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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为何要对沙特下手
新华社记者 杨元勇

截至
/0

日! 沙特阿拉伯一座什叶

派清真寺两天前发生的自杀式袭击已

造成
/1

人死亡!上百人受伤"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已宣布对这

起袭击事件负责& 那么!沙特为何会成

为袭击目标' 这个海湾石油大国当前面

临哪些安全威胁' 它又将如何应对'

三大原因

其实!$伊斯兰国%已多次对沙特发

起攻击&

/210

年
1/

月
3

日!沙特东部城

市哈萨遭到$伊斯兰国%武装袭击!导致

4

人丧生&同年
1/

月
/0

日!该城附近一

个村庄又遭到袭击!沙特警方抓获了
55

名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人员& 不到一

周后!沙特警方又宣布成功捣毁$伊斯

兰国%在沙特的一个分支!共抓获该组

织
63

名成员& 警方说!这一团伙密谋策

划针对沙特敏感部门(外国驻沙特使馆

等机构的袭击&

事实上!沙特与$伊斯兰国%以往并

无过节!那么$伊斯兰国%为何要袭击沙

特' 分析人士认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首先!$伊斯兰国%想与沙特争夺在

宗教上的地位& $伊斯兰国%属于逊尼派

瓦哈比分支!与沙特等海湾国家同属一

个教派& $伊斯兰国%在成立之初专注于

与叙利亚政府军作战!后来进入伊拉克

拓展地盘& 在占领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

苏尔后!$伊斯兰国% 野心迅速膨胀!于

/210

年
7

月宣布建国!并要求全世界穆

斯林效忠该组织头目巴格达迪&

而沙特一直自认为在伊斯兰世界

处于高位!$伊斯兰国%认为只有削弱和

颠覆沙特政权才有可能在伊斯兰世界

确立自己的地位&

其次!挑起沙特内部教派冲突&沙特

是逊尼派居多的伊斯兰国家! 但其东部

为什叶派聚居地& $伊斯兰国%此次发动

针对东部什叶派清真寺的袭击! 很可能

引发当地什叶派居民对政府的不满和对

逊尼派的仇视!进而引发教派冲突&

再者!报复沙特与美国结盟& 沙特

是美国在海湾地区最重要的盟友 !而

$伊斯兰国%与美国势不两立!因此!其

对沙特下手并不令人意外&

形势严峻

分析人士认为! 今后一段时期!沙

特反恐形势不容乐观!将遇到来自四个

方面的安全威胁&

其一!沙特内部问题发酵& 沙特社

会两极分化严重! 王室成员富可敌国!

而下层百姓并不富足& 据媒体披露!沙

特失业率已达百分之二十五! 大约
022

万人月收入不超过
832

美元& 一些失业

青年在这个貌似富裕的国度里体会到的

却是生活无着落!因此有可能在$伊斯兰

国%等恐怖组织的诱惑下步入歧途&而东

部什叶派的反抗情绪持续不减! 也可能

成为发生更多恐怖袭击的诱因&

其二!来自也门的威胁& 以沙特为

首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使沙特遭到反

击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胡塞武装领导人

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今年
0

月称 !

+将采用一切手段反击沙特的侵略%& 因

此!不排除胡塞武装对沙特境内目标发

动袭击的可能&

其三!沙特对也门的军事干预使当

地局势复杂化!客观上为+基地%等恐怖

组织提供了生存和壮大的+沃土%&

+基地% 组织的基本理念是反美!而

沙特是美国的盟友&此前!由于+基地%组

织忙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与美军作战!

无暇顾及沙特& 而随着美军逐渐减少在

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人数量!+基地%已

腾出手来!有可能把目标转向沙特&

其四!来自+伊斯兰国%的威胁& 这

一点已经通过此次清真寺遇袭事件表

现出来&

如何应对

分析人士认为 ! 为了应对上述威

胁!沙特可能会从内外两个方面着手&

对外!沙特可能会加强在反恐领域

的国际合作! 尤其是与美国的合作!利

用美国在情报(技术(军力上的优势打

击中东地区的恐怖分子&

同时 !加快解决也门问题 & 沙特

目前在也门问题上进退失据 !骑虎难

下 & 为能体面地从也门抽身 !沙特必

须加快推动也门的政治和解进程 &但

目前避居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也门总

统哈迪拒绝胡塞武装参加和平进程 !

