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班牙医院伸援手
印度“蛇女”有望获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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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战争十六年
硝烟四起灭火难

利比亚武装派别“混战”
安全形势依然堪忧

新华社电 ２０１１年卡扎菲政
权倒台后， 利比亚陷入了分裂和
混乱。虽然今年８月利比亚平民非
战斗伤亡人数比前两个月略有下
降，但该国的安全形势依然堪忧。

联合国利比亚支助特派团日
前发布的统计显示， ８月份利比
亚平民非战斗伤亡人数为２１人，
其中７人死亡、 １４人受伤。

报告说， 造成平民伤亡的原
因主要包括利比亚各武装派别冲
突后残留的武器弹药爆炸、 武装
组织交火对平民的误伤等。 ８月
份， 有３人死于利比亚第二大城
市班加西发生的地雷、 散落的枪
械爆炸， 另有６人在班加西的路
边炸弹爆炸中受伤。

报告还指出， 许多民众在武
装冲突结束后匆匆返回未经安全

排查的区域， 非常危险， 容易被
误伤。 ８月中下旬， ３名平民就在
武装分子的冲突中被误伤致死。

报告认为， 虽然８月份利比
亚平民非战斗伤亡人数比７月份
的３６人、 ６月份的３５人略有下降，
但安全形势仍令人担忧。

利比亚媒体分析认为， 由于
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利
比亚严重缺乏公共安全和法治，
造成犯罪行为猖獗， 武装冲突不
断，安全形势难以得到有效改善。

利比亚各地民兵武装组织曾
在推翻卡扎菲政权时发挥重要作
用， 但随后组建的政府都没能解
除民兵组织的武装， 未能对他们
实施有效控制。 ６年来， 各武装
组织之间冲突不断， 经常由于一
言不合就枪炮相见。

缅甸中部发生聚众闹事打砸事件
新华社电 据缅甸政府１０日

晚通报， 缅甸中部的马圭省当天
发生聚众闹事和打砸民宅、 商店
事件， 警方赶到现场后驱散了闹
事者。

缅甸国务资政府新闻发布委
员会１０日晚通报说， 当晚， 一伙
约５０名暴徒持棍棒、 刀具在马圭
省东敦枝镇区袭击民宅和商店，
警 方 闻 讯 赶 至 现 场 后 与 暴 徒
对 峙 。 另一伙手持石块的暴徒

随后也聚集到这里。 警方喊话劝
离未能奏效后， 随即使用警盾驱
散暴徒。

当天晚些时候， 东敦枝一名
警方负责人说， 目前事态已经稳
定， 警方正在抓捕领头闹事者。

缅甸政府日前发布恐袭预警
通报称， 政府获悉有恐怖分子企
图在首都内比都以及仰光和曼德
勒等大城市实施爆炸袭击。 警方
已在各大城市加强了安全戒备。

新华社电 印度中央邦１６岁
少女莎莉妮·亚达夫因天生患有
罕见的红皮病， 导致全身出现红
皮并且干燥剥落， 皮肤每六周脱
皮更新一次， 被人称为 “蛇女”。
她因此在学校遭同学排挤， 被迫
退学。 西班牙有一家医院愿意为
亚达夫免费提供治疗， 她期待着
手术后获得新生。

红皮病又名剥脱性皮炎， 是
一种严重的全身性疾病， 主要特
征为广泛的红斑浸润伴随糠秕状
脱屑 。 据英国 《每日邮报 》 报
道， 为防止皮肤变硬脱落， 亚达
夫必须每小时泡一次澡， 并时常
涂抹润肤乳。 红皮病还让亚达夫
不得不借助拐杖行走。 亚达夫的
父母供生育了三个孩子， 只有亚
达夫患有红皮病。 她的父亲拉杰
巴哈杜尔说： “她生下来就跟别
人不一样， 这太不幸了……从头

到脚都像被严重烧伤了一样 。”
亚达夫自己也表示： “我很想去
念书， 但其他孩子看到我的脸会
害怕， 我只能退学。 家里每个人
都因为我的病情而痛苦， 但是，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如果可
以的话， 我希望能好起来。”

尽管医生已经做出明确诊
断， 但亚达夫家生活困难， 无力
支付医药费， 因此她的病迟迟得
不到治疗。 当地慈善组织得知这
一情况， 决定帮她联络世界各地
的医院， 希望得到帮助。 西班牙
马拉加的一家医院愿意免费为亚
达夫做手术， 希望手术后她可以
抛掉拐杖， 自己行走。

