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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点击数千华侨华人抗议旅法侨胞接连遭劫遇抢
新华社莫斯科8月22日电 在行军过程中，

队列中的高技术装备和步兵一旦受到敌人从地

面和空中发动的偷袭，便容易遭受严重损失。为

此俄罗斯专门研制了反击这两种袭击的最新式

“短号－EM”导弹，该武器日前已通过所有“入伍

体检”。

据这家设计局的专家介绍，在行军时，“短

号－EM”会完全隐藏在俄制“虎”式装甲车内，尽

管这种车辆的装甲只能防护大口径狙击步枪和

新式突击步枪的打击，但该导弹的作战原则是快

速反应，力争先发制敌。

“短号－EM”最远射程10公里，与上一代“短

号”导弹相比远了一倍，打击精确度提高了4倍。

此外，该导弹的发射系统还支持遥控模式，操控

人员可在距其发射架50米以内，用小型操控台发

射导弹。

俄“双反”导弹通过测试
专门保证行军安全新华社巴黎8月22日电“反

暴力！要安全！”

当地时间21日下午，数千名

华侨华人在巴黎北郊的奥贝维利

耶市举行示威游行，呼吁当地政

府切实改善治安。这是法国总统

奥朗德2012年上任以来，旅法华

界为呼吁改善治安开展的规模最

大的一次示威游行。

示威活动的导火索是今年8

月7日，一名旅法侨胞在巴黎以北

的奥贝维利耶市街头遭遇暴力抢

劫受重伤，后因伤势过重不幸离

世。去年底到今年初，大巴黎一

些地区针对华侨华人的抢劫案件

频繁发生，尤以塞纳�圣但尼省奥
贝维利耶市最为严重。今年1月3

日傍晚，奥贝维利耶市街头短短

一个半小时内就发生了3起抢劫

案，受害者均为当地华人；2月份，

奥贝维利耶市发生多起针对华人

的入室抢劫案件；7月14日法国国

庆节前夕，奥贝维利耶市又发生

北非青年枪击华人的恶性事件

……

“面对这样的治安情况，我实

在忍无可忍。”在奥贝维利耶市生

活多年的华人柯海慧告诉记者，

她自己就有在当地遭遇抢劫、被

抢匪打成“熊猫眼”的经历，而法

国警方不仅未能为她讨回公道，

反而说出“你可以搬走”的风凉

话，令她倍感委屈。

一位参与游行的华人妇女

说，以前在奥贝维利耶遇上偷盗

抢劫，基本是劫财不劫命，可现在

不仅劫财还伤人致死，“真是太可

怕了！”

记者注意到，不少示威者身

穿统一特制的白色T恤，正面写着

“停止沉默”，反面是“暴力袭击：

谁是下一个受害者”。有人拉起

横幅，上书“安全！自由！平等！

博爱！”将“安全”放在法国立国之

本的格言前。示威者还发表演

讲，诉说日益恶化的治安环境，申

明“反对暴力、要求安全”的主张，

提出增设警力和监控摄像等具体

诉求。

法国主流媒体纷纷关注当天

的抗议活动。其中《费加罗报》指

出，奥贝维利耶市最近一年内针

对华人社区的暴力抢劫和偷盗案

件猛增两倍，市长马里亚姆�德尔
卡维坦言，亚裔人容易成为暴力

袭击的受害者。该报引用一位在

当地居住30年的法国居民的话

称，多年来深受种族主义欺凌的

华侨华人们“给我们上了一堂

课”。据法国电视台报道，今年8

个月来奥贝维利耶市发生了105

起暴力袭击案，令人难以置信。

以奥贝维利耶为代表的街区

治安状况恶化、针对华人的暴力

案件增多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一方面，法国近年来经济疲软，失

业率居高不下，不少处于社会底

层的阿拉伯裔或非裔青年经济拮

据，加之所受教育有限，难免铤而

走险；另一方面，华人喜爱携带现

金、受害后报案较少、在政坛缺乏

代表力量等特点，也使得自身容

易成为暴力袭击的目标。多位华

侨华人代表反映，解决华人易受

袭的难题需多管齐下，首先侨界

需积极自发组织维权活动，另外

需鼓励年轻华裔积极在法国参政

议政，同时我外交部门积极发挥

领事保护职能也至关重要。

法国亚裔联盟主席孙文雄认

为，为改变生存状态，华人在法国

必须积极参政。他强调，在法国，

犹太族裔的安全之所以受重视，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从政人

多。“无论从安全还是发展角度考

虑，我们都需要鼓励华裔，特别是

年轻人去参政议政。”

