这座具有象
征意义的清真寺毁在自己手里，
也不愿让伊拉克政府军的旗帜在
其上空飘扬。

可以预见，“伊斯兰国”仍
将继续负隅顽抗，即便在实体
上消亡，其组织架构也可能转
入地下，从当初攻城略地、高
调“建国”，以整体存在彰显实
力，转向化整为零、混迹民间
的隐蔽战术，触发大量极端和
恐怖分子向中东以外的地区
分流、回流。

这从近期欧洲频发“独狼
式”恐怖袭击可以看出一些端
倪。这种更分散、不确定性更
大的恐袭，无疑给今后的反恐
行动增添了难度。想在短时
间内彻底消灭该极端组织还
不太可能。

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
丈。在国际社会全力合围下，

“伊斯兰国”日渐式微，已到了
穷途末路的边缘，生存空间被
大幅挤压。国际社会现在要做
的是保持宜将剩勇追穷寇的耐
心与坚韧，不给“伊斯兰国”任
何死灰复燃的机会。
（据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IS近期在全球多地制造的恐袭事件

IS两大精神标志一个被毁一个生死不明

不给“伊斯兰国”任何死灰复燃的机会

穷途末路穷途末路？？
分析认为，当前在中东战场上，“伊斯兰国”败局已定。国际社会担心，其武装分

子化整为零、“渗透”到世界各地，制造袭击的同时引发更大社会动荡。

伊拉克军方21日说，“伊斯兰国”（IS）当天在摩苏尔炸毁了一座对该极端组织而言颇具象征意义的清真寺。3年前，该组
织在这里宣布“建国”。伊拉克总理兼武装力量总司令海德尔·阿巴迪评论道，“伊斯兰国”此举“无异于正式宣告战败”。不过
“伊斯兰国”并不承认清真寺是他们自己炸掉的，而是归咎于美军空袭。美军对此表示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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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8日，一辆伊拉克政府军军车向摩苏尔老城前进。 新华社/法新

韩国首部
反“萨德”影片公映

首部反“萨德”纪录片《蓝蝴蝶效应》6月22
日在韩正式公映引发关注。影片记录了近一年来

“萨德”部署地星州民众反抗部署的历程以及“萨
德”入韩给他们带来的痛苦。

《蓝蝴蝶效应》由韩国导演朴文七（音）执导，
时长93分钟。影片着力展现韩国庆尚北道星州
居民在2016年7月韩美决定部署“萨德”至今反
对“萨德”的艰辛历程。

朴文七将镜头对准星州一群反对“萨德”的母
亲，讲述她们以制作象征和平的“蓝丝带”为起点，
试图从“萨德”威胁中保护孩子未来的故事。

纪录片展现了这群母亲的内心变化。最初，
她们只是担心“萨德”的辐射危害，但随着斗争深
入，这群原本不关心政治的母亲们逐渐意识到：

“萨德”并非简单的辐射问题，更牵涉到复杂的国
际关系，而“萨德”这个无用的武器不仅不应部署
在星州，也不应部署在韩国任何一个地方。

据了解，首尔当天有10余家影院上映这部纪
录片。 姚琪琳（新华社专特稿）

美科学家用纳米材料
实现太阳能淡化海水

据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一层添加了纳米
粒子的聚合物材料，能让海水淡化滤膜具备吸收阳
光、自行加热海水的功能，使淡化过程无须用电。

研究人员利用市面上普通的纳米炭黑粒子，
结合多孔聚合物研制出一层特殊材料，放置在滤
膜表面。这层材料能吸收80％的阳光能量，只通
过太阳能就可以加热海水、产生水蒸气。

添加了特殊材料层的滤膜厚约几毫米。研究
人员说，如果用聚光手段，每平方米滤膜每小时可
生产6升淡水。他们计划开发出模块化的装置，
使用户能便捷地根据实际需求搭建规模合适的淡
化设施。

6月21日，在美国密歇根州弗林特市，警方
人员在毕晓普国际机场交谈。

美国密歇根州弗林特市毕晓普国际机场
21日发生一起袭警事件，造成一名警察受伤。
联邦调查局初步认定这是一起“独狼式”恐怖袭
击。袭击者为现年50岁的奥马尔·福图希，来
自加拿大。加警方已搜查了福图希位于蒙特利
尔的住宅。 新华社/美联

美国一机场发生袭警事件
初步认定为“独狼式”恐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