而胡塞武装已经成为左右也门局势

的重要力量 !将其排除在外意味着和

解难以达成 & 因此 !沙特应当敦促哈

迪改变主意 !以帮助也门尽快恢复稳

定 &

对内! 沙特应当加强安全保护措

施!严防境外武装人员渗透!防止恐怖

事件再度发生&同时!也应当采取有效

措施!缓解什叶派民众的不安情绪!缓

和教派矛盾! 着力解决贫富差距过大

等影响社会安定的问题! 不给恐怖分

子以可乘之机&

"新华社多哈
#

月
!$

日电#

国 际

察观

美国不要动辄玩!谍战游戏"

新华社记者 纪时平

就在天津大学教授张浩遭美方以

涉嫌 !经济间谍罪 "和 !窃取商业秘密

罪"起诉之际#又发生美国天普大学物

理系主任$世界知名超导专家郗小星被

控向中国提供美国企业的超导技术!秘

密"%

此外# 美国国会华裔众议员刘云

平$ 赵美心以及日裔众议员本田等
//

名议员日前联名致信美国司法部长林

奇#要求对华裔美国水文专家陈霞芬被

指控!涉嫌窃取政府数据"一案是否涉

及种族歧视进行调查% 议员们在公开信

中要求司法部解释#在对待联邦政府华

裔乃至亚裔雇员时是否受到种族或祖

籍国因素影响%

目前#张$郗案尚不明朗#陈案去年

在开庭前检方突然撤诉#且没有作任何

解释% 美方一些机构针对部分少数族

裔$ 特别是与中国有关联人员的所谓

!经济间谍罪"指控日渐增多#已引起美

国一些朝野人士的强烈质疑%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近年来 #美

国一些针对中国公民和美籍华人的间

谍指控要么被撤销#要么大事化小% 这

说明这些指控往往并非 !以事实为依

据"#而可能是戴着!有色眼镜"$进行有

罪推定的结果%

不难看出#与中国有关联人员得到

如此特别!待遇"#其背后往往是冷战思

维$!中国恐惧症"$!中国威胁论" 以及

谋求现实利益的复杂混合体% 据美国议

员介绍#

/213

年以来# 美国超过一半的

!经济间谍指控"与中国有关联% 而某些

势力和媒体在没有了解事实真相的情

况下#就轻率地将所谓!经济间谍案"与

当事人相关的中国大学$研究机构以及

政府部门联系起来#将很多正常的人员

交往和学术交流扭曲#捕风捉影地!营

造"出一种!情报威胁"$!网络攻击"等

的虚拟情境%

中美两国历史文化传统 $ 社会制

度$意识形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各异#

中美关系虽然历经风风雨雨#但总体是

向前的#美方也承认美中关系!复杂但

良好"% 中美关系越发展#双方的接触就

越多#就越可能更多遇到从前没有遇到

的问题% 正确的方式是用理性$现实和

建设性的思维#不断解决彼此间!复杂"

的问题% 但遗憾的是#有些人不愿正视

这样的现实#而是动辄制造诸如!经济

间谍案"这类麻烦#或是沉浸于!零和游

戏"#或是谋求讨价还价的筹码%

奉劝美国某些人#还是多做对中美

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有益的事#不要动辄

就自己吓唬自己地玩!谍战游戏"%

"新华社纽约
#

月
!$

日电$

科技#医卫

新型基因技术有望
治疗镰状细胞贫血

据新华社悉尼
#

月
!$

日电 ,万思

琦-澳大利亚研究人员最近报告!他们

通过一种新型基因技术!重新激活人体

红细胞中一个+沉睡%的基因!成功提高

了红细胞的血红蛋白产量& 在此基础上

有望开发出治疗镰状细胞贫血等血液

疾病的新方法&

镰状细胞贫血是一种较常见的遗

传性血液疾病! 患者的红细胞中含有

异常血红蛋白! 细胞由正常情况下的

圆形变为镰刀形!引发贫血(栓塞等多

种症状&

血红蛋白对人体至关重要!它吸附

肺部氧气并运载至全身各处&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发布的

新闻公报说! 在人类胚胎发育阶段!有

特定基因负责编码合成胎儿血红蛋白!

