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塔利班前领导人办理虚假身份证件

巴基斯坦两名官员被逮捕
据新华社伊斯兰堡 5 月 28 日

电 据巴基斯坦媒体 ２８ 日报道，
巴基斯坦当天逮捕两名为阿富汗
塔利班前最高领导人阿赫塔尔·穆
罕默德·曼苏尔及其家人办理虚假
身份证件的官员。

巴基斯坦媒体援引内政部消
息报道说，被逮捕的两人中，一人
是俾路支省一个准军事武装组织
的少校， 曾于 ２００１ 年帮助曼苏尔

办理了名为“瓦利·穆罕默德”的巴
基斯坦居民身份证件；另一人是巴
基斯坦国家数据注册管理局卡拉
奇办事处的一名官员，曾帮助曼苏
尔的妻子和子女获取巴基斯坦公
民身份。

报道说，目前针对为曼苏尔及
其家人办理虚假身份证件人员的
抓捕行动还在进行。

美国国防部 ２１ 日说，美军在位

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境的一处偏
远地区对曼苏尔实施了定点清除行
动。 此后，阿富汗、美国及塔利班组
织均证实曼苏尔已死于美军空袭。

巴基斯坦媒体报道说，巴方在
空袭现场发现的死者身份证件的
登记信息显示，“瓦利·穆罕默德”
曾居住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杰
曼地区，后迁至巴东南部城市卡拉
奇。 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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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世界界··看看点点
普京批美在欧部署反导系统：

俄方别无选择只能“还击”
据中新社 5 月 29 日电 综合

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抵达希
腊，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行程。当地
时间 27 日，普京在会晤希腊总理齐
普拉斯后发表谈话， 批评美国在欧
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他表示，美国
此举威胁俄罗斯安全， 俄方别无选
择，只能“还击”。

报道称，普京表示，美国在欧洲
部署导弹防御系统， 这威胁了俄罗

斯的核力量。 俄方别无选择，将“被
迫做出某种行动”， 从而保障安全。
普京同时强调这是“还击行为”，不
是主动出击。

普京当天也警告允许美国在境
内装置反导系统的罗马尼亚和波
兰。 他称：“如果昨天那些地区的罗
马尼亚人还不知道成为目标意味着
什么， 那今天我们将被迫采取特定
措施以确保我们的安全。 波兰的情

况也一样”。 报道指出，这是普京针
对美国在罗马尼亚和波兰部署导弹
防御系统一事，发表的最严厉警告。

在 27 日的谈话中，普京还提到
了克里米亚“脱乌入俄”一事。 他表
示这件事已告一段落， 不会再与外
界讨论。 他也提到与俄罗斯关系紧
张的土耳其， 表示正考虑与对方和
解， 但强调必须由土耳其主动踏出
第一步。 ⑥4

基辅养老机构起火致死 17 人

5 月 29 日凌晨，乌克兰基辅附近的一个养老机构起火，目前至少造成 17 人死亡。图为消防人员在火灾现场工
作。 ⑥4 新华社

批评奥巴马涉朝言论

朝鲜称将继续强化核武力量
据新华社平壤 5 月 29 日电

据朝中社 ２９ 日报道， 朝鲜外务省
发言人 ２８ 日在答记者问时， 批评
美国总统奥巴马参加日本七国集
团峰会时作出的涉朝言论，并强调
只要帝国主义核威胁继续存在，朝
鲜就将进一步强化自卫性核武装
力量。

发言人说，奥巴马称“朝鲜是

实现无核世界的最大障碍”“朝鲜
的核导计划是对地区、美国和世界
的威胁”， 此番言论是对朝鲜的诋
毁和攻击。 奥巴马倡导的所谓“无
核世界”构想，意图在强化自身核
战争手段的同时，削弱其他国家的
军事力量。

发言人说，如果美国真的关心
世界无核化，就应该停止对其他国

家和民族的核恐吓。
发言人表示， 朝鲜已经阐明了

立场， 只要帝国主义的核威胁继续
存在， 朝鲜将长久坚持经济建设与
核武建设同时发展的并进路线，从
质和量上进一步强化自卫性核武力
量。同时，朝鲜将作为负责任的拥核
国家，为诚实履行核不扩散义务、实
现世界无核化作出积极努力。 ⑥4

国际空间站
“充气房”展开

据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28 日电 经过 ７ 个
多小时的艰苦工作， 国际空间站上的首个试验
性充气式太空舱在 ２８ 日的第二次充气尝试中成
功展开。 这个“充气房”被看做未来人类探索深
空的栖息地雏形。

当天的工作从美国东部时间 ９ 时 ４ 分（北京
时间 ２１ 时 ４ 分）开始，由空间站上的美国宇航员
杰夫·威廉斯负责给这个名为“比格洛可展开活
动模块”的太空舱充气，整个过程由美国航天局
官网直播。 鉴于微重力环境与地面完全不同，为
确保安全， 威廉斯每次只把充气阀门打开很短
时间，最长 ３０ 秒，最短只有 １ 秒，然后观察一段
时间。

人工充气工作到美国东部时间下午 ４ 时 １０
分（北京时间 ２９ 日 ４ 时 １０ 分）全部结束。在此期
间，威廉斯先后开关充气阀门 ２５ 次，总充气时间
２ 分钟 ２７ 秒。

美国航天局说，接下来一周将检查“比格洛
可展开活动模块”是否漏气。 如果一切顺利，威
廉斯将在检查工作完成后约一周打开舱口，第
一次进入其内部。

今年 ４ 月初，“比格洛可展开活动模块”搭乘
“龙”货运飞船飞抵空间站。 在 ５ 月 ２６ 日的第一
次充气尝试中，地面人员发现其大小未随着内部
压力读数的升高而增加， 随后叫停了此次任务。
美国航天局说，此太空舱可能被紧压收缩的时间
太长，导致其外层纤维织物难以顺利展开。

按计划，这个充气式太空舱将与空间站对接
两年。 在此期间，空间站宇航员每年会进入此太
空舱三四次， 以收集数据并评估其整体性能，特
别是它防范太阳射线辐射、太空垃圾撞击及太空
极端温度的表现。

美国航天局说，充气式太空舱由柔软织物制
成，重量轻，在运载火箭内占用空间小，但膨胀后
可供利用的空间大，人类未来到月球、小行星、火
星乃至其他太空目标的旅行都可能用得上。 ⑥4

美连续三次实现
海上火箭回收

据新华社华盛顿 5 月 27 日电 美国太空
探索技术公司的“猎鹰 ９”火箭 ２７ 日在将一颗泰
国通信卫星发射至目标轨道的同时， 其第一级
成功在大西洋中一艘无人船上降落。 这是“猎鹰
９”火箭在两个月内连续第三次实现海上回收。

此次发射与火箭回收全程的网络直播画面
显示，蓝天白云下，“猎鹰 ９”火箭于美国东部时
间 ２７ 日 １７ 时 ３９ 分（北京时间 ２８ 日 ５ 时 ３９ 分）
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升
空。

大约 １０ 分钟后， 火箭第二级携带卫星继续
飞向目标轨道， 而网络直播画面中开了一个小
视窗，同时直播火箭第一级的降落。 降落前，小
视窗短暂中断，当画面重新回来时，只见火箭第
一级已稳稳立在大西洋中的无人船上。 此时，画
面中可听见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位于加利福尼亚
州的总部爆发出欢呼声。

火箭第一级回收尝试的最终目标是研制可
重复使用的运载火箭。 在这三次海上回收成功之
前，“猎鹰 ９”的 ４次类似回收都以失败告终。 ⑥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