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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1月 3日电 外
交部发言人秦刚 3日宣布，应国家
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
统贝拉克·奥巴马将于 10 日至 12
日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

非正式会议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
问。

届时，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
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与地区
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据新华社万象 11 月 3 日电
由中国文化部在老挝设立的中国
文化中心 3 日在老挝首都万象揭
幕，将成为老挝人民及在老华人体
验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和平台。

中国文化部部长助理刘玉珠在
仪式上致辞时说，老挝中国文化中
心正式揭牌启用，是中老文化合作
的重大成果，为拓展中老友好合作
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标志着中老
文化合作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在
中老双方密切配合和共同努力下，
老挝中国文化中心必将为推动中老
两国关系的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的

相互了解和友谊作出积极贡献。
老挝新闻、文化和旅游部副部

长沙文坎表示，老挝中国文化中心
的设立具有深远意义，它必将促进
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并成为两国
文化交流的中心。

据介绍，老挝中国文化中心将
以“优质、普及、友好、合作”为宗
旨，围绕“文化活动、教学培训、思
想对话、信息服务”等职能，不间断
地举办演出、展览、讲座、培训、论
坛等各项文化活动，提供信息咨
询、图书期刊阅览、中国语言与文
化技能培训等服务。

在测试事故中“损失”了“太空
船 2 号”商业载人飞船后，英国维
珍银河公司首席执行官乔治·怀特
赛兹在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说，一
架新的商业飞船有望于明年投入
使用。

英国《金融时报》11 月 2 日刊
登了对怀特赛兹的采访。怀特赛
兹说，维珍银河一艘在建的商业飞
船已经完成了 65％建造工作，有
望于明年达到预备飞行的状态。

“第二艘飞船已经接近准备就绪。”
怀特赛兹说。

不过，美国联邦调查人员结束

对“太空船 2 号”事故的调查并作
出结论后，新飞船才有望投入使
用。按路透社说法，整个调查可能
会花费一年。

“太空船 2号”10月 31日测试
飞行时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莫哈
韦沙漠上空爆炸，两名飞行员一死
一伤，太空船残骸四散。

维珍集团创始人、亿万富翁理
查德·布兰森 1日誓言查出事故原
因，并表示将继续推动太空商业旅
行。只是，对于原本期望明年初

“成行”的首次载人旅行，布兰森略
显悲观。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新华社基辅 11月 3日电 在
乌克兰东部自行宣布成立的“顿涅
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
民共和国”中央选举委员会 3日公
布了前一天举行的两地领导人和
议会“选举”的结果。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两地中选
委发布的消息说，“顿涅茨克人民
共和国”现任“总理”扎哈尔琴科在
领导人“选举”中获得 78.9％的选
票，以绝对优势胜出。“卢甘斯克人
民共和国”现任“总理”普洛特尼茨
基以 63.4％的巨大优势同样赢得
领导人“选举”。

据报道，名为“顿涅茨克共和
国”的社会团体在议会“选举”中获
得 68.35％ 的 选 票 ，成 为 最 大 赢

家。由普洛特尼茨基领导的“给卢
甘斯克和平”运动在“卢甘斯克人
民 共 和 国 ”议 会“ 选 举 ”中 赢 得
70％的选票。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 2日曾发
表声明，称在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
克州“被占领地区”搞的“选举”与
人民的意愿毫无共同之处，是在炮
筒和枪口下搞的闹剧。乌当局将
对这一挑战作出恰如其分的反应。

美国和欧盟也已谴责这一“选
举”，并表示不会承认其结果。

俄罗斯外交部 2 日发表声明
说，俄方尊重乌东部民众在此次选
举中所表达的意愿，选举所产生的
代表将承担恢复当地正常生活的
责任。

两口子各坐一角、各自埋头看
手机的场景你熟悉吗？英国知名
专栏作家保罗·利维告诫说，智能
手机等技术产品正在损害我们日
常生活中的亲密关系。

想跟另一半聊聊八卦，对方忙
着刷微信“朋友圈”，只敷衍几声

“嗯”，你会觉得窝火吧？哪还有晚
安吻的心情。利维还援引了一份

牛津大学针对 2.4万对欧洲夫妇的
调查报告证明自己的观点，那份调
查显示，人们使用社交网站越多，
对婚姻的满意度则越低。他说，智
能手机等技术产品看似增进了亲
友之间的在线联系，但减少了面对
面的交流，也减少了握手、拥抱等
肢体接触。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综合新华社电 伊拉克官员和一名部
落长老 11 月 2 日说，最近几天，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ISIS)杀害了伊拉克一支部
落的 200 多名成员。这一部落一直与“伊
斯兰国”作战。当日，加拿大国防部长罗
布·尼科尔森说，加拿大战斗机首次对伊
拉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起空中军
事打击。

