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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记者福利遭斩首视频震惊全球，另一名美国记者索特洛夫命运堪忧

奥巴马：要让 ISIS 没有生存空间
针

对 美 国
记 者 詹
姆 斯·福
利遭
“伊拉克和黎
凡特伊斯兰国”
极
端组织（ISIS）
“斩
首”一事，美国总
统奥巴马 20 日称
不会因此退缩，
将
继续打击极端分
子，
“21 世纪没有
他们的生存空
间”
。据美国有线
电 视 新 闻 网
（CNN）消 息 ，就
在福利被杀当天，
美军再次对盘踞
在摩苏尔大坝附
近的极端分子发
动空袭。五角大
楼称，
他们正在考
虑对伊拉克增兵。
▲

奥巴马称不
会因此退缩，将
继续打击极端分
子，“21 世纪没有
他们的生存空间”

美国证实 遇害者是 40 岁的美国记者
美国官员和死者家属证
实，遇害者是 40 岁的美国记者
詹姆斯·福利。福利来自新罕
布什尔州，今年 40 岁，曾为法
新社和一家位于波士顿的媒体
工 作 ， 2012 年 在 叙 利 亚 遭 绑
架。极端组织视频中的另一位

美国自由撰稿人索特洛夫于
2013 年 7 月在叙利亚北部失踪。
CNN 报 道 ， 福 利 被 杀 当
天，他的父母收到了来自 ISIS
的邮件，称将杀害他们的儿
子。至今，福利的母亲还没有
看那个极端分子行凶的视频。

奥巴马称 很震惊 共同努力拔掉 ISIS
正在美国马萨诸塞州马撒
葡萄园岛度假的奥巴马发表讲
话说，整个世界都为福利的残
忍遇害而震惊。他已与福利的
父母通话，并表示所有美国人
都为他们伟大儿子的死感到心
碎。
奥巴马说，他没有被极端
分子的惨无人道而吓倒，“美
国将继续采取我们必须采取的
行动以保护我们的民众。我们

将保持警惕，同时会毫不留
情。”他还呼吁中东地区各国
行动起来，共同努力拔掉 ISIS
这个“毒瘤”，“21 世纪没有他
们的生存空间”
。
在 ISIS 昨天发布的福利遇
害的视频中，极端分子指责是
美国的空袭导致福利被杀，并
表示如果美国不停止攻击，将
杀害第二名人质——美国记者
史蒂文·索特洛夫。

美国军方 曾行动解救被绑架记者
除了继续空袭 ISIS，五角
大楼称，正在考虑向巴格达派
兵以保护美使馆区和巴格达国
际机场。如果该提议获得通
过，少于 300 名美国大兵将前
往。至于是否派遣地面部队，
五角大楼暂无回应。

五角大楼 20 日还表示，早
在今年夏天福利被杀之前，他
们曾采取一次解救在叙利亚被
绑架人质的行动。因为情报方
面的问题，人质并不在预想的
地点，解救行动最终归于失
败。

凶手是谁 刽子手操着流利伦敦腔
英国首相府 20 日宣布，首
相戴维·卡梅伦将中断休假，
定于当天晚些时候返回首都伦
敦，讨论应对“伊拉克和黎凡
特伊斯兰国”，缘由是这一极
端组织前一天发布斩首美国人
质视频，而刽子手带有英国口
音。
唐宁街 10 号在一份声明中
说，卡梅伦称斩首视频“邪恶
且令人震惊”，他将会晤外交

詹姆斯·福利的父母约翰·福
利 （左） 和黛安娜·福利在与总统
奥巴马通话后接受采访

▲

被害美国记者詹姆斯·福利

《总理阿博特谴责称言论“太出格”
》追踪

澳议员收回辱华言论改口称仰慕中国
《澳大利亚人报》 20 日报道，澳洲
矿业大亨帕尔默当天就此前发表的辱华
言论辩解称，那不是针对中国人或中国
政府的，他一直“仰慕中国”。
帕尔默说，他的那番话“是指向