亚达夫于９日飞往西班牙 。
她的父亲对院方伸出援手深表感
谢。 他说： “如果没有他们的帮
助， 我的女儿永远不可能过上正
常的生活。”

中国 “天健” 轮１１日进入白
令海峡 ， 正式踏上北极东北航
道， 前往此行欧洲的第一个卸货
港口———丹麦埃斯比约港。 随着
全球气候变暖、 北极海冰加速融
化， 近年来北极航道越发受到世
人关注。

马六甲海峡是众多重要国际
航线的咽喉， 而白令海峡作为北
极航道重要的出入口， 是连接太
平 洋 和 北 冰 洋 的 唯 一 海 上 通
道 ， 无论是东北航道 ， 还是西
北航道和中央航道， 都要出入这
个门户。 未来， 北极航道会成为
远洋航线中的 “黄金水道” 吗？
白令海峡会成为 “北方的马六
甲” 吗？

北极航道对于亚洲、 欧洲和
北美洲的经贸往来而言， 有着独
特的优势。 东北航道比传统经苏
伊士运河前往欧洲的航线节省约
三分之一的时间和航程， 可大大
节省燃油等成本， 提高航行周转
率， 减少排放； 西北航道作为连
接东亚和北美洲东海岸最便捷的

航线， 同样引发期待； 穿越北极
点附近的中央航道， 也在成为航
运界议论的话题。

近年来， 往返北极东北航道
的商船呈增多趋势。 据俄罗斯北
极物流中心数据显示， ２０１６年经
由北极东北航道航行的船舶共
２９７艘 ， 同比增长３５％。 相比经
过马六甲海峡和苏伊士运河的船
舶数量 ， 这一数字可谓微不足
道， 但业内人士预测， 往返东北
航道的船舶将会逐年增多。

就航道运力而言， 据业内人
士估计， 到２０３０年东北航道的通
航期预计将由目前的３个月左右
扩展到半年左右， 亚洲和欧洲之
间总贸易量的四分之一将通过东
北航道运输。

就运输货物而言， 全球气候
变暖和科技迅猛发展， 使探索、
开 发 和 利 用 北 极 丰 富 的 油 气
资 源 成为可能 ， 也为东亚 、 欧
洲和北美洲的货物运输提供了新
的机会。

随着北极海冰持续消融、 航

运技术快速进步， 北极航道通航
条件将不断优化。 再加上基础设
施的改进， 未来必然会促进区域
经济的整合与发展， 带来贸易和
物流中心的成长、 城市和港口的
发展， 从而影响世界经济贸易格
局。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 扼守太
平洋与北冰洋交通干道的白令海
峡， 有成为 “北方的马六甲” 的
潜质。

当然， 白令海峡要成为 “北
方的马六甲”， 北极航道要成为
海运高速公路， 还受到北极特殊
的气候环境制约， 以及全球经济
等因素影响。 有人就提出疑问：
如果这条航线不是全年运行， 那
么它还具备作为一条全球航线的
经济意义吗？

不过， 人类穿越北极航道的
探索持续了数百年， 直到２１世纪
初才真正进入商业航运时代。 正
如一些业内人士所说， 开辟北极
“黄金水道”， 并非倚马可待， 但
也不是天方夜谭。

据新华社

白令海峡会否成为“北方的马六甲”？

新华社电 美国警方说 ， 波
兰摇滚乐团 “斩首” 的４名成员９
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安娜被
捕， 理由是他们涉嫌上月底在华
盛顿州绑架一名女歌迷。

“斩首”是一支成立于１９９６年
的死亡金属乐队， 作品在音乐圈
口碑极佳，歌迷遍布全世界。乐队
８月３１日在华盛顿州斯波坎举办
演唱会，而后来到加州巡演。

一名女性 ９月 １日凌晨报警
说， “斩首” 乐队成员前一天晚
上绑架了她， 她自称参加了演唱
会。 斯波坎警方没有公布这名女
子姓名和其他涉案情节。

“斩首” 乐队９日晚在加州圣
安娜举行演唱会。 警方在演唱会
后将４名成员全部逮捕。 圣安娜
警方称， 逮捕过程没有出现肢体
冲突， ４人非常配合。

这４名乐手目前被关在洛杉
矶 县 监 狱 ， 将 于 晚 些 时 候 被
押 送 到华州斯波坎 ， 交由那里
的警方审讯办案。 ４名乐手都是
波兰国籍。

乐团的辩护律师史蒂夫·格
雷厄姆告诉美联社记者， 被告是
“冤枉的”， 那名女子 “完全是自
愿来到乐手房间， 离开时也没闹
别扭”。

涉嫌绑架一名女歌迷
波兰摇滚乐手美国被捕

１１日是 “９·１１” 袭击１６周年
纪念日 ， 反恐战争也已打了１６
年 。 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到叙利
亚， 再到欧洲多国， 恐怖主义硝
烟四起， 但根除恐怖主义根源却
遥遥无期。

