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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沙9月1日电（记者张
章 陈序）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1日
在波兰中部小城维隆出席第二次世
界大战爆发 80周年纪念活动时表
示，希望波兰原谅纳粹德国对波兰
人民的暴行。

施泰因迈尔当天与波兰总统杜
达共同出席二战爆发80周年纪念活
动。他在致辞中表示：“我向维隆袭
击的遇害者低头，向在德国暴行中遇
难的波兰人民低头，我请求原谅。”

施泰因迈尔说：“我们永远不会
忘记，我们要铭记，我们会铭记。”

波兰总统杜达在致辞中强烈谴
责纳粹德国对波兰的侵略。他表示：

“为了确保发生在维隆、波兰和世界
其他地方的事情不再发生，我们不能
忘记二战，即使亲历者已经不在。”

杜达感谢施泰因迈尔出席纪念
活动。

1939年9月1日凌晨，纳粹德国
“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军舰
向韦斯特普拉特半岛上的波兰驻军
开炮，打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
场第一枪。维隆是德军轰炸的第一
座波兰城市。

与波兰总统杜达共同出席二战爆发80周年纪念活动

德国总统请求波兰原谅纳粹暴行

美军打击叙西北部
极端组织头目
有消息称逾50名
极端组织成员死亡

新华社大马士革8月31日电
（记者汪健）美国中央司令部8月
31日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对叙
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的极端组
织头目实施打击。有消息称此次
打击造成超过50名极端组织成员
死亡。

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说，美
军当天对伊德利卜省一处设施内
的叙利亚境内“基地”组织头目实
施打击，这些头目应为“威胁美国
公民、美国伙伴和无辜平民”的袭
击负责。

另据总部设在英国伦敦的“叙
利亚人权观察组织”消息，31日下
午，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国际联盟使用导弹对正在
举行会议的极端组织头目实施打
击。这次打击发生在伊德利卜省
首府伊德利卜市周边地区，当地发
生了至少7次剧烈爆炸。消息称，
参加会议的极端组织与“基地”组
织有关联，导弹攻击造成超过50名
极端组织成员死亡，其中多数人是
极端组织头目。

伊德利卜省位于叙利亚西北
部，与土耳其接壤，是叙反对派武
装和极端组织在叙境内控制的最
后一块主要地盘。叙利亚军方8月
30日宣布，同意自31日上午起在
伊德利卜省实施停火，但叙军方保
留“对恐怖分子任何破坏停火行
为”进行回击的权利。

“安全区”设想由美国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去年提出，目的
是在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与土耳
其这两个美国盟友之间建立一
片缓冲区。

美国将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
民保护部队”视为盟友并向其提供
武器援助。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是
美国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军
事行动的“先头部队”，是美国在叙
利亚的主要扶植对象。土耳其政
府把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视作土耳
其境内分裂势力在叙利亚的分支，
将它列为恐怖组织。土美因为这
一分歧而关系紧张。

美方尚未回应埃尔多安的最新

言论。美方官员先前说，协议将分
阶段落实。

土耳其国防部8月中旬证实，美
军代表已经抵达土耳其东南部桑利
乌尔法省，双方将在那里建立联合
行动中心，以协调和处理在叙利亚
建立“安全区”事宜。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叙利亚
库尔德官员告诉路透社记者，库尔
德武装为“表明诚意”，最近几天撤
出泰勒艾卜耶徳和艾因角两座边

境据点。
这名官员说，如果土美落实协

议，库尔德武装将从相关区域撤出
武装人员和重型武器。

叙利亚政府2012年以来无力
顾及北部边境地区，当地因而由库
尔德武装和其他反政府武装控
制。叙方反对土美设立“安全区”，
认定这是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
完整的行径。

王宏彬（新华社专特稿）

埃尔多安当天在伊斯坦布尔出
席国防大学毕业典礼时说，对于土
耳其和美国拟在叙利亚幼发拉底河
以东土叙边境地区设立“安全区”一
事，土方“没有太多时间和耐心”；如
果土军不能在“几周内”控制“安全
区”区域，土方将“别无选择，只能发
起自己的军事行动计划”。

埃尔多安强调土耳其不会接受
任何将土军排除在“安全区”之外的
计划，并表示，目前的事态发展表明
土耳其和美国在叙设立“安全区”问
题上存在“重大分歧”。他说：“如果
我们的士兵不能在几周内控制这一
区域，我们将执行自己的行动计
划。”他补充说，留给美方的时间最

