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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司法部长巴尔12日说，

围绕被控性侵和拐卖少女的美国

亿万富翁杰弗里�爱泼斯坦在狱中
死亡一事，关押爱泼斯坦的纽约大

都会惩教中心存在“严重违规行

为”，需要彻底调查。

巴尔当天在新奥尔良一个会

议上说，他对狱方未能妥当保护爱

泼斯坦人身安全感到“震惊和愤

怒”，司法部正在就此深入调查。

他同时表示，爱泼斯坦涉嫌性

侵案远未结束，联邦检方将继续调

查，重点是“参与、帮助爱泼斯坦拐

卖未成年少女”的共犯。“任何共谋

者都不应被轻易放过，受害者将得

到正义。”

爱泼斯坦今年7月6日在美国

新泽西州被捕，联邦调查局特工在

其位于纽约曼哈顿的住宅中发现

大量淫秽照片。纽约联邦检方随

后起诉他进行性交易及合谋拐卖

未成年女性，但爱泼斯坦拒绝认

罪。8月10日，爱泼斯坦在狱中死

亡，警方初步推断系自杀。

爱泼斯坦之死受到美国舆论

关注，并引发各种猜测。据报道，

他生前致富轨迹诡秘，长年与名流

权贵交往，“金权交易”谜团甚多。

有报道说，爱泼斯坦死前，狱方停

止对他进行防自杀监视，与他同室

的囚犯被转移，两名连续加班的看

守被调走数小时。

大都会惩教中心位于纽约曼

哈顿，由美国司法部下属联邦监狱

管理局负责运营。

（新华）

据伊拉克内政部官员消息，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南部一处军火
库12日晚发生爆炸，造成附近数
名平民受伤，军火库所在基地内
部伤亡情况尚不清楚。

