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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土耳其武装部队总参谋

部
!#

月
!+

日发表声明说!反政府的库尔德

工人党武装人员当天在土耳其东南部地区

袭击土耳其宪兵!打死
,

名士兵"

声明说!库尔德武装人员当天下午在哈

卡里省于克塞科瓦县向正在执勤的土耳其

宪兵突然开火!当场打死两名士兵!另一名

士兵送到医院后不治身亡" 目前!土耳其军

方正在对这起袭击事件展开调查"

此前一天!土东北部卡尔斯省一水力发

电厂遭
-

名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人员袭击!土

耳其宪兵闻讯后立即赶赴现场!双方发生交

火! 导致
,

名库尔德武装人员死亡#

*

人被

捕"土耳其宪兵部队还在一辆汽车中查获了

大量武器弹药"

土耳其政府
!"*!

年
*"

月开始与在押

的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厄贾兰展开和谈!敦

促库尔德工人党武装放下武器并撤离土耳

其"去年
,

月!在厄贾兰的呼吁下!库尔德工

人党武装宣布同政府军停火"

库尔德工人党成立于
*./.

年! 试图通

过武力在土耳其# 伊拉克# 伊朗和叙利亚

交界处的库尔德人聚居区建立独立国家"

该组织被土耳其政府取缔后!其武装人

员大多躲在伊拉克北部地区!但经常潜入土

耳其境内实施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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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英国王室的官方微博客

$推特%账号上
!#

月
$"

日发出一条微博!其

中写道&$今天在科学博物馆为信息时代展

览揭幕令人愉快!我希望人们会享受参观" %

这段话后面的署名是$伊丽莎白'
2

%"

随后的一条微博揭晓了 $伊丽莎白'

2

%的身份&现年
33

岁的英国女王伊丽莎

白二世" 这是她首次亲自$发推%"

伊丽莎白二世当天在伦敦科学博物

馆为这场展览揭幕" 在
,##

多名宾客 $围

观%下!伊丽莎白二世摘下一只手套!在一

台平板电脑上打字并发出了微博" 英国王

室的官方$推特%账号随后发布了女王$发

推%的照片"

伊丽莎白二世的首条微博发出后!不

到
"4

分钟就获得了超过
"###

次转发"

在科学博物馆举办的信息时代展聚焦

与通信有关的技术突破!回顾了信息与通

信技术的发展历程" 伊丽莎白二世在这场

展览上发出了自己的首条微博! 也算是

$应景%"

事实上! 多数英国王室成员并不亲自

$发推%!而是由发言人或其他王室工作人

员代劳"

伊丽莎白二世在电脑上打字发出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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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边境城市艾因阿拉伯"又称科巴尼#已经遭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围攻一个多月&在东'南'西三面被围的情况下(这座城镇一

方面依靠美国等国空中援助遏制极端组织攻势(另一方面由城镇内

的库尔德武装力量坚守&

坚守力量中(一支库尔德$女子兵团%规模日益扩大(逐渐为外

界所知&库尔德武装官员说(这支$女子兵团%如今已经有
!

万多$战

士%(在抵御$伊斯兰国%武装的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

789:;<=>

艾因阿拉伯居民阿夫欣'科巴尼现年

$3

岁!一年多前还是一名教师" 在$伊斯

兰国%攻势持续#家乡面临威胁时!她果断

弃笔从戎!加入家乡保卫战"

$我因此(抗击)伊斯兰国*武装+失去

了不少朋友!我决定加入战斗"%科巴尼告

诉法新社记者!$这是我们的土地,,如

果我们不保卫它!谁会来保卫它- %

库尔德武装高级指挥官纳赛尔'哈

吉'曼苏尔说! 今年
"

月! 库尔德武装

决定成立一支由女性组成的武装部队 !

到现在规模已经超过
!