200多名部落成员遇害

这支名为阿尔布·尼米尔的部落属于
逊尼派，位于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伊拉
克警官沙班·奥贝迪对媒体说，这一部落
有 200 多名成员被杀，但安巴尔省委员会
副主席法利赫·埃萨维表示，遇害人数为
258人。埃萨维说，遇害者包括“妇女和儿
童”。他表示，“伊斯兰国”过去 3天内陆续
处死了这些部落成员。他透露，任何人只
要身份证上使用这一部落的姓氏，就会成
为“伊斯兰国”屠杀对象。

当前，“伊斯兰国”控制着安巴尔省大
片地区。观察人士认为，阿尔布·尼米尔

部落一直与“伊斯兰国”作战，“伊斯兰国”
此次屠杀这一部落数百名成员，除报复之
外，还意在借此警告安巴尔省其他部落，
不要与“伊斯兰国”为敌。

首袭伊拉克“伊斯兰国”

尼科尔森办公室当天发表声明说，
“为了配合盟国的行动，两架 CF－18战斗
机袭击了伊拉克费卢杰附近的‘伊斯兰
国 ’目 标 ，并 投 放 了 GBU12 激 光 制 导 炸
弹”，战斗机 4个小时后安全返回位于科威
特的空军基地。

声明没有透露目标受损程度，称将于
4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更多细节。

加拿大联邦议会今年 10 月初投票表
决，授权政府加入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拉克

“伊斯兰国”行动，进行至多 6个月的空袭，
但明确规定不得利用地面部队。不久，

“伊斯兰国”发布一份报复西方国家对其
空袭的目标国家名单，其中包括加拿大。

加拿大上个月接连发生两起极端事
件，随后提升国内恐怖主义威胁级别。

今年 8月，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白人警
察枪杀非洲裔青年事件引发大规模抗议，弗
格森警方随后以安全为由，要求在弗格森上
空设定约 100平方公里的“禁飞区”。然而，
美联社所获录音文件显示，联邦航空局官员
和警方“心知肚明”，“禁飞区”实为防止媒体
直升机前往事发区域采访。

安全幌子
8月 9日，18岁的非洲裔青年迈克尔·布

朗在圣路易斯市弗格森地区遭白人警察拦
截并枪杀，联邦航空局随后同意实施飞行禁

令，划定弗格森上空方圆 5.5公里、高度 900
米以下不应有飞行器经过。这一禁令可确
保商业航班顺利通行，而媒体直升机常用拍
摄设备的成像情况大受影响。

美联社依据《信息自由法》获得部分空
管人员 8月 12日谈话录音。录音中，堪萨斯
城中心一名空管人员问，警方究竟是想保护
飞机安全，还是想要借联邦航空局之手实现
他们无法办到的目的，即封锁媒体。

另一名堪萨斯城中心联邦航空局空管
坦言，弗格森警方“不关心”商业航班是否飞
过禁飞空域，“他们是不想让媒体入内”。

KMOV电视台新闻部门主管布莱恩·图
弗诺说，他最初想要对抗“禁飞令”，但被建
议飞行高度超过 900米即可时，他就泄了气，
因为从这一高度拍摄，效果“太不理想”。