这名官员说，目前还没有基
地内人员伤亡报告，但爆炸产生
的碎片造成基地外数名平民受
伤。当地居民表示当晚听到连续
爆炸声，并看到爆炸产生的滚滚
浓烟。 （新华）

在东南亚地区，登革热疫情

几乎年年有，但今年的来势格外

凶猛：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

国病例数大幅超过去年同期，且

丝毫没有减缓迹象。对此，各国

纷纷采取发布警报、积极灭蚊、

加强防控等应对措施，力争打赢

这场抗击登革热的硬仗。

菲律宾如今已成为今年东

南亚地区登革热发病人数与死

亡人数最多的国家。该国卫生

部数据显示，截至7月27日，菲

律宾今年已登记超过16.7万例

登革热病例，较去年同期高出

96%。截至7月20日，已有622

人因感染登革热死亡。

越南今年登革热病例数也

已突破10万。据越南卫生部统

计，截至7月29日，越南登革热

病例已超过10.5万例，是去年同

期的3倍以上，其中至少10人死

亡。

马来西亚官方统计数据显

示，该国今年登革热病例数已超

8.2万，截至8月4日，死亡人数

达到113人。

孟加拉国今年登革热病例

数已超过4.3万例，致死40人。

按照官方最新数据，10日上午8

时至12日上午8时，两天的新增

病例数超过4400例。

老挝登革热感染和致死人

数也在不断攀升。该国卫生部

宣布，截至8月11日，老挝今年

登革热病例已超2.2万例，致死

53人。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登革热

发病率近几十年在全球大幅度上

升，其中美洲、东南亚和西太平洋

区域受影响最为严重。促使登革

热加速蔓延的因素有很多，包括

城市化、人口和物资快速流动、适

宜的气候条件以及缺乏受过专业

训练的医护等领域的工作人员

等。

今年初，世卫组织已将登革

热列为2019年全球健康面临的

十大威胁之一。面对持续蔓延

的疫情，东南亚各国均予以高度

重视，积极采取应对措施。（新

华）

环球点击登革热来势汹汹 东南亚各国加强应对

环球博览

新华社悉尼8月13日电 中国驻悉尼

总领事馆13日发布新闻公报说，澳大利亚

悉尼市中心当天下午发生一起一名男子持

刀伤人事件，导致多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

中国女性公民，目前无生命危险。

悉尼所在的新南威尔士州警察局发表

新闻公报说，当地时间下午2时左右，警方

接到报警，悉尼中央商务区有一男子持刀

行凶。行凶男子已被警方逮捕。

新南威尔士州警察局局长米克�富勒
对媒体表示，据初步调查，行凶者没有同

伙，且和恐怖组织无关。该男子有精神疾

病史，且受到恐怖主义思想影响。目前警

方正在进一步调查持刀伤人事件的具体性

质和原因。

伊拉克首都南部
一军火库发生爆炸 新华社华盛顿8月12日电 美国联邦政府12

日发布限制合法移民新规定，提高移民在美长期

合法居留经济门槛。这项规定将于今年10月15

日生效。

根据规定，申请移民美国的外国公民如未达

到规定收入标准，或在美国任意三年内领取公共

福利超过一年，将被视为“公共负担”。凡被发现

可能成为“公共负担”的外国公民或被禁止进入

美国或调整移民身份。

白宫当天发表声明说，这项规定将有助于确

保移民在经济上实现自给自足，而不是依赖美国

公共福利，从而维护美国公民利益。

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等州政

府表示将就这一争议规定状告联邦政府。

美国联邦政府出台
限制合法移民新规

8月13日，患者们在菲律宾一处登
革热应急医疗站接受治疗

美官方：狱方在爱泼斯坦死亡事件中严重违规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签署命

令，为在近日发生的一起火箭发
动机试验爆炸事故中伤亡的8人
授予“勇气勋章”。

据悉，这8人为俄联邦核中
心－全俄实验物理科学研究所员
工。5名遇难者遗体告别仪式12
日在研究所所在的下诺夫哥罗德
州萨罗夫市举行。

本月8日，俄阿尔汉格尔斯
克州一个军营发生了液体燃料火
箭发动机试验爆炸事故，造成5
人死亡、3人受伤。 （新华）

俄罗斯授予火箭试验
爆炸事故伤亡者勋章

新华社比什凯克8月13日电 吉尔吉斯斯坦

总检察长扎姆什托夫13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前

总统阿坦巴耶夫被指控犯有组织大规模骚乱、谋

杀、谋杀未遂、劫持人质及暴力对抗执法人员等

多项罪名。

据当地媒体分析，依据吉法律，一旦这些罪

名成立，阿坦巴耶夫可能会面临终身监禁。

阿坦巴耶夫于8日被捕。在政府开展的抓捕

行动中，阿坦巴耶夫的支持者与特种部队交火，

导致1名特种部队士兵死亡，约百人受伤。

阿坦巴耶夫从2011年12月至2017年11月

担任吉尔吉斯斯坦总统。

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统
阿坦巴耶夫被控谋杀等罪名

8月12日，在克罗地亚南部城市扎达尔，温度
计显示气温达到39摄氏度。克罗地亚近日迎来
新一轮高温天气。 （新华）

7月26日晚上，在一场温情感

人的“感恩之夜”活动中，伴随着一

封封承载肺腑深情的信件在亲子

之间传递，石狮市第四实验小学第

十期“孝道�感恩”夏令营落下帷
幕。自2010年起，在台湾仁光慈善

总会的指导和协助下，迄今，夏令

营活动已进入第十个年头。

“孝道�感恩”夏令营
缘起“寻根”

祖籍石狮容卿的蔡俊彦先生

是台湾仁光慈善总会前副会长，也

是“孝道�感恩”夏令营活动的发起
人之一。据蔡俊彦介绍，自其祖先

举家迁至台湾，至今已有200多

年。从迁家台湾的“汝”字辈祖先

算起，至其已是第六代“尔”字辈。

由于当初通讯不便，又因相隔一个

海峡，时间久了，便与家乡族人失

去联系。蔡俊彦告诉记者，1993

年，其伯父蔡宽永曾经回到家乡石

狮容卿并成功寻根谒祖，可惜的

是，在之后的十六年间，由于两岸

族人甚少联系导致再次断联。因

此，他只清楚自己的祖籍，并不了

解自己的家乡族人情况。

直至2009年，一次偶然的机

会，蔡俊彦同友人来到祖籍石狮容

卿。“当时，我看到家乡的古厝很漂

亮，因为爱好摄影，本想拍几张照

片做个留念就离开。碰巧的是，路

过古厝的一位妇人得知我来自台

湾后，便热心地带我到蔡氏家庙参

观。”当时，走进蔡氏家庙的蔡俊彦

一眼便注意到一块写有“源远流

长”四个字的匾额，而其中一位落

款人正是其伯父蔡宽永。据悉，这

块匾额是当年其伯父为庆祝家庙

落成所题写的。经族谱身份确认，

蔡俊彦成功找到自己的祖家，并与

家乡族人恢复联系。

据蔡俊彦介绍，当年7月，石狮

容卿中青年联谊会赴台湾参观了他

们在三坪祖师庙所举办的夏令营活

动。受青年会会长蔡清水力邀，以

及他和家人也想回馈家乡的原因，

双方协定于次年来石狮容卿举办

“孝道�感恩”夏令营活动。“本来只

想办一届，没想到第一届举办的效

果出奇的好，大家都只有一个信念，

就是想办好它，结果一办就是十

年。”

十年孝道传递
千名学子受益

每一年，都有来自海峡两岸的

100多名营员和辅导员以亲身实践

感悟孝和感恩文化。石狮市第四实

验小学应校长告诉记者，受孝道氛

围的影响，在三天两夜的实践活动

中，不少营员都有了很大的改变。

值得一提的是，有不少往期营员因

为受益于夏令营活动，又主动返校

做夏令营辅导员，以实际行动践行

孝和感恩的传统美德，反哺学校。

记者了解到，截至今年，夏令营

已惠及1400多名营员及300多名大

学生辅导员，且受益群体越来越

广。从夏令营营员花名册上可以

看到，参加第一期夏令营的营员基

本姓“蔡”，而如今的花名册上已是

“百家争艳”。对此，应校长表示，

“十年的坚持与践行，是一场孝道

的传递，未来，我们希望能够把孝

和感恩的理念传递给更多的人。”