万人 ! 在对抗

$伊斯兰国 % 的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经过数月战斗磨炼!科巴尼已经成为

艾因阿拉伯一支武装分队的指挥官!统筹

领导下属男性和女性战斗人员" $我们和

男人一样!没有什么不同"%科巴尼说!$我

们(女性+可以胜任任何工作!包括武装行

动" %

曼苏尔披露!本月早些时候!一名女

战士在艾因阿拉伯郊外一处高地掩护同

伴撤退时!竭尽全力阻止极端武装!最后

引爆身上炸弹与
!#

名武装人员同归于

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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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德女子内斯林'阿卜迪现年
$#

岁!是一名医学院学生!来自中产阶级家

庭!本可以过稳定快乐的日子!却因为$伊

斯兰国% 威胁而毅然决定加入 $女子兵

团%"

英国.每日邮报/援引阿卜迪的话报

道!每名女战士都清楚!现在的每一天$都

可能是生命的最后一天%!$她们都知道如

果被)伊斯兰国*武装抓到会发生什么"对

一名女性来说!这意味着强奸!然后被砍

头%"

阿卜迪说!自己平时随身携带一支自

动步枪!如果遭遇极端武装人员!$我要么

会杀死他!要么打死我自己%"在阿卜迪看

来!$女子兵团%在抗击$伊斯兰国%的战斗

中意义重大! 因为他们非常看不起女性!

如果败给女性对手或者死于女性之手!他

们的精神世界将被摧垮"

阿卜迪说!为了达到这一效果!$女子

兵团%在较近距离的冲突中经常会用女性

特有的声调高吼一回!让极端武装了解到

女性的存在" $在他们(极端武装+的文化

中!女性就是奴隶!他们视女性为物品!其

生命毫无价值" %阿卜迪说!$对)伊斯兰

国*来说!被女人打死意味着无法进入天

堂!我们要激烈反抗!让他们知道他们将

被女性打死" %

土耳其政府
!#

月
$5

日证实!

$##

名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武装人员将经由土

耳其前往艾因阿拉伯!力求帮助当地库尔

德人击退这一极端组织" 据新华社电

每名女兵都清楚)$现在的每一天

都可能是最后一天" %

随身携带自动步枪) 要么杀死他(要

么打死自己&

近距离冲突中经常会用特有的声调

高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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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

月
!-

日宣布! 中国对

西非国家抗击埃博拉疫情提供第四轮援助"当天!中国援建利

比里亚埃博拉治疗中心项目先遣小组一行
*+

人从北京启程!

于
!#

月
!+

日晚抵达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

先遣小组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医疗管理局

副局长张疆带队!成员包括医疗卫生专家和基建工程师等"中

方将在利比里亚建设一个有着
*""

张床位的埃博拉治疗中

心!并开展相关的防疫和救治培训工作"

利比里亚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格里斯比代表利比里亚政府

对先遣小组表示热烈欢迎" 他说! 习近平主席刚刚宣布对非

提供新一轮抗击埃博拉援助! 中国援建利比里亚埃博拉治疗

中心的先遣小组就到了" 中国的援助措施快速# 高效# 落到

实处! 再次证明中国对非抗击埃博拉援助的承诺言必行# 行

必果"

格里斯比说!在当前埃博拉疫情依然严峻的形势下!中国

兴建和运营的埃博拉治疗中心将对遏制利比里亚的埃博拉疫

情起到重要作用!是对利比里亚抗击埃博拉疫情的巨大帮助!

利比里亚政府和人民对此深表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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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黎巴嫩军方
!#

月
!+

日说!

黎军队当天与激进武装成员在黎北部敏耶镇发

生交火!造成
+

人死亡#多人受伤"

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黎军队在当地老

市集和居民区与激进武装发生交火!打死两名激

进武装成员!打伤并逮捕多人" 军方一辆坦克被

火箭弹击中!造成
*

名军官死亡#两名士兵受伤"

此外!有两名平民在交火中丧生!

0

人受伤"

黎军方当天通过黎巴嫩电视台发表声

明说!军方会继续加强军事部署!直到$根除

恐怖分子%" 声明还呼吁民众积极配合军事

行动!并向军方报告任何可疑线索"

据悉!双方交火于
!#

月
!-

日!并逐渐发

展到附近地区" 黎军后续的增援部队封堵了

所有通向老市集的道路! 还派出侦察机在该

地区上空盘旋"与此同时!激进武装在黎巴嫩

北部城市的黎波里一逊尼派穆斯林聚居区绑

架了一名黎军士兵!要求黎军方解除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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