逮捕记者
“禁飞令”发布后，弗格森一名警方发言

人告诉媒体记者，“禁飞令”并不针对媒体，
而是为飞行员安全考虑。

按警方说法，先前曾有人向警方直升机
开枪，但直升机没有被击中。只是，警方对
这起所谓事故，未能提供相关报告和证据。

就弗格森“禁飞令”，美国联邦航空局局
长迈克尔·许尔塔 2日在一份声明中说，联邦
航空局不会也不可能在国家重大事件采访
上封锁媒体，弗格森事件上也是一样。

弗格森事件后，当地警方反应广为诟
病。警方不仅逮捕多名媒体从业人员，对一
名摄像师使用催泪瓦斯，还警告示威者不得
拍摄警方执法画面。美国总统奥巴马 8 月
14日说：“在美国，警方不应恐吓和逮捕正当
工作的记者。包括警方在内的地方当局，有
责任透明公开。”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综合新华社电 一国总统辞职，此后三天
内竟相继有 4人宣称自己应继任“国家元首”。
这样的怪事，正在西非小国布基纳法索上演。

近日，已执政 27年的布基纳法索总统孔波
雷试图修改宪法实现连任，引发全国多地爆发
大规模示威。迫于民意，孔波雷 10月 31日宣布
辞职。此后，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特拉奥雷、前总
统卫队副指挥官齐达分别宣布自己为过渡时期
国家元首。布基纳法索军方经磋商后于 11月 1
日宣布，齐达为过渡时期国家元首。

但军方宣布齐达领导过渡时期后，反对派
和民间团体呼吁继续抗议示威。上万名示威者
2 日走上首都瓦加杜古街头，主张过渡政权由
民众领导，要求军方“还政于民”。在这一过程
中，前国防部长夸梅·卢盖和属于反对派的民主
变革党主席萨兰·塞伦先后试图闯入国家电视
台直播间，宣称自己为过渡时期国家元首。但
由于电视信号被切断，二人的行动未果。

目前，布基纳法索军方不仅要应对国内民
众的抗议，还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的巨大压
力。联合国、非洲联盟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联合调查团 2日要求布基纳法索军方确定其行
使权力是否符合宪法标准。美国国务院也谴责
布基纳法索军方掌权，称如果美方认定布基纳
法索发生军事政变，可冻结与该国的军事合作。

分析人士指出，布基纳法索出现今日之乱
局，根源在于前总统孔波雷执政期间国民经济
持续低迷，腐败和司法不公现象蔓延，使得民众
怨声载道。而当下，该国不少民众也对目前混
乱的政局表示不满，一名网民在微博客网站上
写道：“虽然孔波雷执政了 27年，但这并不是三
天内出现四个总统的借口。”

奥巴马将正式访华
并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老挝中国文化中心揭幕

船毁人亡 雄心不减

英私企或明年投入新飞船

乌东部“选举”结果公布

智能手机有损夫妻关系？

11 月 3 日，巴基斯坦士兵在拉合尔通往瓦格赫边防哨卡的道路上
巡逻。巴基斯坦当地警方 2 日表示，当晚发生在印巴边境瓦格赫边防
哨卡降旗仪式会场附近的自杀式袭击已造成至少 55 人死亡、118 人受
伤。 新华/法新

巴基斯坦发生自杀袭击
致死人数升至 55人

逼走了总统 一帮人争权

西非小国三天出了四“元首”

11月 2日，布基纳法索首都瓦加杜古，民众举行集会要求和平过渡政权。 东方IC供图

“伊斯兰国”再造屠杀惨案
加拿大首次对其实施空袭

联合国安理会 10月 31日发表媒体声明，谴责“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安巴尔省绑架和杀害
大量逊尼派部族人员，强调必须击败这一恐怖组织。 新华社发

枪杀黑人引发抗议 警方还想封锁消息

美设“禁飞区” 实为防媒体

11月3日，一艘载有非法移民的船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附近海域沉没。目前已有6人获救、24人遇难，仍有20多人失
踪。图为一艘搜救艇将打捞上来的遇难者遗体运送至岸边。

视觉 新闻

11 月 2 日，在英国伦敦，参赛者驾驶一辆老爷车驶过
威斯敏斯特大桥。当日，一年一度的伦敦至布赖顿老爷车
大赛在伦敦拉开帷幕。 均为新华社发

这是 11 月 3 日拍摄的大门被盗后的德国达豪集中营。
11 月 2 日，达豪集中营的大门被盗。这座集中营位于德国
南部巴伐利亚州小镇达豪，是纳粹修建较早的集中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