多两三周。
他没有提土方将采取何种行

动。土方先前多次威胁向叙利亚东
北部的库尔德武装控制区发动大规
模越境进攻。

土美8月初围绕在叙利亚东北
部设立“安全区”达成一致，商定在
土耳其境内设立联合行动中心、将

“安全区”建成“和平走廊”。
不过，双方没有谈妥“安全

区”的面积和管理方式。土方要
求，“安全区”西起幼发拉底河，
东至伊拉克国界，纵深 30 至 40
公里，由土军控制。美方提出，

“安全区”纵深不超过 32公里，由
美土联合管理。

土耳其与美国8月初同意在叙利亚东北部设立一个“安全区”，以隔离土耳其边境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控制
区。但土方不满这一安排取得的进展，多次指责美方拖延。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8月31日给美
方下通牒，说如果美方在两三周内不能满足土方所提要求，土方将绕过美方“单干”。

埃尔多安就叙东北部问题发出警告

叙利亚“安全区”难产
土耳其给美国下通牒

美国得克萨斯州西部敖德萨市
8月31日突发枪击事件：一名30多
岁的白人男子因违反交通规则而
接受警察拦截检查时突然开枪，逃
逸过程中朝路人射击，20 多人中
弹。那名男子当天被警方击毙，暂
时不清楚他的作案动机。

敖德萨市警长迈克·格克介绍，涉
案男子当天下午驾车经由20号州际
公路从米德兰驶往敖德萨。两城相距
大约30公里，隶属得克萨斯州，位于
达拉斯以西500多公里。

赛辛格说，那名男子驾驶轿车，
没有亮灯提示便左转弯，被州警“逮
个正着”。两名警察的警车试图截
停男子所驾轿车，不料男子在车内
用一支步枪朝后挡风玻璃开枪，射
向尾随的警车，射伤一名警察。

男子后续驶离高速公路，逃往一

家“家得宝”家居装潢连锁店，途中向
路人开枪。嫌疑人随后换车，驾驶一
辆偷来的邮局货车，调头往米德兰方
向开。在警车追逐下，他驾车开进一
家影院的停车场，撞上一辆停在那里
的车辆。遭到围捕的最后阶段，他与
警察交火，被击毙。

敖德萨市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
枪击事件共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8人
死亡。敖德萨医疗中心1日早些时候
发表声明说，该医疗中心共收治了14
名枪击事件受伤者，其中1人不治身
亡，1人情况危殆，3人伤势严重，此外
有1名伤者被送往其他医院救治。

事发时正值美国劳工节前周末，
不少人外出购物。发布在社交媒体和
当地电视台的视频画面显示，一些人
从一家影院四散逃出，现场警灯闪烁。

事发地附近的百货商店、商场和

得克萨斯大学一所分校短暂封闭。
现年28岁的当地居民达斯廷·

福西特告诉美联社记者，他听到四
五十米外传来枪声，一开始以为是

“（汽车）轮胎爆了”，枪声再起后，他
反应过来，赶忙躲藏。

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当天晚
些时候向遇害者家属表示慰问，承
诺政府将与国会两党领导人采取措
施，应对类似事件。

得州 8月 3日发生一起群体伤
亡枪击事件，一名21岁白人男子闯
入埃尔帕索市一家沃尔玛超级市场
开枪，射杀22人。

根据美联社、《今日美国报》和
美国东北大学搜集的数据，今年年
初以来，美国已发生25起群体伤亡枪
击事件，相当于去年全年总数。

王宏彬（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得克萨斯州突发枪击事件，造成8人死亡

口头威胁

美国不急

法国和伊朗两国总统
通话讨论伊核等问题

新华社巴黎8月31日电（记者徐永春）法国
总统府8月31日发布新闻公报说，法国总统马克
龙当天与伊朗总统鲁哈尼通电话，讨论伊核、也门
冲突等问题。

公报说，马克龙在通话中强调应保持当前良
好态势，通过对话为缓和局势及寻求问题的长期
解决方案创造条件，同时重申伊朗须充分履行伊
朗核问题全面协议义务，并为维护中东地区的和
平与安全采取必要措施。

