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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国家电视台遇袭
“
伊斯兰国”暴行惹众怒
阿富汗国家广播电视台位于东部楠格哈尔省首府贾拉拉巴德的办公楼 17 日遭“伊斯兰国”
武装人员袭击，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至少 10 人死亡，24 人受伤。
楠格哈尔省长古拉卜·曼加勒向媒体证实，死者包括 4 名电视台员工和两名安保人员。 悲剧
发生，举国震惊，前总统哈米德·卡尔扎伊指责极端组织企图扼杀“
阿富汗的声音”。

那么‘伊斯兰国’已经升级到 4.0
版本。”总统加尼接受美国《时代》
杂志专访时警告说。
加尼说，虽然“伊斯兰国”在
阿武装人员有限，但该极端组织
在阿分支构建了一套从成员征募
到袭击手段的成熟体系。
另一方面，有证据显示，
“伊
斯兰国”在当地通过毒品交易、走
私文物、贩卖资源等方式不断获得
资金，而且正在鼓动更多追随者来
到包括阿富汗在内的南亚地区。
该组织给阿富汗及地区安全形势
造成的威胁必须予以高度重视。
今年以来，
“伊斯兰国”活动
愈发猖獗。2月 7日，位于首都喀
布尔的阿富汗最高法院附近发生
自杀式爆炸袭击，至少 21人死
亡、41人受伤。3月 8日，喀布尔
一家军医院遇袭，120多人死伤。
按照巴尔赫省省长阿塔·穆
罕默德·努尔的说法，政府须尽快
采取行动，避免阿富汗的一些地
区因为极端组织破坏而成为“下
一个叙利亚”。
“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
他说，政府目前的反恐措施效果有
限，不足以完全掌控包括巴尔赫省
在内北部地区的安全局势。
努尔强调，阿富汗正面临着
塔利班武装和“伊斯兰国”分支的
双重威胁，而且极端武装背后或
有其他外部势力暗中支持，所以
担心成为
“
下一个叙利亚”
清剿行动亟待升级。“否则这场在
有分析认为，阿富汗国家广 阿富汗上演的‘代理人战争’还将
播电视台遇袭背后，更严峻的现 继续，成千上万的百姓将成为受
实是“伊斯兰国”的威胁正在升级。 害者。”
“如果基地组织是 2.0版本，
代贺（新华社专特稿）

汗政府加强对媒体的安保力度，采
取一切必要措施避免悲剧重演。
国际新闻工作者联合会和阿
“我逃了出来，脚受了伤，还 富汗独立记者协会发表联合声明
有很多同事一直困在楼里。”回忆 说，袭击事件说明当地政府对于
袭击发生时的情形时，电视台员 新闻单位的安保工作有待完善，
工阿卜杜拉仍然心有余悸。当地 因为阿富汗对于媒体人来说是工
媒体报道，袭击发生时，楼里有大 作危险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
约 40名电视台员工，很多人正
美国《纽约时报》驻阿记者法
在上班，毫无防备。
希姆·阿比德接受新华社记者采
曼加勒说，袭击发生于上午 访时说，作为战地，阿富汗不论对
10时 30分左右，整个过程持续将 媒体记者，还是普通民众，一样充
近三个小时，至少有四名武装人 满危险，但是记者往往需要在一
员，两人引爆自杀式炸弹身亡，另 线开展工作，危险系数更高。
两人在与安保人员交火时被击毙。
阿比德认为，相关部门没有
阿富汗国家广播电视台成立 把保护记者安全视为政府工作
于 1964年，是全国最有影响力的 的一部分，或者主动为记者的安
主流媒体之一。当地媒体说，这是 全承担责任。他说，不断发生的
自 2001年以来，国家级电视台首 袭击说明极端组织已经把枪口
次成为极端组织袭击目标。
对准了媒体机构，加强安保措施
袭击发生后，阿富汗官方和 刻不容缓。
国际社会表示谴责。阿富汗总统
阿富汗记者安全委员会今年
阿什拉夫·加尼称这是“对言论自 早些时候发布的报告显示，由于
由的攻击”。伊斯兰合作组织 18 阿富汗安全形势持续动荡，媒体
日也发表声明，称袭击行为“极其 人时常成为武装组织袭击目标。
邪恶”，公然违反国际法。
自 2016年以来，全国至少发生
14起针对媒体人的严重袭击事
件，造成 13名记者遇难。
阿富汗媒体人处境堪忧
这份报告说，对媒体人而言，
这起袭击让阿富汗媒体从业 阿富汗是继叙利亚之后工作环境
人员的安全再次受到关注。保护记 最危险的国家。
者委员会 17日在声明中敦促阿富
对媒体的“
无耻攻击”

