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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国际

民众举行抗议活动与以军警发生冲突

广告热线 ︱

巴勒斯坦“灾难日”再流血
在 巴 勒 斯 坦 第 70 个“ 灾 难
日”到来之际，巴勒斯坦民众 15
日在多个城市举行抗议活动并与
以色列军警发生冲突，两名巴勒
斯坦人被以军士兵打死，约 160
人受伤。美国 14 日将驻以色列
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
冷。当天，巴勒斯坦多个城市爆
发抗议示威，抗议者与以军发生
冲突，造成至少 61 名巴勒斯坦人
丧生、3100 多人受伤。

【纪念】

全境大罢工 降半旗哀悼
巴勒斯坦卫生部加沙地带发
言人阿什拉夫·卡德拉 15 日发表
声明说，两名巴勒斯坦人当天在
加沙地带中部靠近以色列边界地
带被以军士兵开枪打死。此外，
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纳
布卢斯等地巴勒斯坦人在抗议活
动中与以色列军警发生冲突，造
成多人受伤。卡德拉表示，当天
共有约 160 名巴勒斯坦人在冲突
中受伤。
1948 年 5 月 14 日，以色列宣
布建国。次日，第一次中东战争
爆发，近百万巴勒斯坦人沦为难
民。此后，巴勒斯坦将 5 月 15 日
命名为
“灾难日”
。
15 日，巴勒斯坦各地举行活
动，纪念第 70 个“灾难日”，并哀
悼 14 日在加沙地带边境冲突中
被以色列士兵开枪打死的巴勒斯
坦人。当天，巴勒斯坦全境大罢
工，并为加沙地带死难者降半旗
哀悼 3 天。中午 12 时，约旦河西
岸城市拉姆安拉上空拉响警报，
交通暂停。警报持续 70 秒，以纪
念第 70 个
“灾难日”
。
50 岁的巴勒斯坦难民巴塞
姆·沙拉阿尼哈对新华社记者说：
“我在这个日子来参加游行示威，
就是要强调我们有回归的权利。
”
拉姆安拉市中心阿拉法特广场当
天晚些时候还将举行烛光悼念活
动，
人们将在那里点燃写有加沙地
带边境冲突死难者姓名的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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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

土耳其和南非召回驻以大使
土耳其和南非 14 日分别召回驻
以色列大使，以抗议巴勒斯坦示威者
当天在加沙地带遭以色列军队实弹射
击和催泪瓦斯驱散，
承受大量死伤。
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
安同时决定，
土耳其全国为巴勒斯坦死难
者哀悼三天。他说，
土耳其将继续与巴勒
斯坦人民站在一起。南非外交部14日声
明，
召回驻以大使的决定自宣布后
“立即
生效”
。声明认定，
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
当天在耶路撒冷正式开馆是
“挑衅”
，
巴勒
斯坦人因而发起
“和平抗议”
。
另据报道，科威特政府 14 日强烈
谴责以色列军队滥用武力杀害巴勒斯

坦示威者。当天，科威特内阁召开会
议，谴责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
“野蛮
屠杀”
，称该行为违反国际法。科威特
内阁还呼吁联合国安理会采取紧急措
施，保护巴勒斯坦平民，并结束以色列
军队的暴力行为。
阿联酋外交与国际合作部 14 日
晚发布声明说，阿联酋坚决反对以色
列使用武力镇压巴勒斯坦和平示威
者，呼吁国际社会担负起制止暴力和
保护巴勒斯坦人民的责任。阿联酋政
府还宣布将通过阿联酋红新月会向在
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受害者提供总值
500 万美元的药品和医疗紧急援助。

【哀伤】

“早上打招呼，晚上参加他的葬礼”
加沙希法医院14日格外忙碌。不
少人来那里寻找受伤的家人或认领遗体。
一位母亲哭着告诉法新社记者：
“有人告诉我，
我儿子腿部受伤，
我在这
里没找到他。他可能已经死了，
他们没
告诉我。
”一名年轻男子守着哥哥遗体
哭喊：
“为什么留下我一个人？
”他受到
太平间工作人员催促，
说需要赶快把遗
体放入冰柜，
因为
“又送来了一人”
。
对易卜拉欣·阿布·穆斯塔法而言，
加沙既是他的家园、他的报道对象，
也
是一片
“死亡之地”
“
。这里不是令人舒
服的地方，
每一秒都可能有人丧命。
”
他
回忆，
14日一早看见一名坐着轮椅的示
威者，
“ 今早，我与那个人打招呼‘嗨

’
……晚上，
我参加他的葬礼。
”
在
“死亡之地”工作，
阿布·穆斯塔
法见证生死：
“所发生的一切令我悲哀，
同时继续工作……我不得不将工作和
感情分开。
”
阿布·穆斯塔法 35 岁，
职业
摄影师，为路透社工作，生命一半时间
在用镜头报道加沙。他说，
加沙的新闻
会
“重复”
。经过仔细观察，
他知道什么
事情会发生、在哪发生，哪里拍照可以
捕捉危险瞬间，
又能避免受伤。
对许多加沙人而言，
回归故土，
是
信念。加沙教师阿里说：
“ 今天（14
日）是一个大日子，我们要跨越隔离
墙，告诉以色列和世界，我们不会永远
接受（故土）被占领。
” （据新华社）

新华社消息 美国财政部 15
日宣布对伊朗央行行长赛义夫实
施制裁，称美国不会允许伊朗
“日
益滥用国际金融体系的行为”
。
美财政部在当天发布的声明
中说，除赛义夫外，被制裁者还包
括赛义夫的一名下属、设在伊拉
克的比拉德伊斯兰银行及其行
长，以及一名黎巴嫩真主党主要
成员。这 4 名个人和 1 家实体还
被美国列入全球恐怖分子名单。
声明称，
被制裁者涉嫌通过这
家设在伊拉克的银行，
代表伊朗伊
斯兰革命卫队
“圣城旅”向黎巴嫩
真主党秘密输送了数百万美元，
资
助后者暴力和极端行动计划。
声明强调，
此次行动和本月10
日美国制裁9个伊朗实体和个人的
行动一样，
旨在扼制伊朗
“滥用”
美
国和地区金融体系的能力，
符合美
国总统特朗普在退出伊核协议时对
伊朗重启相关制裁的决定。

朝鲜宣布

中止 16 日
朝韩高级别会谈
新华社消息 朝中社 16 日凌
晨报道说，鉴于韩国与美国近日
开展针对朝鲜的大规模联合军演
等挑衅与对抗行为，朝鲜不得不
中止原定于 16 日举行的北南高
级别会谈，而美国也应对提上日
程的朝美首脑会晤的命运三思。
报道说，韩美从 11 日开始在
韩国全境开展了大规模联合空中
作战演习。此次演习是对《板门
店宣言》的
“挑战”
，是与朝鲜半岛
形势背道而驰的
“军事挑衅”
。
报道说，在韩国采取盲目的
侵朝战争演习和对抗做法的险恶
形势下，朝鲜不得不中止原本预
计于 16 日举行的北南高级别会
谈。刚迈出第一步的北南关系面
临困难和障碍，责任完全在于韩
国政府。美国也应对提上日程的
朝美首脑会晤的命运三思。朝鲜
将密切关注美韩今后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