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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6日宣布，抓获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前头目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的妻子。

轻轻““踩踩””美国美国
埃尔多安当天在安卡拉大学发表讲话时证实抓获巴格

达迪的妻子阿斯玛·福齐·穆罕默德·库拜西，继而话锋一转，
揶揄美国高调宣传巴格达迪死讯，土方却没因抓获巴格达迪
妻子而“大惊小怪”，“我今天第一次宣布这一消息”。

德新社报道，巴格达迪有四名妻子，库拜西是“大老婆”。
巴格达迪10月26日在叙利亚西北部美军行动中自杀身亡。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土耳其高级官员说，土耳其警方

2018年6月2日在东南部边境省份哈塔伊展开抓捕行动时，
抓获11名“伊斯兰国”嫌疑人。

那名官员说，土方“很快查出”其中一名女子是巴格达迪
妻子库拜西。库拜西当时自愿招供“关于巴格达迪的许多信
息和‘伊斯兰国’内部工作情况”。土方据此在其他地点实施
一系列抓捕行动。

通过与伊拉克政府提供的巴格达迪脱氧核糖核酸
（DNA）样本比对，土方证实另一名被捕女子是巴格达迪的女
儿。那些囚犯如今关押在土耳其境内。

有意有意““展示展示”？”？
土耳其方面近期频繁公布抓获巴格达迪家人的消息。两

天前，土耳其军方在叙利亚西北部边境抓获巴格达迪的姐姐
拉斯米娅·阿瓦德一家。

“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主管拉米·阿卜杜勒·拉赫曼认
为，土耳其情报部门一直知道阿瓦德的藏身地，此时抓捕有
所考量。

美联社报道，土耳其有意借助抓获阿瓦德，显示土方打击
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同时，不会坐视极端组织趁机死灰复燃。

鉴于数以百计“伊斯兰国”成员和家属仍居住在土耳其
控制的叙北部地区，拉赫曼预期土方今后数周会拘禁更多

“伊斯兰国”成员，以展示土方“积极打击恐怖主义”。
土耳其军队10月初进入叙东北部，打击土方视为恐怖组

织的叙库尔德武装。叙利亚政府就土耳其擅自越境展开军事
行动予以谴责。

俄罗斯和土耳其10月22日达成谅解备忘录。依据备忘
录，待库尔德武装撤离完成后，双方已于本月1日开始在叙北
部边境地区联合巡逻。

下周访美下周访美
土耳其总统办公室证实，埃尔多安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6日通话，重申埃尔多安定于13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与特
朗普会面。二人在通话中就双边问题和地区局势交换意见。

美国国会众议院上周表决通过两项议案激怒土耳其，外
界一度猜测，埃尔多安或取消访美。

两项议案分别认定土耳其在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大规模
杀害境内亚美尼亚人构成“屠杀”，同时就土耳其在叙东北部采
取军事行动寻求制裁。土政府至今否认存在“种族屠杀”。

土耳其和美国同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只是围绕土
方采购俄罗斯S-400型防空导弹系统、土方越境打击叙利亚
境内库尔德武装等事宜，两国对立加深。 新华社特稿

土耳其称抓获巴格达迪妻子
新华社电 1972年美国阿波罗飞船

最后一次登月后封存了部分月壤和月
岩样本供未来研究。5日，美国航天局
科学家在时隔40多年后首次打开其中
一份样本。

美航天局6日发布消息介绍，一份
编号为73002 的样本在位于休斯敦的
约翰逊航天中心被打开。这是阿波罗
17 号飞船宇航员尤金·塞尔南和哈
里森·施密特 1972 年用管状容器在
月球拉拉陨坑附近的滑坡沉积物中
提取的。

据介绍，阿波罗 15 号、16 号和 17
号的部分样本未被用于研究，而是完
整保存在原始容器或特殊条件中，供
未来用更先进的技术分析。

美航天局“阿波罗下一代样品分
析”项目科学家萨拉·诺布尔说，如今
能够进行一些在阿波罗项目年代根本
无法实现的测量，对这些样本进行分
析将最大化阿波罗样本的科学价值，
为未来探月项目做准备。

美航天局说，样本 73002 开封前，
研究人员使用X射线计算机断层摄影

术为样本拍摄了高清3D照片，给每个
颗粒和小岩石成像；然后在充满超纯
干氮的手套箱中将样品取出，并将其
分成每份四分之一英寸（6.35毫米）的
多个段，使科学家可以对管子中不同
深度的样本进行对比观测。

2020 年初，美航天局还计划打开
另一份编号为73001的样本。这两份样
本保存了垂直分层的月壤，有望为月
表遭陨石撞击及月壳形成的历史提供
信息，并阐明月球表面滑坡是如何发
生的。

