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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仰光 9 月 11 日电 据缅
甸政府10日晚通报，缅甸中部的马
圭省当天发生聚众闹事和打砸民
宅、商店事件，警方赶到现场后驱散
了闹事者。

缅甸国务资政府新闻发布委员
会10日晚通报说，当晚，一伙约50
名暴徒持棍棒、刀具在马圭省东敦
枝镇区袭击民宅和商店，警方闻讯
赶至现场后与暴徒对峙。另一伙手
持石块的暴徒随后也聚集到这里。
警方喊话劝离未能奏效后，随即使
用警盾驱散暴徒。

当天晚些时候，东敦枝一名警
方负责人说，目前事态已经稳定，警
方正在抓捕领头闹事者。

缅甸政府日前发布恐袭预警通
报称，政府获悉有恐怖分子企图在
首都内比都以及仰光和曼德勒等大
城市实施爆炸袭击。警方已在各大
城市加强了安全戒备。

缅甸中部发生
聚众闹事打砸事件

新华社美国迈阿密9月10日
电“艾尔玛”10日上午以四级飓
风强度抵达佛罗里达群岛后继续
向北移动，登陆位于美国东南部
的佛罗里达州西南岸。虽然距离
风眼还有 100 英里（约合 161 公
里），但位于该州的沿海城市迈阿
密已然感受到飓风的强大威力。

本月4日，随着“艾尔玛”增强
为四级飓风，美国佛罗里达州已宣
布进入紧急状态。为躲避飓风，佛
罗里达州已有数百万民众撤离，迈
阿密也俨然“空城”。9日晚，宵禁
中的迈阿密迎来狂风暴雨，其强度
和密度随后不断升级。10日早晨，
经受暴风雨一夜洗礼的城市几乎
没有行人和车辆的踪迹。

记者在迈阿密西北城区看
到，道路旁高大的棕榈树在暴风
雨中摇摆，不少被连根拔起的树

木拦在路中央或砸在停靠树下的
汽车上。断裂的树枝、树叶散落
一地，道路指示牌和广告牌被吹
得东倒西歪，有的还在狂风呼啸
中不断打转。

暴雨仿佛在天空拉起了一道
道帘幕，在狂风中从各个方向重重
拍打着建筑物和房屋外墙。一些
低洼地段已开始积水，飓风引发的
海潮和暴洪加速向岸上涌动。

置身户外，视线视野会受到
暴雨严重影响，狂风大作时，记者
感觉压低重心后也很难站稳，想
要移动更是难上加难。风雨交加
下，浑身瞬间湿透。

据美国国家气象局10日观测
结果，狂风击打迈阿密市中心高
层建筑的风速接近每小时100英
里。迈阿密国际机场地面最大风
速也达到每小时约150公里。

除受暴风雨影响外，迈阿密
及周边地区当日还处于龙卷风预
警中。迈阿密市中心滨海区有两
座位于高层建筑上的塔吊被狂风
折断，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当地官员说，迈阿密全市还有20
至 25 个塔吊正经受暴风雨的考
验，虽然所有施工点已提前关闭，
但如果这些重达十几吨的庞然大
物发生倒塌，潜在危险不容小视。

据了解，狂风已造成佛罗里
达州南部超过130万个家庭和企
业断电，其中70万户位于迈阿密
戴德县。佛罗里达州电力照明公
司总裁埃里克·西拉吉10日召开
新闻发布会说，全面恢复电力供
应可能需要数周时间。

记者入住的宾馆10日中午前
失去电力供应，目前宾馆靠备用
发电机维持公共和工作区域部分

电子和照明设备及无线网络运
行。不过为节约能源，客房电源
均被切断，不少客人因此只能在
一层大堂活动。正在大堂陪家人
打扑克的道格·贝尔对记者说，他
们现在只能“苦中作乐”。

数千公里外的华盛顿特区，
美国政府正密切关注飓风“艾尔
玛”走向和佛罗里达州的受灾情
况。白宫表示，总统特朗普将尽
快前往佛罗里达州。

美国媒体曾报道，如果“艾尔
玛”未来以四级飓风登陆佛罗里
达州，将是时隔102年后首次出现
一年内有两个四级飓风登陆美国
大陆的情况。此前，四级飓风“哈
维”8月25日登陆得克萨斯州，给
包括休斯敦在内的得州南部多地
带来持续强降水，引发洪涝灾害
并造成严重人员伤亡。

数百万民众“逃离”佛州躲避飓风“艾尔玛”

狂风暴雨突袭“空城”迈阿密

本报讯 据新华社消息，朝鲜
外务省9月11日发表声明说，若美
国在安理会推出新一轮涉朝制裁
决议，朝鲜必将让美国付出相应
代价。

朝中社当天发布的外务省声
明说，美国企图针对朝鲜不久前
进行的核试验在联合国推出新涉
朝制裁决议。若决议表决通过，

“朝鲜将采取的后续措施会使美
国陷入史无前例的窘境”。

声明表示，朝鲜研制核武器

是遏制美国对朝敌视政策与核威
胁的手段，是正当的自卫措施。

据报道，美国针对朝鲜本月3
日进行的核试验已经起草了一份
新的制裁方案，将于 11日在联合
国安理会进行表决。

8月初，安理会一致通过了涉
及朝鲜半岛核问题的第2371号决
议，严厉谴责朝鲜7月4日和28日
试射洲际弹道导弹，要求朝鲜放弃
核武器和导弹计划，并决定对朝鲜
实施更加严厉的制裁措施。