帮助胎儿从母体血液中获取氧气& 但胎

儿出生后!大部分人的这一基因自动关

闭!另外一个基因开启!负责编码合成

成人血红蛋白& 后一基因发生变异会导

致各种血液疾病&

该校科学系主任默林)克罗斯利教

授领导的研究团队发现!某些人体内的

胎儿血红蛋白基因并未如期关闭!而是

一直保持开启状态!原因是该基因发生

了微小变异& 这些人即使通过遗传患上

镰状细胞贫血!其症状也较轻&

中老年人面部皮肤细胞
约四分之一含癌症相关突变

据新华社华盛顿
#

月
!%

日电,记

者 林小春-新一期美国.科学/杂志发

表的一项研究显示! 在健康中老年人

的面部皮肤细胞中! 有约四分之一携

带至少一个癌症相关突变& 但不用担

心!它们不太可能真的发展成皮肤癌&

由英国桑格研究所领衔的这项研

究分析了年龄介于
88

岁至
53

岁的
0

个人的皮肤样本!这些人接受了常规手

术切除遮挡视线的多余眼睑皮肤&基因

组测序结果显示!这些皮肤样本中每平

方厘米都含有
122

多个癌症相关突变&

进一步分析表明!这些突变大多是

一种常见而且可治疗的皮肤癌000鳞

状细胞癌的突变!并非罕见且致命的恶

性皮肤癌000黑色素瘤的突变&含有这

些突变的细胞还形成克隆的细胞团!它

们可长到正常细胞克隆的两倍大&

论文第一作者( 桑格研究所的伊

尼戈)马丁科雷纳在一份声明中说 #

+尽管观察到的突变数量很大!但几乎

可以肯定这些克隆没有一个会发展成

为皮肤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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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舆论认为习主席讲话
体现了对中日关系和双方民间交流的重视
据新华社东京

#

月
!$

日电 中国

国家主席习近平
/3

日出席中日友好交

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日本主流媒体

高度关注并大幅报道!认为习近平的讲

话显示了改善两国关系的意愿和对中

日民间交流的重视&

.每日新闻/

/0

日刊文说! 中方对

自民党要人二阶俊博率领大型观光和

文化交流团来华访问予以积极评价 !

认为此举是日方改善两国关系的实际

行动& 习近平的讲话显示出对两国民

间交流和地方交流的重视& 另一方面!

由于中日双方在 +安倍谈话 %内容 (地

区局势上有分歧! 两国关系改善仍在

摸索过程中&

.朝日新闻/ 报道援引了习近平有

关中国高度重视发展中日关系+这一基

本方针始终没有改变! 今后也不会改

变%的讲话内容!认为这显示出中方希

望稳定和改善两国关系的意愿& 报道

说!习近平在强调历史认识问题原则立

场的同时! 显示了对双方民间交流(特

别是青少年交流的重视&

.东京新闻/报道说!习近平在讲话

中表示!+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2

周年&当年!

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侵略罪行不容掩

盖!历史真相不容歪曲%& 报道认为!这

是希望对今年夏天+安倍谈话%内容有

所牵制&

$

月
!'

日#在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两名抗议者与

警察对峙% 美国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一名在
!"+!

年参与

枪击致死两名未持武器的黑人而遭到刑事起诉的白人警

察#

!'

