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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万象

法国《 沙尔利周刊》1 4日发行遭

恐怖袭击后的首期杂志，封面刊登伊

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在伊斯

兰世界引发愤怒。土耳其法院当天下

令“ 封杀”这家讽刺杂志的网站，塞

内加尔禁止这期杂志发行，埃及宗教

学府谴责封面漫画“ 煽动仇恨”，伊

朗批评其“ 挑衅”，巴基斯坦、毛里塔

尼亚等国发生抗议。

遭遇封杀
这期杂志名为“ 幸存者专刊”，发

行300万份，是平日发行量的50倍，后

追印200万份。法国国内一时洛阳纸

贵，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称赞《 沙尔

利周刊》劫后“ 重生”。然而，封面漫

画却又一次触犯了伊斯兰教的禁忌。

土耳其东南部迪亚巴克尔市一

家法院接到一名律师请愿后，下令禁

止在土耳其国内访问《 沙尔利周刊》

网站。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报道，

法院裁决书认定“ 诋毁宗教价值观和

先知的文字、文章、漫画和出版物是

对这一宗教信徒的侮辱”。

法新社报道，土耳其《 共和国

报》是伊斯兰国家中唯一转载《 沙尔

利周刊》专刊的主要报纸。这家总是

与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

多安唱对台戏的日报没有在显著位

置刊登那幅封面漫画，而是把它缩小

后藏在专栏文章中。

即便如此，依旧引发抗议。“《 沙

尔利周刊》 不应该在我们的国家发

行”，成为微博客网站“ 推特”土耳其

版当天热门话题。数十名穆斯林1 4日

晚在土耳其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集

会，点燃多份当天出版的《 共和国

报》，呼喊口号，要求报社“ 承担责

任”。大批防暴警察在旁监视，5人被

逮捕。

在穆斯林人口居多的塞内加尔，

政府下令全国禁止发行或传播《 沙尔

利周刊》专刊以及当天出版、头版刊

登那幅封面漫画的法国《 解放报》。

恐蹈覆辙
在毛里塔尼亚首都努瓦克肖特，

数百人走上街头抗议。非伊斯兰国家

菲律宾也发生抗议。在穆斯林人口为

主的马拉维市，大约1 500名示威者

1 4日在一座主要广场集会，一些人高

举拳头，一些人焚烧《 沙尔利周刊》。

比利时执法机构1 4日说，首都布

鲁塞尔4家书店前一天收到恐吓信，

寄信人警告这些书店不得出售《 沙尔

利周刊》专刊，否则将遭到报复。警方

已经展开调查。

法新社说，《 沙尔利周刊》 专刊

在伊斯兰世界已然引发争议，令人担

心，几年前丹麦《 日德兰邮报》刊登

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漫画所引发

的暴力抗议会重现。

《 日德兰邮报》2005年9月刊登

1 2幅讽刺漫画，2006年年初，一些欧

洲国家的媒体以“ 言论自由”为名，

转载部分漫画，进一步激发伊斯兰世

界不满，导致不少国家发生大规模抗

议活动，甚至引发暴力冲突，造成人

员伤亡。

黎巴嫩真主党1 4日警告，《 沙尔

利周刊》 封面漫画对全世界超过1 5

亿穆斯林而言“ 非常无礼”，这一行

为将导致更多的“ 恐怖主义、极端主

义和原教旨主义”。

《 沙尔利周刊》专刊引发抗议的

国家中，土耳其由总理艾哈迈德·达

武特奥卢为代表、毛里塔尼亚由总统

马基·萨勒代表，参加了1 1 日在法国

首都巴黎举行的反恐大游行，伊朗则

在《 沙尔利周刊》遭袭击后谴责这一

恐怖主义行径。

土耳其副总理亚尔琴·阿克多安

不点名地批评《 沙尔利周刊》专刊封

面漫画。他在“ 推特”上写道：“ 我们

谴责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标志的挑

衅、攻击和诽谤，一如我们谴责巴黎

发生的袭击。” 据新华社电

《 沙尔利周刊》新封面引抗议
土耳其法院“ 封杀”网站 伊朗批评其“ 挑衅”