获救

利比亚海岸警卫队 18 日在利比亚西部城市塞
卜拉泰和加拉布里附近海域救起 400 余名试图偷
渡的非法移民。 他们原本试图乘船偷渡到欧洲，但
偷渡船发生故障被困海上。
新华社发

美国
纽约时报广场汽车冲撞行人 1 死 22 伤
新华社纽约电 （记者 王
文 杨士龙）

美国纽约时报广
场 18日发生汽车冲撞行人事
件，造成 1名年轻女性死亡、
22人受伤。纽约市长比尔·德
布拉西奥说，目前没有信息表
明这是恐怖行为。
纽约警察局局长詹姆斯·
奥尼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驾
车男子名叫理查德·罗哈斯，
现年 26岁，是纽约布朗克斯
区居民，有犯罪记录，现已被

警方拘留。警方正就这一事件
展开进一步调查。
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发布
声明说，目前获得的信息显
示，事故中不幸遇难人员非中
国公民。事故中受伤人员已被
送至附近医院救治，身份情况
尚不明。
美国白宫发言人斯派塞
在推特上发文说，特朗普总统
已注意到此事，并将继续关注
调查进展。

日本
内阁决议通过明仁天皇退位法案
新华社东京电 （记者 王
可佳）

日本内阁 19日通过仅
适用于明仁天皇的退位特别
法决议。据日媒报道，此后法
案内容将提交国会审议。
据共同社报道，此次内阁
通过的“关于天皇退位等的皇
室典范特例法案”的决议中规
定，退位之后的天皇将被称为

“上皇”，同时限定决议获得国
会通过后予以公示并于 3年
内实施。法案规定退位仅限明
仁天皇一代，但也将成为将来
参照的先例。日本官房长官菅
义伟表示，这次的退位法案充
分反映了众参两院议长所整
理的国会意见，政府希望法案
能够尽快通过。

全国巡回征集藏品 北京首站盛大开启

张公馆老酒收藏持巨资收购各类茅台酒

百货商情

张公馆老酒收藏专业从事陈年老酒收藏
鉴定评估，十五年来收集了 1953 年 - 2016
年的茅台酒及各类名酒近万瓶。
此次征集活动主办方精心筹划数月，以公
益为主，把广泛散落在民间的各种老茅台酒收
集上来，着力筹建国内极全的老酒收藏陈列
馆，弘扬中国酒文化，现场有数位老酒收藏家
为您讲述科学的老酒保存知识，并对您带来的
每一瓶老酒进行全程免费鉴定，评估价值。希
望家有老酒的市民踊跃参加，抓住机会。端午
节期间凡持老酒到现场成交者，均可报销交通
费用，并免费领取 5公斤装稻花香大米一袋！

欢迎家中有老酒、库存量大，远郊区及不
征集范围：1953年 -2017年的茅台酒、
洋酒、上世纪 2000年以前的各种名酒，同时 便来的市民电话预约，主办方提供上门鉴定
可交流冬虫夏草及 1993年以前的绍兴黄 收购服务。
酒、老阿胶……
地址：梅地亚中心二层第 5会议室 （中华
出手迎良机 整箱价更高 公交：1世纪坛西侧）
路、21 路、94 路、65 路、68 路、554
主办方持巨资，对有意向将老酒出手的市 路、308 路、特 18 路军事博物馆下车；32 路、
民进行现金收购。
78 路、85 路、414 路玉渊潭南门下车；地铁 1
号线军事博物馆站 E2西北口出。 华美凤凰
征集时间：2017年 4月 13日开始
张
（节假日不休息）
24小时
馆
特别提示：本活动长期有效
咨询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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