情感需要互动
才能增进

据悉，此次前来夏令营活动

的台湾成员共有11名，其中，辅导

员有4名。谈及对台湾辅导员的

印象，应校长告诉记者，“他们都

很热情，也放得开，对孝和感恩的

理解都渗透到日常的言行举止

中，这十分值得本地学生学习。”

据了解，在台湾辅导员的感染下，

大陆的学生很快就摆脱了羞涩和

拘谨，在互动中彼此学习着孝道

礼仪，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而这也是蔡俊彦先生所希望

看到的。蔡俊彦告诉记者，“人是

有感情的，情感需要互动才能增

进”。他表示，平日里，两岸学生

了解对岸的途径一般是通过网

络，如今，夏令营活动的举办可以

拉近两岸学生的距离，让两岸学

生以实质性的交流增进对彼此的

了解，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

事。未来，他们会努力将这场活

动延续下去，增加两岸学生情感

互动的同时，将孝道传递给更多

的人。 （记者 黄翠林 郭雅霞）

缘起“寻根”的十年孝道传递
——石狮市第四实验小学“孝道�感恩”夏令营侧记

本报讯 8月5日上午，由台湾台南市北门蚵寮

保安宫常务委员王靖仁带队的寻根谒祖团一行35

人回到家乡蚶江镇水头村恳亲谒祖，并开展民间文

化交流活动，受到了水头宗亲的热情欢迎。

据介绍，台南蚵寮村和蚶江水头村是同宗村，两村

同祖同宗。虽然隔着台湾海峡，但他们能再次回乡谒

祖让到场的宗亲们感慨万分。 （记者 郭雅霞 文/图）

台南蚵寮宗亲
到水头村寻根谒祖

本报讯 8月3日，两岸创意稻

草人文化节于石狮市闽台两岸青

年文化产业创新创业基地火热开

幕。记者在闽台风情文化街内看

到，此次活动以稻草为主要元素

开展稻草市集，沿街遍布着几十

个由原生态稻草编织而成的稻草

造型，这些造型以农耕文化为主

题，包括牛拉车、牛耕地、风车筛

谷、石墨盘等特色传统农具造型，

就连各个摊位的设计也以“稻草

屋”为主要造型。现场还设有稻

草人体验制作区，让市民通过动

手制作农具，体验草编产品的乐

趣，感受传统农业的智慧。

此次活动中，闽台两岸众多

美食在稻草市集内“竞相争艳”。

其中，有闽南特色小吃泉州蚵仔

煎、永宁石花膏，也有来自全国各

地的美食，包括内蒙烤肉、长沙臭

豆腐等，更有台湾同胞带来的精

心制作的传统手工凤梨酥，两岸

民众以美食为载体展示着各地的

浓浓地域风情。此外，台湾琴朵

乐团和大陆民间“草根艺人”的竞

技演出，为市民献上了精彩绝伦

的视听盛宴。值得一提的是，此

次文化节还吸引众多传统元素纷

纷亮相，包括布袋戏、捏泥人、“风

箱”舞等，让市民近距离触摸到快

消失的艺术和工艺。

农耕文化是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闽台优创基地总经理

卢美兰告诉记者，海峡两岸民众

血脉相连，有着共同的文化基

因。农耕文化是两岸民众共有的

文化，而稻草是农耕文化里的代

表性元素，以稻草为主题开展两

岸文化节，可以让两岸民众在文

化交流中产生共鸣，更好地凝聚

两岸民众的感情。

（记者 黄翠林 郭雅霞）

闽台优创基地
举办两岸创意稻草人文化节

由原生态稻草编织而成的稻草人与表演京剧的演员相得益彰

泉州台商协会
石狮联谊会换届

本报讯 日前，泉州台商协会

石狮联谊会举行2019年会长换

届选举会员代表大会，泉州台

商协会石狮联谊会历任会长

陈建明、王爱群以及潘春鸣、

陈成斌、黄种斌、林培铭、邱

建中、周占旺、吴赐龙等骨干

出席了大会。会上，石狮台资

企业阿雷西公司董事长庄沛宇

被推选为新一届泉州台商协会石

狮联谊会会长。据了解，就职庆

典将在泉州台商协会换届后举行。

庄沛宇是石狮市闽台两岸青年文化产业创新创

业基地的负责人，也是近年来在石狮比较活跃的青年

台商代表。在陈建明、王爱群等老会长的指导下，庄

沛宇在石狮创业已经超过10年。在石狮的经历，也让

庄沛宇对泉州台商协会石狮联谊会未来的发展充满

信心，他表示，将与大家共同努力，为泉州台商协会石

狮联谊会能够再上新台阶作出贡献。 （记者李琳毅）

新任会长庄沛宇

一名中国公民
在悉尼持刀伤人事件中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