美国联邦调查局1 4日宣布挫败

一起针对国会大厦和政府工作人员

的袭击图谋，逮捕一名男性嫌疑人。

俄亥俄州联邦地区法院一份刑事起

诉书显示，嫌疑人克里斯托弗·李·

康奈尔现年20岁，图谋杀害政府工

作 人 员 和 执 法 人 员 ， 被 执 法 人 员

“ 钓鱼”。

思想极端
法院文件显示，康奈尔家住俄亥

俄州辛辛那提市，曾化名拉希勒·马

赫鲁什·奥贝达，在微博客网站“ 推

特”开设账户，发表一系列支持极端

组织“ 伊斯兰国”的言论，表达对极

端组织武装人员的同情。

康奈尔的言论引起执法部门注

意。去年8月，联邦调查局布设的一名

线人设法在“ 推特”上与康奈尔取得

联系。康奈尔以为对方是他的“ 同路

人”，两人随后经由其他即时通信手

段交换信息。

在一段对话中，康奈尔表达他对

恐怖分子安瓦尔·奥拉基的“ 钦佩”。

他说，虽然没有获得任何团体的资助

实施袭击，但他们的行为已经能够获

得奥拉基的肯定。

奥拉基是美国公民，也是“ 基

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负责招募武

装人员的重要成员，201 1 年9月在美

军无人机空袭中毙命。

“ 我认为我们应该见面，在这里

（ 美国）组建我们自己的团体，与‘ 伊

斯兰国’ 结盟，制定我们的行动计

划，” 康奈尔在另一次对话中这样告

诉“ 同伙”。

密谋袭击
去年1 0月和1 1 月，康奈尔和这名

“ 同伙” 在辛辛那提市见了两次。在

1 1 月那次“ 碰头”时，康奈尔说，他认

为美国国会议员都是他的“ 敌人”，打

算在首都华盛顿国会大厦发动袭击。

按照康奈尔的设想，两人先在国

会大厦附近和建筑内部引爆管状炸

弹，随后射杀政府雇员和官员。康奈

尔专门为实施袭击而攒钱。

联邦调查局辛辛那提分局主管约

翰·巴里奥斯说，这名线人一直向联邦

调查局特工提供康奈尔的消息。当康

奈尔最终购入两支半自动步枪和大约

600发子弹后，警方实施逮捕。巴里奥

斯说，整个调查和行动期间，公众安全

没有受到威胁。 据新华社电

美执法人员“ 钓鱼” 挫败国会袭击阴谋

中非共和国
发生沉船百人失踪

班吉消息：中非共和国1 4日傍晚

发生一起沉船事故，约1 00人失踪。

据当地警方透露，一艘由刚果

（ 金）开往班吉的客船1 4日傍晚在进

入中非共和国南部宽果省时起火，船

上约1 00名乘客跳船逃生。目前尚无

这起事故的伤亡人数报道。

首都班吉的一位消息人士在电

话中告诉新华社记者，这艘客船上装

有大量货物，从刚果（ 金）进入中非

水域时，船上的货物先行着火，随即

引燃了发动机，船上的人纷纷跳入水

中，客船随后被烧毁沉没。这位消息

人士说，船上大部分乘客为中非人。

据新华社电

墨西哥高铁
重新招标正式启动

墨西哥通信和交通部（ 以下简称

墨交通部）1 4日公布了墨西哥城至

克雷塔罗高铁项目新一轮招标的初

步信息，这标志着墨西哥高铁项目重

新招标正式开始。

该部在其网站上发布的新闻公

告称，本次招标的初步信息已公布在

墨政府招标采购网与墨交通部官网

上，整个招标时间为1 80天，自该公告

发布之日起至7月1 4日结束。

201 4年1 1 月3日，墨交通部宣布

由中国铁建牵头的国际联合体中标

墨西哥城至克雷塔罗高铁项目，却由

于外界质疑和墨国内压力而在3天后

宣布取消中标并将重新招标。

据新华社电

反对新建美军基地
冲绳民众与警冲突

日本防卫省冲绳防卫局1 5日重

启边野古基地海底勘查工程。此举遭

到当地民众的抗议。当天抗议民众与

警方发生冲突，至少一名抗议者受伤。

连日来，不断有冲绳各地民众前

往边野古举行示威，抗议并试图阻止

工程车辆进入基地施工现场。

据《 冲绳时报》报道，1 5日凌晨，

上百名日本警察试图强行驱散在边野

古美军施瓦布营地前静坐抗议的约

1 00名民众，双方随即发生激烈冲突，

其间，一名80多岁的女性头部受伤。

当天早晨起，冲绳防卫局还调派

多艘船只，阻止抗议船只接近工程现

场海域。 据新华社电

“ 空间站”虚惊一场
宇航员返回美国舱

国际空间站1 4日响起有毒液氨

泄漏警报，两名美国宇航员和一名欧

洲宇航员先后两次从美国舱撤入俄

罗斯舱，但现在看来可能只是电脑故

障。遭受虚惊的3名宇航员在俄罗斯

舱避难近1 2小时后，已重返美国舱。

据新华社电

法国民众纪念遭受恐怖袭击的《 沙尔利周刊》工作人员。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