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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曝光“伊斯兰国”性奴交易恶行

一一包包烟烟就就能能带带走走一一个个女女孩孩

禾禾花花雀雀快快被被中中国国““吃吃货货””吃吃绝绝了了
30多年来禾花雀数量下降90%

大规模捕杀是主因

这篇刊登在《保护生物学》
杂志上的研究论文显示，自
１９８０年以来，禾花雀的数量已
经下降了９０％，并几乎从东欧、
日本和俄罗斯大片地区消失。

研究论文指出，禾花雀数
量锐减的主要原因是不可持续
的捕猎行为，尤其是在中国。虽
然中国早在１９９７年就禁止捕猎
禾花雀，但直到２０１３年，禾花雀
和其他鸣禽仍然遭到捕杀，流
入黑市，成为餐桌上的食物。

论文的第一作者德国明斯
特大学教授约翰内斯·坎普通
过国际鸟类联盟发表声明说，
禾花雀的消失速度可以与当年
美洲大陆的旅鸽相比。

美洲大陆的旅鸽曾经多达
５０亿只，由于大规模捕杀，世界
上最后一只旅鸽于１９１４年在辛
辛那提动物园去世，宣告旅鸽
这一物种的灭绝。

“大规模捕杀看起来是禾
花雀减少的原因。”坎普说。

吃鸟陋习屡遭披露

记者查询国内媒体报道发

现，近年来，国内有关食用禾花
雀的报道不时见诸报端，一些
中国人的吃鸟陋习似乎积习难
改。

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的资料
说：“1997年佛山‘禾花雀美食
节’被国家有关部门叫停，但黑
市依然存在，佛山一个黑市一
天之内就卖出了约1万只。由于
广东省内禾花雀资源枯竭，捕
鸟人向北迁移，2008年浙江省
一次行动就收缴了4 3 0 0只。
2012年，在中国北方某贸易市
场，数千只禾花雀被作为一种
家养宠物或者吉祥物出售，因
其雄性外形优美叫声悦耳而受
到欢迎。”

《新华每日电讯》２０１４年１２
月报道，飞往南方越冬的候
鸟——— 禾花雀成为广东一些食
肆酒楼的盘中大餐。报道称，当
地一些人有食鸟的习惯，认为
禾花雀有“滋补强壮”的功能，
称之为“天上人参”。很长一段
时间以来，禾花雀遭到了疯狂
捕杀。

环保人士呼吁，拯救候鸟
的范围应当进一步扩大，禾花
雀途经的中国省份应开展联合
行动，形成对捕猎及食用者的
高压态势。 据新华社等

印尼总统儿子结婚

请帖写明谢绝送礼

三年候审惨遭凌虐

美国少年自杀身亡

据新华社消息 美国官员８日
说，纽约州“倒霉”少年卡利夫·布劳
德于出狱两年后自杀身亡，年仅２２
岁。

家人６日在布劳德位于纽约市
布朗克斯区的住所内发现他的遗
体。布劳德的家人将他的死归咎于
监狱创伤。“他完全不能克服所受伤
痛与折磨，这一切源于他在监狱等
待审讯时经历的禁闭，”布劳德家人
说，“我们请求市长和每一名纽约市
民采取行动，确保布劳德的遭遇不
会在其他人身上重演。”

２０１０年，布劳德被指偷窃背包，
然后送入赖克斯岛声名狼藉的监狱
关押候审。布劳德坚称清白。三年
后，指控撤销，布劳德重获自由。

三年里发生了什么？美国《纽约
人》（又译《纽约客》）周刊报道，布劳
德在狱中被单独关押的时间有两
年，其间多次试图自杀。

《纽约人》所获的两段视频显
示：２０１２年，狱卒押送铐着手铐的布
劳德去洗澡，粗暴地把他推倒在地；
有囚犯朝布劳德的脸上吐口水，布
劳德还手，遭一群“狱友”痛殴。

五年前，布劳德被指偷窃，关押
三年，从未受审，但在狱中没少挨拳
打脚踢。出狱后，他一直无法摆脱创
伤带来的严重抑郁，成为医院常客。

《纽约人》在布劳德生前对他的
遭遇展开系列报道，引发舆论关注，
甚至推动纽约市长比尔·德布拉西
奥考虑改革，以减少未成年人在监
狱所受暴力攻击，终止对他们的禁
闭。

“布劳德的遭遇让赖克斯岛监
狱发生了许多变化，”德布拉西奥
说，“我希望，深深地希望，他没有
死，我们没有失去他。”

赖克斯岛监狱是美国最大市政
监狱之一，日均在押人员近１．４万，
其中大部分嫌疑人处于羁押候审状
态。美国检察官去年承认，部分监狱
内有根深蒂固的监狱暴力文化，狱
卒会过分欺辱未成年囚犯。

本报讯 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
的长子11日将迎娶相恋多年的选美
皇后女友。佐科表示，他的家族不接
受任何宾客的礼物或捐赠。

据台湾媒体6月9日报道，佐科
的长子吉伯朗即将娶妻。佐科在8日
表示，他在婚礼邀请卡上已阐明，他
的家族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礼物或
捐赠，如果任何宾客给予礼物，一定
会被拒绝。

婚礼筹备委员会表示，婚宴除
了接待官员和友好国家大使，也会
邀请民众参与。民众将分三个梯次，
共邀请4000人参与婚礼。婚宴在佐
科的老家梭罗市举行。

梭罗市警方表示，军警将与负
责总统安全的部门合作，届时将会
派驻600多名警员，确保婚礼安全。

很少在媒体面前曝光的吉伯朗
已与其女朋友席薇·安娜达交往近
六年。现年27岁的吉伯朗在梭罗市
经营一家餐饮公司。26岁的席薇曾
是2009年“梭罗小姐”选美比赛冠
军，原本任职于梭罗当地一家银行，
在两人公布婚讯后，她已辞去银行
的工作。