知情人士6日披露，多家监管机构责成美国波音公司修
改 737 MAX 系列客机软件系统修复说明书，恐导致 737
MAX复飞时间延后。

彭博社报道，波音近期提交的软件系统修复说明书没有
通过美国联邦航空局和欧洲航空安全局等监管机构审核。
另据美联社报道，审核上周开始，仍未完成。

737 MAX需要先通过全面审核、模拟机测试和安全认证
飞行测试，随后才能获监管机构“放行”复飞。

波音6日发表声明解释，企业依照先前常用格式提交说
明书，但“监管机构要求以不同形式表达信息”，因而这家飞
机制造商“正按要求修改说明书”。

知情人士预估，说明书遭“打回重做”可能让复飞时间延
后数天甚至数周。

波音737 MAX系列客机因牵涉两起致命空难事故今年3
月遭全球多国停飞，迄今仍未复飞。证据显示，客机特有的

“机动特性增强系统（MCAS）”自动防失速软件可能在一个飞
机迎角传感器显示数值不正常时遭激活，继而导致客机不断
俯冲、难以受飞行员掌控。

波音正与美国联合技术公司下属的柯林斯航空航天公
司一起对MCAS作出修正。柯林斯负责开发737 MAX的自
动化计算机系统。

依据波音先前提交的说明书，737 MAX今后将使用两台
飞行控制计算机，而不是一台。

波音发言人戈登·约翰德罗说，企业在接受审核时将继
续与联邦航空局等监管机构合作。就737 MAX复飞，他说：

“现在猜测会如何影响复飞计划，为时过早。”
波音希望今年年底前让联邦航空局通过软件系统修复

方案。波音董事长戴维·卡尔霍恩5日说，首席执行官丹尼
斯·米伦伯格自愿放弃今年全年奖金和股票盈利，直到 737
MAX完全复飞。 新华社特稿

以色列副外长齐皮·霍托夫利6日
说，以方视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为抗衡
伊朗影响力的一支力量，正向库尔德
武装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霍托夫利当天在议会说，库尔德
武装已经接受以色列提供的人道主义
援助，“我们正经由一系列渠道援助
库尔德武装”。霍托夫利没有详细说
明援助的细节，只是说“我们为自己
与库尔德人站在一起感到骄傲”。

土耳其认定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人民保护部队”关联土耳其境内反
政府组织库尔德工人党，是恐怖组
织。土军10月9日至17日越境进入叙
利亚北部打击库尔德武装。

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
10月10日提出向“英勇的库尔德人”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称他们可能面临
土耳其及其盟友的“种族清洗”。

路透社报道，以色列这一公开表
态“罕见”地与美国不一致。美国在
土耳其军事行动前突然从叙利亚北部

撤军 1000 人，库尔德武装称遭背叛。
库尔德武装曾是美国打击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的盟友。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以色列与库

尔德人自上世纪60年代起在军事、情
报和商业领域保持联系。

霍托夫利说，库尔德武装如果在
叙利亚北部失势，伊朗的影响会增
强，这对以色列来说是负面和危险
的。

新华社特稿

11 月 6 日，在
约 旦 与 以 色 列 边
境，被释放的约旦
公民希巴·拉卜迪
打出“胜利”手势。
约旦外交部 6 日发
表声明说，两名被
以色列关押数月的
约 旦 公 民 当 天 被
释 放 回 国 。 约 旦
公民希巴·拉卜迪
和阿卜杜勒·拉赫
曼·玛丽今年 8 月
在 约 以 边 境 口 岸
被 以 方 逮 捕 。 以
方并没有提出对两
人的明确指控。

新华社/路透

阿波罗探月带回的月球封存样本首次阿波罗探月带回的月球封存样本首次““开封开封””

两名约旦公民被以色列释放回国

伊朗确认伊朗确认IAEAIAEA监督新核活动监督新核活动
伊朗原子能组织7日确认，受国际

原子能机构（IAEA）核查员监督，伊朗开
始向福尔多核设施的离心机注入铀气。

确认监督确认监督
伊朗原子能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

“经过所有成功的准备……从7日开始
向福尔多核设施离心机注入铀气……
所有过程受到联合国核监察机构人员
监督。”

声明所说联合国核监察机构，指
国际原子能机构。这一机构一直监督
伊朗履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情况，
核查伊朗核设施和活动。

国际原子能机构说，核查员在伊
朗执行任务，拟就相关活动发布报告，
没有提及任务具体内容。

向福尔多核设施离心机注铀气是
伊朗中止履行核协议的第四步。协议
规定，伊朗可以利用纳坦兹核设施的
5060 台离心机生产浓缩铀，福尔多核
设施离心机不能用于铀浓缩、可以制
造民用同位素。

伊朗原子能组织发言人贝赫鲁
兹·卡迈勒万迪7日告诉伊朗国家电视
台，向离心机注入铀气的过程需要数
小时才能稳定，“多名国际原子能机构

核查员9日前将再次前往福尔多核设
施，”届时那里所产浓缩铀的丰度将达
到4.5%。

他说，福尔多核设施的离心机全
部是第一代 IR-1 型，其中 696 台注入
六氟化铀气，另外348台继续用于生产
民用同位素。

解释插曲解释插曲
熟悉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在伊朗

工作的人士6日告诉路透社记者，伊朗
短暂扣押一名国际核查员并没收她的
旅行文件，这种情况据信是伊核协议
2015年生效以来首次发生。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那名核
查员上周试图进入纳坦兹核设施时遭
拒，原因是她随身携带的器械接受安
全检查时触发警报。伊方随即通报国
际原子能机构。涉事核查员已经离开
伊朗。

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言人和伊朗常
驻这一机构的代表拒绝回应这一事
件。

路透社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理
事会定于7日开会，议程可能包括核查
员遭扣一事。

一名西方外交官说：“这一机构想

要展示严肃对待这类事件。”另一名欧
洲国家外交官担心这件事将对国际原
子能机构今后在伊朗核查产生不利影
响。

根据伊核协议，伊朗允许130名至
150 名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员前往伊
朗。一旦国际原子能机构提出要求，伊
朗允许核查员定期，甚至每日赴纳坦
兹核设施现场查看。

说明理由说明理由
伊朗外交部长穆罕默德·贾瓦德·

扎里夫6日说，伊朗中止履行协议部分
条款，是回应美国单方面退出协议、欧
洲国家没有履行协议义务。

就伊朗最新动向，美国、法国、德
国6日分别回应。

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指认伊
朗“朝错误方向迈出一大步”。在法国
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看来，这是伊
朗的“重大”举措。德国外交部长海科·
马斯敦促伊朗恢复履行伊核协议全部
条款。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
夫说，伊朗最新举措令人担忧，但俄
方理解伊朗是受美国制裁不得已而为
之。 新华社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