据新华社平壤8月22日电 朝

鲜外务省发言人22日发表谈话，

谴责韩美“乙支自由卫士”联合军

演，称军演再次给朝鲜半岛带来

“一触即发的核战争危险”。

据朝中社报道，这名发言人

说，韩美不顾朝鲜屡次警告，强行

进行“乙支自由卫士”大规模联合

军演，这一举动是以对朝鲜发起

先发制人核打击为目的的严重军

事挑衅，也对地区和平与稳定构

成了挑战。

发言人还说，当前，美国向朝

鲜半岛及周边地区派遣战略轰炸

机，并将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

系统，将不安定的半岛局势进一

步推向战争，这是无法容忍的犯

罪行为。

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部发言人

当天也发表声明，表示朝鲜人民

军将维持长期决战态势，能够对

投入军演的所有敌人攻击手段进

行先发制人报复性打击。

韩美联合司令部 22日宣

布，2016年度韩美“乙支自由卫

士”联合军演于当天上午正式在

韩国境内启动，军演将持续至9

月2日。韩联社援引韩美联合

司令部消息报道说，此次演习是

以防御为主的年度例行军演，旨

在提高韩美同盟的战备态势和

区域防御水平，维持朝鲜半岛稳

定。

报道说，此次军演为指挥所

演习，不进行野外机动训练。韩

方和美方各派出5万余名和2.5万

余名军人参加演习。韩军与去年

规模相当，而美军略少于去年的3

万余名。此外，澳大利亚、加拿

大、哥伦比亚、丹麦、法国、意大

利、菲律宾、英国、新西兰等9个国

家参与此次演习。

报道说，此次军演将启用“作

战计划5015”，包括如半岛出现紧

急情况，将对朝鲜核及导弹设施、

基地采取先发制人措施等内容。

据悉，韩美联合司令部已于

当天上午向朝方口头通报了此次

军演的日程、目的等，称演习不具

挑衅性。

从1975年开始，韩美两国每

年举行“乙支焦点透镜”联合军

演。从2008年开始，联合军演改

名为“乙支自由卫士”。

另据韩联社报道，为配合“乙

支自由卫士”联合军演，韩国空军

还于本月19日至26日举行“翱翔

鹰”大规模全境综合战斗训练，

530余名空军将士以及F－15战

斗机、E－737空中预警机、C－

130运输机等60多架飞机参与，

演习内容包括为应对朝鲜导弹威

胁采取先发制人的“紧急航空隔

断”等。

朝鲜称韩美军演给朝鲜半岛带来核战争危险

玩捉精灵手机游戏
致泰国交通事故频率上升
新华社曼谷8月22日电 泰国首都曼谷警方

21日下令，严禁摩托车司机和行人在10条主干道

上玩“口袋妖怪GO”手机游戏，以减少交通事故。

据当地媒体22日报道，“口袋妖怪GO”自8

月6日登陆泰国后持续火爆。近期，一些人沉迷

于这款捉精灵游戏，即使驾车或过马路也依然盯

着手机屏幕，致使主干道交通事故频率上升，243

名肇事摩托车司机被捕。

曼谷警察局长沙匿�玛哈他旺21日说，将有
50名警察在10条主干道上巡逻，违反禁令者将

被拍照并被拘留。如果摩托车司机在行车中玩

游戏并阻碍交通，将被处以1000泰铢（约合193

元人民币）罚款。行人违法也将面临罚款。

▲印度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 8月21日，在
印度东部比哈尔邦的达纳布尔，人们在洪水泛滥
的街上抬着一位老人，准备将其转移到安全地
带。因为连日降雨，印度比哈尔邦和北方邦的部
分河流已经超过警戒水位。 （据新华）