日被判无罪% 此后#当地出现抗议%

波兰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
据新华社华沙

#

月
!$

日电,记者

韩梅-波兰
/0

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

投票 & 现任总统布罗尼斯瓦夫)科莫

罗夫斯基将与波兰最大反对党法律

与公正党候选人安杰伊)杜达角逐

总统职位 &

投票于当地时间
5

时开始!计划于

/1

时结束& 波兰国家选举委员会说!包

括海外选民在内!本轮总统选举登记选

民超过
3222

万人! 正式投票结果有望

于
/8

日晚或
/7

日公布&

在本月
12

日举行的总统选举第一

轮投票中! 杜达领先于其他
11

名候选

人!获得了
30,579

的选票!科莫罗夫斯

基获得
33,559

的选票!位列第二& 根据

波兰选举法!如果首轮投票中没有候选

人得票过半!得票领先的两位候选人需

参加第二轮投票&

熊猫军团%占领&首尔
$

月
!'

日#在韩国首尔#展览工作人员与纸制大熊

猫合影% 当日#

+,""

只纸制大熊猫在位于首尔市中心的世宗文化会馆前亮相% !纸

制大熊猫世界之旅"活动创办于
!""&

年#由世界自然基金会和法国艺术家保罗(

格兰金联合发起#以回收的废纸和鸡蛋壳为材料#设计制作
+,""

只形态各异$表

情丰富的大熊猫#目的是推广保护大熊猫和民众的环保意识% 新华社发

金正恩视察石幕大西洋鲑种鱼场和洛山海鲑养鱼事业所 朝中社
$

月
!'

日提供的照片显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前*日前视察朝鲜人民军第
&+"

部队

所属的石幕大西洋鲑种鱼场和洛山海鲑养鱼事业所% 新华社发

普京签署法案责成俄官员报告个人大额采购情况

新华社莫斯科
#

月
!%

日电,记者

胡晓光-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法案!

责成俄政府成员报告个人大额采购情况&

根据俄官方法制信息网站
/3

日刊

登的法律文件!俄政府总理(副总理和

各部部长必须报告本人及其配偶(未成

年子女每笔大额采购的开支情况!即使

开支未超过家庭三年总收入也要报告&

此前政府成员及其配偶(未成年子女每

笔大额采购开支如果超过家庭三年内

总收入才要提供相关信息&大额采购包

括购买地块(住宅(汽车或股票&

此外!俄政府成员在任职期间必须

把名下的有价证券依法委托他人管理!

必须预防或解决履行公职时产生的利

益冲突情况&

该法同时禁止俄政府成员从事企

业活动& 根据这项法律!如果俄联邦法

律不另作规定!或者未受俄政府委托参

与企业管理!政府成员无权亲自或通过

代理人从事企业活动!包括参与经营主

体的管理&

!!!!!!!

朝鲜要求韩国撤销
%

(

'

%!

措施&

!

爱尔兰公投批准同
性婚姻合法化

!

潘基文对 (不扩散
核武器条约) 审议大会未
能达成成果文件表示失望

!

布隆迪一反对党主
席遇袭身亡

!

美参议院未通过政
府电话监控项目法案修正
和延期

!

俄总理! 俄对西方
进口禁令可能将延长

!

日本最大水上光伏
电站竣工

!

埃塞俄比亚举行议
会选举

!

日本民众包围国会
抗议美军搬迁基地

!

英央行承认退出欧
盟评估项目文件遭误传

,均据新华社电-

"标题新闻

$

月
!!

日#在米兰世博会中国馆#中意双方举行旅游

合作备忘录签字仪式% 由中国国家旅游局主办的!美丽中

国(丝绸之路" 主题宣传日活动
!!

日在
!"+$

米兰世博会

中国国家馆举行%

$

月
!'

日# 罗马尼亚总统约翰尼斯在首都布加勒斯特

举行的新书发行仪式上为读者签名%当天#罗马尼亚总统约

翰尼斯的新著&第一步'在第
+"

届国际书展举行发行仪式%

$

月
!!

日#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巴巴拉海岸边#一

队清理人员将收集的袋装油污传送运离% 美国加州圣巴巴

拉县的海岸线附近
+%

日发生严重管道漏油事件#泄漏的原

油在雷福吉欧州立海滩附近海域形成浮油带%

本栏图文均据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