另据央视新闻客户端9月 11
日消息，联合国安理会将就朝鲜
第六次核试验采取新的措施。在
9月11日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耿爽表示，希望安理会成
员能够就涉朝问题对外发出团结
一致的声音。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说，中方
赞同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第六
次核试验作出进一步反应，采取
必要的举措。我们希望安理会的
成员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共

识，对外发出团结一致的声音。
耿爽指出，历次安理会涉朝

决议的内容都同时发出两方面信
息，一方面针对朝鲜的有关举措
实施制裁，另一方面呼吁尽早重
启六方会谈，最终以和平方式全
面解决半岛核问题。

耿爽说，安理会作出的反应
和采取的举措应该有助于实现半
岛无核化，有助于维护半岛和平
稳定，有助于推动以和平方式政
治解决半岛核问题。 （综合）

安理会将就朝第六次核爆采取新措施
朝鲜警告：若美国推新一轮制裁必将让其付出相应代价

新华社巴西利亚 9 月 10 日电
巴西北部托坎廷斯州环境部门 10
日说，该州持续数日的森林大火已
烧毁林地约 15.5万公顷，目前灭火
工作仍在进行中。

据该州消防部门介绍，此次森
林火灾于 8月 28日始于州南部的
阿拉瓜亚国家公园内。截至目前，
过火面积达 15.5万公顷，相当于公
园总面积的27.7%。

据了解，阿拉瓜亚国家公园汇集
雨林、湿地和稀树草原等多种植被形
态，生物多样性丰富。环境部门表
示，此次森林火灾部分起火点位于公
园植被最为茂密的地区，预计将会对
该地区的生态造成一定影响。

阿拉瓜亚国家公园管理部门表
示，此次火灾最初可能是公园附近
农民在作业过程中引发的。公园工
作人员和消防员共同参与了灭火工
作，当地消防部门还出动了直升机
协助。

近期巴西多地持续缺少降水，
进入森林火灾高发的季节。8 月
底，托坎廷斯州发生了几起森林火
灾，烧毁输电线路导致22个城市停
电。此外，米纳斯吉拉斯州、戈亚斯
州、马托格罗索州等地也传出发生
森林火灾的消息。

巴西森林火灾
毁林逾15万公顷

新华社罗马 9 月 10 日电 据当
地媒体报道，意大利中部港口城市
里窝那10日遭遇恶劣天气，暴雨引
发洪水和泥石流，导致至少6人死
亡，另有两人失踪。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里窝那当日
遭遇了大风和暴雨袭击，短时降雨量
达250毫米，当地出现大面积积水并
引发洪水和泥石流。大风还导致树
木和房屋倒塌，车辆受损严重。恶劣
天气还造成公共交通中断。

里窝那市市长诺加林在社交媒
体上称，这是该市受恶劣天气影响
损失最为惨重的一天。

当天，罗马和佛罗伦萨也出现
了强降雨天气，佛罗伦萨民事保护
部门发布了恶劣天气橙色预警。

里窝那位于托斯卡纳大区，夏
季干旱，冬季潮湿，属于典型的地中
海气候。

暴雨在意大利
造成至少6人死亡

9月10日，在美国佛罗
里达州迈阿密，树木被强风
吹倒。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 摄

新华社拉姆安拉9月11日电
巴勒斯坦政府发言人塔里克·里
什马维 11日发表新闻公报，谴责
以色列当局当天在耶路撒冷老城
城墙附近清除一处巴勒斯坦人墓
地。

里什马维在新闻公报中说，
这一“罪行”及以色列政府对东耶
路撒冷实施的犹太人定居点计划

等，严重冲击所有有关巴勒斯坦
问题的国际决议。他呼吁有关国
际机构和组织立即介入，制止这
些侵犯行为。

里什马维强调，巴勒斯坦
领 导 层 及 巴 政 府 将 全 力 维 护
东耶路撒冷及其中的圣地，并
支 持 那 里 的 巴 勒 斯 坦 人 民 进
行抵抗，直到建立一个以东耶

路 撒 冷 为 首 都 的 独 立 巴 勒 斯
坦国。

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铲
土机当天拆毁了这座巴勒斯坦人
墓地的围墙，并入内开始清除行
动。据悉，墓地葬有大约 400 名
巴勒斯坦人。

耶路撒冷是犹太教、基督
教和伊斯兰教的共同圣地。耶

路撒冷地位问题是阻碍巴以和
平进程的一大障碍。以色列在
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
东耶路撒冷，并于 1980 年 7 月
通 过 法 案 ，宣 布 整 个 耶 路 撒
冷是以色列永久首都；而巴勒
斯坦则坚持，要建立一个以东
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巴勒斯
坦国。

巴谴责以色列清除耶城巴勒斯坦人墓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