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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发英文版

车祸制造“指南”

据新华社专电 “阿拉
伯半岛基地组织”近期发布
一份英文版杂志，指导极端
武装人员如何搞破坏。“基
地”这一分支在杂志的“圣
战开放资源”板块中介绍制
造车祸的具体手法、指导武
装人员点燃停放车辆甚至
包括避免自身沾上汽油。

这份杂志还列出一份
11人名单，鼓动武装人员
以他们为袭击目标。这些人
均为西方国家公共人物，包
括引发争议的小说《撒旦诗
篇》作者萨尔曼·拉什迪、荷
兰政治家海尔特·维尔德斯
和索马里裔荷兰人阿亚安·
希尔西·阿里、焚烧《古兰
经》的美国牧师特里·琼斯。

综合新华社消息 在埃及当
地提供协助的香港特区入境处人
员表示，热气球事故中最后3名遇
难者已通过DNA测试确认身份，
当局会同保险公司、埃及医疗运送
队和中国驻埃及使馆紧密联系，尽
快移送遗体返港。

中国驻埃及大使宋爱国在与
埃及旅游部长会面后表示，非常重
视这一事件，外交部派工作小组到
开罗提供协助，过去几天内使馆、
香港特区政府工作人员及埃及各
部门广泛接触，争取加快善后工作
取得进展。

宋爱国说，9名遇难港人的身
份已获确认，大使馆会争取尽快将
9人遗体运回香港，同时督促事故
调查报告及妥善解决善后。

来自香港的10名遇难者家属
2日在卢克索热气球爆炸事故现
场举行拜祭仪式，悼念在事故中死
亡的9名亲人。

这10名家属分别来自3个不同
的家庭，他们于当地时间2日中午1
时前后抵达卢克索，随后在下午3
时前往现场拜祭。埃及方面在现场
布置了中国和埃及两国国旗，家属
献上随身携带的鲜花等祭品，焚香
寄托哀思。

一个载有21人的热气球上月
26日在埃及旅游城市卢克索上空
爆炸，来自香港、日本、法国和英国
等地的19名游客遇难，其中包括9
名香港人。

埃及热气球事故后续

9名遇难同胞
身份全部确认

3月2日，在埃及卢克索，中
国香港遇难者家属在事故现场向
遇难者上香默哀。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专电 埃及
最高上诉法院3日宣布，定
于 4月 13日开始重新审理
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
穆巴拉克的两个儿子贾迈
勒和阿拉同时将因腐败罪
名指控而接受重审。

穆巴拉克现年 84岁，
2011年年初下台。就镇压
示威者一案，他和前内政部
长阿德利去年被法院判处
终身监禁。今年 1月，最高
上诉法院接受穆巴拉克和
阿德利上诉，下令重审。

法院去年同时裁定，因
诉讼时效已过，对穆巴拉克
父子的多项贪腐指控不予
追究。今年1月，穆巴拉克再
次被曝腐败，涉嫌接受《金
字塔报》大约700万埃及镑
(约合100万美元)礼物。

埃及下月重审

穆巴拉克

本报讯 据美联社 3
月 1日报道，贝拉克·奥巴
马同父异母的哥哥马利克·
奥巴马将在 4日的肯尼亚
全国选举中竞选县长。

马利克在接受电话采
访时说，他无法回避自己的
名字以及与弟弟的血缘关
系。马利克称，他觉得人们
都想知道谁是贝拉克·奥巴
马总统的哥哥。受到奥巴马
2008年竞选活动的启发，
马利克的一个竞选口号也
是“改变”。

4日是肯尼亚自2007年
大选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
选举的日子。2007年的肯尼
亚大选造成大规模部族冲
突，导致1000多人死亡，60
万人流离失所。（钟新）

肯尼亚的奥巴马

将竞选县长

据新华社专电 去年
底退出韩国总统选举的独
立候选人安哲秀4月将竞选
韩国国会议员。熟悉安哲秀
的无党派国会议员宋皓彰3
日在国会举行的一场新闻
发布会上说，安哲秀将于本
月10日回国，正式宣布参加
定于4月24日举行的首尔芦
原丙选区国会议员补选。

安哲秀现年 50岁，上
世纪90年代创办韩国知名
杀毒软件企业“安哲秀研究
所”。他去年 9月宣布参加
总统选举之后又退出总统
选举，继而支持主要反对党
民主统合党总统候选人文
在寅。

韩大选“黑马”

或参选议员

东京农工大学和北海道大学的研究小组２日宣布，他们经
调查发现，福岛县的某些生物所含放射铯浓度严重超标。在核
泄漏的阴影笼罩下，包括郡山市在内的福岛受灾地区出现了一
种被称为“核离婚”的社会现象。