另据报道，鲁哈尼在通话中对法方维护伊核
协议的努力表示欢迎。他同时强调，欧洲国家须
履行其在协议中的相关承诺，否则伊朗将采取进
一步措施减少履行协议。他还说，协议内容不可
改变，有关各方都须遵循。

马克龙和鲁哈尼同意在未来几天保持密切联
系。此外，双方还就也门、黎巴嫩等地局势进行了
讨论。马克龙强调采取行动结束也门冲突和开启
谈判的重要性，并呼吁黎巴嫩各方保持最大程度
克制，避免在当前紧张局势下破坏地区稳定。

24日至26日，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南部城
市比亚里茨召开。伊朗外长扎里夫25日晚抵达
比亚里茨，与法国外长勒德里昂会谈。随后马克
龙会见了扎里夫。马克龙26日在峰会闭幕联合
记者会上表示，希望美国和伊朗两国总统在未来
几周内举行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若条件合
适，愿与鲁哈尼会谈。鲁哈尼27日表示，伊朗与
美国重启对话的前提是美方重返伊核协议，谈判
只能在协议框架下进行。

9月1日，在也门扎马尔省，推土机清理遭到
空袭的建筑物废墟。 新华社发（穆罕默德摄）

以军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交火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9月1日电（记者尚昊 吕

迎旭）以色列国防军9月1日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发生交火。目前暂不清楚双方人员伤亡情况。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真主党当
天向以色列境内发射多枚反坦克导弹，以军随后
向真主党发射导弹位置发射炮弹还击。

据媒体报道，军方正在核查是否有士兵伤
亡。同时，军方要求住在距以黎边界4公里范围
内的民众待在室内并做好疏散至掩体准备。

1日早些时候，黎巴嫩真主党旗下灯塔电
视台报道说，以军无人机当天入侵黎巴嫩领空
并投下燃烧物质，导致黎境内发生火灾。以军
随后发表声明确认实施的行动导致黎境内发
生火灾。

8月下旬以来，以军多次动用无人机对黎巴
嫩境内真主党以及其他组织目标实施袭击。以黎
关系骤然紧张。8月31日，以军发表声明，确认
已经提升战备状态，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报复。

新华社华盛顿9月1日电（记者徐剑梅 刘
阳）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美东时间9月1日晨宣布，
飓风“多里安”已升级为最高级别的五级飓风，目
前最大持续风速为160英里/小时（约合257公
里/小时），迫近巴哈马北部的阿巴科群岛。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1日晨在社交媒体上说：
“这场灾难性飓风的风眼墙携带摧毁性风暴，即将
袭击阿巴科群岛。”这一机构此前还说，在袭击阿
巴科群岛数小时后，“多里安”将袭击大巴哈马岛。

这一机构说，从“多里安”当前行进路线看，风
暴中心将靠近美国东南部佛罗里达州的东部海
岸，并威胁佐治亚州、南卡罗来纳州和北卡罗来纳
州，4州目前均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美国国家飓风中心使用的飓风分级体系把
飓风按严重程度分为五级，三级及以上风暴被
称作“可能造成重大生命损失和损害”的大飓
风，五级飓风最为危险，可以破坏建筑物甚至夷
平房屋。

飓风“多里安”已升至最高级别
并迫近巴哈马

据新华社科威特城9月1日电（记者聂云鹏
王薇）萨那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日说，沙特阿拉伯
领导的多国联军战机1日凌晨空袭了也门西南部
扎马尔省的一所监狱，造成至少50名战俘死亡。

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当天发表声明说，该武装
控制的这所监狱遭到联军战机7次空袭，造成至
少50名战俘死亡、另有大约100人受伤。声明
说：“由于许多伤员伤势严重，死亡人数极有可能
会增加。”

另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遇
袭的监狱位于扎马尔省中部一个教育机构的建筑
物内，监狱内关押着约170名也门政府军士兵。

多国联军1日通过沙特阿拉伯的阿拉比亚电
视台说，联军战机当天凌晨空袭了胡塞武装在扎
马尔省“用于存放导弹和无人机的仓库”。

也门胡塞武装说

多国联军空袭监狱
致50人死亡

⬇ 9月1日，土耳其军方车队经过叙利亚阿勒颇省西部一座村庄。 新华社/法新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敖德萨市，警方人员在路边警戒。 新华社/美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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