据报道，佐科自去年10月底就
任印尼总统以来，其第一家庭低调
平实的作风获得媒体赞扬。虽然印
度尼西亚第一家庭已表明这场婚礼
不会过度铺张，不过，这桩喜事势必
成为印度尼西亚媒体高度关注的焦
点。 据环球网

这是一场关乎

女性身体的战争

在5月，班古拉还曝
光了“伊斯兰国”的一项
暴行：一名20岁的年轻
女子因为拒绝“伊斯兰
国”的一项极端性虐，而
被活活烧死。

雅兹迪女性身处
险境。“伊斯兰国”把她
们当成崇拜魔鬼的背
叛者，认为她们活该被
强奸、成为性奴。

对于那些临时得
到照看的女孩，班古拉
告诉她们：“他们设法
抹杀你的人性，我们必
须竭尽所能不让他们
得逞。我们将成为你的
后盾，提供建议，帮你
入学，帮你找回自己。”

班古拉说：“我们
需要人道主义增援。在

‘伊斯兰国’，有来自
1 0 0 多个国家的超过
40000名男性使用残忍
的性暴力作为实施恐
怖统治的策略。我们也
需要100多个国家的支
持，来应对后患。”

性暴力受害者需
要合格的医疗支持和
心理辅导，班古拉呼吁
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斯
兰国”虐待女性问题采
取行动。联合国一个专
门工作组将前往当地，
研究帮助性暴力受害
者的具体方案。

班古拉说：“这是
一场关乎女性身体的
战争。”

本报记者 张文
编译

22001133年年被被列列“濒濒危危物物种种”

根据国际鸟类联盟的介绍，禾花雀学名黄胸鹀，属于小
型鸣禽，在喜马拉雅山以北繁殖，每年迁徙至东南亚温暖地
区越冬，途经中国东部地区。国际鸟类联盟称，在越冬地，禾
花雀晚间喜欢群居，易于偷猎者用网捕捉。

由于禾花雀数量锐减，国际自然保护联合会２０１３年将
其列为“濒危物种”。国际鸟类联盟官员说，为改变禾花雀数
量减少的趋势，需要让人们意识到食用野生动物的后果，同
时需要更为有效的执法。 据新华社

根据９日发布的一篇研究论文，禾花雀曾经是亚洲和欧洲地区数量最多的鸟类之一，但由于一些中国人的
吃鸟陋习等原因，这种鸟类正面临灭绝的危险。

新闻链接

被掳女性成“货源”

联合国秘书长武装冲突中
性暴力问题特别代表扎伊娜
卜·班古拉８日接受媒体记者采
访，揭露“伊斯兰国”性暴力恶
行和性奴市场内幕。

班古拉今年４月分别前往伊
拉克和叙利亚，调查“伊斯兰国”

性暴力罪行，并起草一份行动计
划。调查过程中，她与多名逃离

“伊斯兰国”魔爪的女性和未成年
少女谈话，倾听她们的悲惨遭遇。

根据班古拉的调查，“伊斯
兰国”武装人员攻陷某一地区
后，就会掳走当地年轻女性，充

当性奴市场“新货源”。
目前尚不清楚被“伊斯兰

国”掳走女性的确切数据。班古
拉说：“这些武装人员占领一
地，就会绑架那里的年轻女性。
这样，性奴市场就有了新女
孩。”

每个女孩“标价”不一

班古拉说，“伊斯兰国”性奴
市场中，每个女孩“标价”不一，便
宜的仅用一包烟就能换走。

班古拉讲述了一些被掳女
性的遭遇，其中许多女性为雅
兹迪教徒。雅兹迪教徒是伊拉
克少数族群，多聚居在伊拉克

北部尼尼微省的辛贾尔镇和拜
希卡镇。

班古拉说：“她们被掳走，
关在一间屋子里。超过１００个女
孩被强制脱光、洗澡。”而后，这
些女孩被带到男性武装人员面
前，由他们“定价”。

一名１５岁的女孩告诉班古
拉，自己被卖给“伊斯兰国”一
名头目。这名５０多岁的男子拿
出手枪和棍子，问她选哪个，女
孩回答“手枪”，这名头目称“我
买你可不是为了让你自杀”，随
后施暴。

成为招募“奖品”

除在性奴市场交易，“伊斯
兰国”还把这些年轻女孩作为

“奖品”，吸引外国武装人员加
入。

班古拉说：“他们这样吸引

年轻男性：我们这里有年轻女
子等着你们，你们可以娶她们
为妻。外国武装人员已成为这
一极端组织的中坚力量。”

联合国一份最新报告显

示，目前有近２.５万名来自１００多
个国家的武装人员加入“伊斯
兰国”作战，其中多数前往叙利
亚和伊拉克。

据新华社

联合国一名特
别代表８日说，极端
武装“伊斯兰国”在
其控制地区性暴力
犯罪猖獗，开设交易
市场买卖未成年少
女 ，一 些 女 孩 甚 至

“ 拿 一 包 烟 就 能 带
走”。

声
音

6月8日，班古拉
在联合国总部接受采
访。

繁殖区

非繁殖区

● 现 状 ：濒 临 灭

绝，自1980年后，数

量锐减90%。

●主要威胁：来自

中 国 和 东 亚 黑 市

的非法捕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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