这期间， 恐怖主义威胁在不
断演变， 从 “基地” 组织在西方
频频发动袭击， 到极端组织 “伊
斯兰国” 在中东攻城略地， 再到
“伊斯兰国” 遭遇重创后武装分
子回流西方， 三个阶段的反恐面
临不同挑战 。 在 “后 ‘伊斯兰
国’” 时代， 反恐应该怎么反？

【新闻事实】
“伊斯兰国 ” ２０１４年兴起 ，

随后迅猛扩张， 今年在伊拉克遭
重创丢掉摩苏尔后， 在叙利亚也
节节溃败， 已走上穷途末路。

９月９日， 叙政府军在 “伊斯
兰国” 最后的主要控制区代尔祖
尔取得重大进展， 打破后者对代
尔祖尔市军用机场的长期包围。

由库尔德武装主导的 “叙利
亚民主军” 则在美军支援下夺取
被 “伊斯兰国” 称为 “首都” 的
拉卡市一半区域。

在此之前的７月１０日，伊拉克
政府全面解放“伊斯兰国”在伊境
内的大本营摩苏尔， 标志着这一
极端组织在伊拉克的全面瓦解。

【深度分析】
“伊斯兰国 ” 在叙利亚和伊

拉克的溃败几成定局， 但该组织
失去实体形态的控制区， 并不意
味着其对世界的威胁变小， 因为
不少残余分子外逃或 “回流” 至
欧洲， 恐怖主义 “外溢效应” 明
显， 全球反恐可能步入 “后 ‘伊
斯兰国’” 时代。

从２０１５年１１月法国巴黎连环
恐袭事件到今年８月西班牙巴塞
罗那货车撞人事件， 欧洲这几年
恐袭不断。 欧洲安全形势急剧恶
化 固 然 与 其 自 身 经 济 社 会 问
题 有 密切关系 ， 但不可否认与

“伊斯兰国” 加紧向欧洲渗透存
在关联。

受影响的不仅是欧洲， 印度
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近期分别抓获
了一些与 “伊斯兰国” 有关的恐
怖嫌疑人。 在摩苏尔和拉卡之战
后， 一些 “伊斯兰国” 成员可能
会转移至其他国家 ， 重新开辟
“根据地”。

此外， “伊斯兰国” 通过互
联网对一些国家年轻人的蛊惑与
煽动也不会随着其在战场上的失
利而减弱。 相反， “伊斯兰国”
正越来越重视通过网络手段 “培
养” “独狼式” 恐怖分子， 这种
情况更加难以防范。

【第一评论】
原本平静而安全的欧洲， 近

几年成为恐袭高发区， 这与一些
西方国家热衷干涉他国内政、 强
推 “自由民主” 等做法引发中东
北非等一些国家局势动荡有关。

一味迷信动用军事手段应对
恐怖主义、 疏于化解欧洲国家内
部少数族群被边缘化等社会矛
盾， 都导致国际恐怖主义滋生和
蔓延。

当前的恐怖主义威胁， 任何
一个国家都难以独自应对， 各方
要有整体观念， 找准问题根源对
症下药， 才能标本兼治。

西方一些国家应反思并调整
其干涉性的对外政策。 世界范围
内 的 地 区 发 展 不 平 衡 应 得 到
认 真 应对 ， 国际社会应加强人
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紧密合作，
携手反恐。

【背景链接】
８月１７日， 西班牙巴塞罗那

市中心步行街发生货车撞人恐袭
事件，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８月９日， 法国巴黎近郊的勒
瓦卢瓦－佩雷市市政府附近发生
一起车辆冲撞军人事件， 造成６
名军人受伤 ， 其中两人伤势严
重。 ６月６日， 法国巴黎圣母院前
广场发生一名男子持械袭警事
件 。 这名男子自称是 “伊斯兰
国” 成员。

５月２２日， 英国曼彻斯特体
育馆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 造成
至少２２人死亡、 ６６人受伤。 “伊
斯兰国” 宣称实施了袭击。

据新华社

美国佩珀代因大学的师生9月10日在学校草坪上插起2977面美国
国旗， 悼念 “9·11” 事件遇难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