环球浏览

叙利亚政府军与库尔德武
装8月21日在叙东北部省份哈
塞克达成停火协议，双方同意从
当天下午5时开始正式停火，并
将于8月22日展开进一步对话。

基辅消息：乌克兰外交部政
治司司长马克耶夫8月22日对
媒体说，虽然乌俄关系严重冷
却，但乌克兰并不打算断绝与俄
罗斯的外交关系。 （均据新华）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
斯坦利�费希尔8月21日表示，美
联储正接近实现充分就业和价格
稳定两大政策目标。但他没有就
未来加息时间点发表评论。

本报讯 8月22日上午8时，永
宁镇40名优秀企业员工及家属开启

“古卫城亲子之旅”，通过走访永宁各

大景点，感受古卫永宁的魅力。记者

获悉该活动由石狮市总工会、永宁镇

总工会主办，石狮日报社、厦门航空

国际旅行社石狮营业部承办，旨在关

怀外来留守儿童，让外来务工人员及

其家属了解永宁、热爱永宁。

“这是我第一次到永宁六也

亭，我觉得这栋房子又大又漂亮。”

活动中，一位二年级的小朋友告诉

记者，他的爸爸是永宁黎祥食品的

人事总监，由于他在老家读书，只

能放假的时候到永宁与爸爸相聚，

马上就要开学了，能在回老家前和

爸爸一起出游，他觉得非常开心。

当天，在专业导游的带领下，40名

优秀企业员工及家属登宝盖山、游

姑嫂塔、走访杨家大楼、参观古卫

城文化驿馆、永宁城隍庙、永宁老

街等景点，并在永宁古卫城城楼前

开展放飞风筝亲子互动活动。虽

然当天天气炎热，但挡不住大家游

玩的热情，不少参与者在活动结束

时表示意犹未尽，希望明年工会还

能再次举办类似活动。

“本次活动主题是‘欢乐暑假，

幸福家庭’，因为永宁本就是历史

文化底蕴深厚的旅游景区，因此我

们特地设计了这次古卫城亲子之

旅。”据永宁镇总工会工作人员介

绍，利用假期孩子们与父母团聚的

宝贵时间开展活动，以更好地关爱

外来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同时能

进一步加强职工、职工家属与企业

的情感交流，增进职工对企业的归

属感，构建和谐的企业大家庭和职

工小家庭，营造有利于职工安心工

作、快乐生活、家庭幸福的良好氛

围。（记者 占婷 郭雅霞 通讯员

蔡国栋 庄一松）

本报讯“不仅可以参加免费
体检，而且还能抽大奖。”8月22日，

记者在宝盖镇一些村居走访时，一

些育妇高兴地说道。原来，宝盖镇

卫计办、计生协会正联合宝盖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开展育龄妇女免费

健康体检及妇科病普查普治活

动。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提高广大

育妇的参与热情，该镇还给参加活

动的对象分发一张刮奖卡，当场刮

奖，就有机会获得一份价值498元

的健康体检套餐。

据悉，宝盖镇此次开展的育龄

妇女免费健康体检及妇科病普查

普治活动从8月15日开始，为期近

一个月。为了确保活动有序开展，

活动以工作片为单位，在四个工作

片先后展开，每个工作片各安排一

周时间。记者从宝盖镇卫计办获

悉，辖区育龄妇女只要携带《计划

生育宣传服务证》或身份证到宝盖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楼，即可免费

参加活动，并参与抽奖。

（记者 林智杰 通讯员 邱红棉）

本报讯 为了推进黄标车淘汰

报废、环保违规建设项目认定备案、

石板材加工场所取缔等工作，祥芝镇

制定了任务安排表，明确镇村两级责

任人，并认真做好跟踪监督。这是8

月19日，记者从祥芝镇获悉的。