“3·11”大地震已经过去近两年

福岛灾区“核离婚”涌现

福岛生物铯超标

东京农工大学和北海道大学
的研究小组２日宣布，该小组去年８
月在福岛第一核电站以西约４０公
里的二本松市采集生物样本，测量
了放射性铯１３７的浓度。

结果发现，这种放射铯的浓度
在每千克蛙类样本中为２３９７贝克
勒尔至６７３２贝克勒尔，在小河蟹样
本中为２８４３贝克勒尔。日本政府制
定的一般性食品放射性标准值仅
为每千克样本１００贝克勒尔。

东京农工大学副教授五味高
志指出，考虑到土壤和河流中放射
物移动和食物链因素，与核泄漏相
关的放射物对生物的影响有可能
因时间推移而显现。

孕妇曾逃离家乡

42岁的野村健二（音译）和妻子
爱子居住在福岛县郡山市。2011年3
月福岛核电站发生爆炸及核泄漏
时，爱子刚刚怀上第二个女儿琴江，
在忍受了一周后决定带着大女儿
樱子离开郡山市。

20岁起就在当地邮局工作的
健二很不高兴，他觉得这个时间离
开同事就像逃兵。爱子说：“郡山市
的一些人宣称，如果所有人都要死，
那么也应该死在一起。”

对爱子来说，即将生产又不得
不带着大女儿樱子以“核事故难民”
的身份在外地生活，让她濒临崩溃，
两人的婚姻出现了危机。

为食品安全争吵

琴江出生后，爱子回到郡山市。
野村夫妇在无法搬离郡山市的情
况下，“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确保孩子

不受到核辐射的危害”。
他们出门尽量开车，必须步行

时则戴着口罩；晾晒衣服都选择在
室内进行；不食用任何当地出产的
大米、蔬菜、鱼类等；两个女儿在外
玩耍时禁止触摸各种事物。

当地居民已经不再相信政府
了，尤其是当政府宣称安全的牛
肉、大米和蔬菜被测出辐射程度
严重后，食品安全方面的信息矛
盾已经让野村夫妇发生过无数次
的争吵。

婚姻问题普遍存在

过去两年间，类似的阴影同样
笼罩在福岛县200万居民身上，当
地夫妻不和的现象广泛存在，甚至
拥有了一个专门的称谓：“核离婚”。

尽管尚没有确切的统计数据，
但当地岩木明星大学临床心理学
教授久保法子确认，已经有许多“核
离婚”的案例。

“人们长期生活在一定水平的
焦虑中，当裂缝出现时，他们已经没
有足够的力量去修补相互之间的
关系。”她说。

许多夫妻因为种种争执而离
婚，例如是否应该继续留在这个地
区、核辐射的危险该怎么理解、是否
能够安全怀孕、怎样保护孩子等等。

“当人们在
这 些 敏 感
问 题 上 出
现 意 见 分
歧时，往往
没 有 折 中
的 方 式 能
够 解 决 争
议。”

综 合 新
华社、《新闻
晚报》消息

灾难发生后人们团结起来
互助的“灾后蜜月期”已经结
束，取而代之的是长期的心理
创伤。人们开始在这个地区看
到越来越多的自杀、抑郁、酗
酒、赌博以及家暴等问题。

年轻人也无法幸免，2012

年末，福岛县儿童的肥胖率首
次登上日本“头名”，而主要理
由就是为了避免辐射而长期

逗 留 在 室
内 ，以 及 家
长为此提供
的“ 安 慰 性
饮 食 ”随 之
增加。

最严重
的问题还在
于 ，日 本 社
会对福岛居
民的歧视问
题正处于不

断提升的阶段。这种歧视甚至
可以与二战时期广岛和长崎
被美军原子弹轰炸后的情况
相提并论：当地男性找不到工
作，女性嫁不出去，唯一的原
因就是外界担心他们是“被污
染的”。

据悉，东京的一家妇产科
医院甚至建议一个新妈妈不
要让居住在福岛县的父母探
望他们的外孙。对于灾区女性
的偏见是最普遍的：媒体和网
络上有大量关于她们的负面
评论，甚至暗讽她们是“损毁
的人”，尤其是在生育方面。

去年，日本著名的反核分
子池屋芳文曾在公开场合发
表过一番言论，宣称“福岛的
居民不应该怀孕，因为他们的
孩子畸形率将非常高”，由此
足以见到外界对灾区居民的
歧视。

福岛居民饱受歧视

野村一家

格

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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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在郡山引起恐慌。（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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