一家中国企业的，后者没能兑现双方
的协议”。帕尔默还表示，“我多年来
一直是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仰慕者。中
国文化、艺术、技术、经济发展令人
赞叹”。
（宗欣）

《菲律宾抓扣 54 名中国人》追踪

被抓扣中国人多数有合法手续 12人获释
据菲律宾媒体报道，19 日被菲律宾
移民局抓扣的 54 名中国公民及菲籍华
人，3 名持菲护照者已于当日晚获得释
放，其中在计顺市以及马拉汶市建筑工
地被抓扣的 26 名中国籍工人中，已有 6
男 3 女共 9 人于 20 日晚获释，其余则被
移送至米丘丹看守所关押。
其他 25 名在溪亚婆加里惹道商场
被扣的华人，18 名男性被关押在移民局
总部四楼，另外 7 名女性被关押在三楼
办公室，至截稿时，这 42 名中国公民
仍没有人被释放。
记者 20 日随同华社团体代表探望
被拘押者。记者同时了解到，在被抓扣
的人士当中，绝大多数有合法居留手

续，包括有效签证及 ID 卡等，但是却
迟迟得不到移民局官员的核实与确认。
同时，记者从中国使馆方面了解
到，使馆已经通过与移民局主管官员沟
通，希望尽速处理该事件，善待被抓扣
的中国公民，同时，使馆也要求被抓扣
者家属，及时将身份证明送交移民局以
备检查，从而早日获得解决。
根据 《世界日报》 记者获得的移民
局文件，已经被释放的 9 名中国公民的
名单如下 （音译）：龚美荣 （女）、许仙
仙 （女）、王云华 （女）、施华夏、许金
忠、陈清义、曾永林、王金江、邱亦
重。另有 3 名获释华人的姓名尚未得
知。
（宗辛）

大臣菲利普·哈蒙德以及来自
内政部、外交部等部门的其他
高级官员，讨论伊拉克和叙利
亚局势，尤其是“伊拉克和黎
凡特伊斯兰国”恐怖分子构成
的威胁。
视频中，这名男子蒙着
面，英语流利。美联社援引英
国兰开斯特大学语言学家克莱
尔·哈达克的话报道，他的口
音听起来像伦敦腔。 （综合）

日本一艘潜艇
在俄日交界海域活动
俄罗斯 《生意人报》 21 日援
引俄总参谋部高级官员的话报道
说，一艘外国潜艇 20 日在俄日交
界海域的拉彼鲁兹海峡 （日本称
“宗谷海峡”） 靠近俄罗斯一侧出
现。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反潜力量观
察并记录下这艘潜艇的活动，并派
出潜艇支队以及海军航空兵分队进
行应对。这艘外国潜艇随后快速离
开交界海域，并潜入公海。
据俄方初步调查，这是一艘日
本“亲潮”级潜艇，是日本海上自
卫队的常规柴电动力潜艇。截至
21 日早晨，日本驻俄罗斯大使馆
尚未对此事做出回应。
（辛闻）

巴育当选
泰临时总理
泰国国家立法议会 21 日召开
会议选举过渡政府总理，泰国“全
国维持和平秩序委员会”主席、陆
军司令巴育当选。
当天的选举采取提名后投票方
式。根据规则，候选人只要获得
197 名 议 会 成 员 中 半 数 以 上 的 支
持，即超过 99 票便可当选。
当天，只有巴育一人被提名为
总理候选人。在随后的投票中，到
会的 194 人除议会主席、两名副主
席弃权外，其他成员均表示赞同。
因为没有安排候选人阐述观点
的环节，巴育本人未到场。
之前，立法议会主席蓬佩曾在
接受采访时透露，当天的投票结果
会立即报告普密蓬国王。获国王批
准后，巴育将成为泰国第 29 任总
理。
（晓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