祥芝镇高度重视黄标车淘汰

报废、环保违规建设项目认定备

案、石材加工场所取缔等生态环保

工作。日前，该镇召开环保工作专

题推进会，传达上级有关会议精

神，就当前的工作重点进行再强调

与细化安排。镇主要领导、各片片

长、镇挂村领导、各下村干部、镇规

划建设办负责人、镇经济发展中心

负责人、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

镇环保站工作人员、各村主干，邀

请生态环境保护局、交警中队、派

出所、边防所、电力公司等单位相

关人士参加会议。会上，镇主要领

导要求，镇村两级要提高认识，抓

好落实，明确责任，加快推进工作

任务的完成。

（记者 李琳毅 通讯员 纪慧珍）

本报讯 蚶江镇石渔村自8月19日启动新一轮

海丝申遗点环境整治工作以来，该村掀起了环境整

治热潮，清理港口大道进村路至渔业码头公路两侧

17000平方米；拆除临时建筑物5处，清理海边杂

土、垃圾、海漂及堆放的乱石12500平方米。

（记者 兰良增）

本报讯 8月19日上午，湖滨街道仙迹社区组织

巡防队，开展夏季消防演练，提高巡防队伍的应急

能力。活动现场，巡防队员对社区内的消火栓逐一

进行安全检查，并进行火场疏散、干粉灭火、水龙灭

火等实战技能演练。通过此次活动，有效地提高了

巡防队员的消防应急救援能力，进一步增强了社区

居民的消防安全意识，为构建平安社区提供了有力

保障。

（记者 林珊雅 通讯员 吴志强）

本报讯 8月22日，记者从灵秀镇灵狮村了解

到，作为石狮市“新型社区”建设重点村，灵狮村两

委把改造村间道路和绿化背街小巷、闲置空地作为

今年的重点建设项目，预计需投入建设资金约500

万元。值得一提的是，该村海内外乡贤积极投身村

落建设，踊跃为各项目建设出资出力。

据介绍，早在1991年，在旅菲侨亲蔡维缓先生

之子蔡金城先生和旅菲侨亲蔡玉平先生的热心捐

资及大力发动下，灵狮村主干道维缓路得以修建。

不仅如此，早在上世纪70年代，蔡维缓先生回乡探

亲时，发现乡村照明问题困扰着村民的日常生活。

于是，他慷慨捐资，兴建输电设施，开启全村电力照

明新史，把光明送进千家万户。此外，蔡维缓先生

及其家族长期助力村落公益事业，在医疗、教育、基

础设施建设等方面不遗余力予以支持。

“经过20余年的使用，如今维缓路已崎岖不平，

亟待修建改造。”灵狮村党支部书记蔡荣铁说，得知

这一情况后，蔡维缓先生的孙子（蔡金城之子）蔡荣

幸先生极力赞同翻建维缓路，以延续祖父辈的公益

心愿。据悉，维缓路的修建预计总投资130万元，其

中市政府财政拨款70%，蔡荣幸先生乐捐40多万

元。

今年，灵狮村还将硬化全村的背街小巷，新增排

水和排污设施，绿化闲置空地。这些项目得到海内

外乡亲的大力支持，其中旅菲侨亲蔡万里、蔡文艺、

蔡清演、蔡健仪及本村村民邱允平等热心村民踊跃

捐款，同时得到本村乡贤蔡佳定、蔡剑锋、蔡清章、蔡

尔焕、蔡尔宗、蔡维箱等的大力支持。

据介绍，在海内外乡亲的共同推动下，灵狮村

正加快“新型社区”建设，着力改善村容村貌，让村

民早日享受到“新型社区”的建设成果。

（记者 杨德华 通讯员 蔡荣挺）

永宁给外来务工者送福利

组织优秀员工“古卫城亲子之旅”

宝盖育妇免费体检还能抽大奖

祥芝召开环保工作专题推进会 灵狮海内外乡亲合力
推进“新型社区”建设

石渔村掀起环境整治热潮

三天清理近3万平方米

仙迹社区举行消防演练

提升巡防队伍应急能力

主办：市卫计局 市计生协会

承办：石狮日报社

人口与计生之窗

协办：
凤里、湖滨、灵秀
宝盖、蚶江、永宁
祥芝、鸿山、锦尚

计
生
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