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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罗马 9 月 24 日电 意
大利一架军用飞机24日在意中部
城镇泰拉奇纳参加飞行表演时突然
坠毁，飞行员不幸遇难。

据当地媒体报道，这架名为“欧
洲战斗机”的军用飞机在飞越海面
时突然坠入大海。搜寻人员已经找
到了这名飞行员的遗体。

事故发生时，观看表演的观众
拍摄了视频并上传至社交媒体。视
频显示，失事飞机在空中快速翻滚，
然后坠落入海。

目前坠机原因尚不清楚，空军
已对此展开调查。

意军机表演失事
飞行员遇难

新华社都柏林 9 月 24 日电
爱尔兰政府负责高等教育的国
务部长玛丽·米切尔·奥康纳 24
日说，爱尔兰计划2020年把汉语
引入大学考试外语科目，2022年
起大学录取考试将正式开考汉
语科目。

奥康纳在当天举行的英爱两
国孔子学院联席会议上说，爱尔

兰不久将发布本国外语教育战
略，在 2014 年引入的 100 学时初
中汉语短期课程基础上，将把汉
语引入本国高中毕业证书考试课
程大纲。

她说，爱尔兰政府充分意识
到应给本国学生提供体验和学习
汉语的机会，这在经济全球化和
爱中两国贸易关系加深的背景

下，显得尤为重要。
奥康纳说，近年来，爱尔兰

各地喜欢汉语的人越来越多，选
择去中国留学的学生也在不断
增加。爱尔兰有两个非常成功
的孔子学院，一个在都柏林大
学，另一个在科克大学。在这两
所孔子学院的努力下，越来越多
爱尔兰毕业生基本掌握了汉语

语言文化知识。
她还说，近年来爱尔兰与中

国在教育领域的合作不断发展，
在学生互换、语言学习、文化研究
等各方面合作良好。

英国和爱尔兰孔子学院联席
会议 24 日在爱尔兰都柏林大学
举行，两国30多所孔子学院的近
百名代表出席会议。

爱尔兰拟将汉语引入高考外语科目

据新华社华盛顿 9 月 24 日电
美国南部田纳西州纳什维尔附近一
所教堂24日发生枪击事件。据当
地警方证实，该事件已造成一名女
性死亡、包括枪手在内的7人受伤。

24日是周日，田纳西州当地媒
体报道说，出事教堂早上 10 时开
放，11时 15 分许，警方接到报警电
话，称教堂内发生枪击事件。

中午时分，纳什维尔消防部门
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说，包括枪手在
内，共有8人在枪击事件中受伤并
被送往医院。除一人外，受伤者年
龄均在60岁以上。

《田纳西人报》援引教堂发言人
唐·阿伦的话报道说，枪手为男性，
开枪时头戴滑雪面罩。他开枪后，
一名男子离开教堂，从自家车里取
出枪，然后返回与枪手对峙，枪手随
后朝自己开枪。目前，枪手身份和
作案动机仍不明朗。

美国教堂枪击事件
致一死多伤

枪手“自裁”失败
被送医疗伤

新华社华盛顿9月24日电 美
国总统特朗普 24 日签署新旅行
禁令，要求从10月 18日开始禁止
8个国家的公民进入美国。

根据这份禁令，乍得、伊朗、
利比亚、朝鲜、叙利亚、也门和索
马里的公民不得进入美国，而委
内瑞拉的部分官员也不得进入

美国。
特朗普是在一份旧旅行禁令

过期后签署这份新旅行禁令的。
在新禁令中，朝鲜、乍得和委内瑞
拉公民首次成为禁令的对象，而
旧禁令中的苏丹则未出现在新版
禁令中。

新版禁令是以总统宣言方式

发布的，未经国会授权没有法律效
力，而以往的禁令是具有法律效力
的总统行政令。此外，一名白宫官
员表示，新禁令不会影响已经持有
有效美国签证的外国公民。

这是特朗普签署的第三份旅
行禁令。他在今年1月签署的第
一份禁令中，囊括了利比亚、叙利

亚、伊朗、也门、伊拉克、苏丹和索
马里等 7 个国家，但该禁令很快
被美国联邦法院判决无效。特朗
普随后签署第二份旅行禁令，其
中未包括伊拉克。第二份禁令虽
然也被联邦法院判决无效，但美
国最高法院裁定可以执行其中大
部分内容。

特朗普签入境限制令，朝鲜等8国上榜

新华社东京9月25日电 日本东
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25日下午召开
记者会，公布上野动物园6月出生的
雌性熊猫幼崽的名字为“香香”。

中国旅日雌性大熊猫“仙女”
（日本名字“真真”）今年6月12日产
下熊猫幼崽后，上野动物园面向日
本全国征集熊猫幼崽的名字。8月
底，日本熊猫保护协会名誉会长黑
柳彻子带领的甄选委员会从32万多
个候选名字中选出8个，经与拥有熊
猫所有权的中方协商后做出最后决
定。熊猫幼崽“香香”的名字将用日
语片假名和汉字两种方式表示。

据上野动物园介绍，9月20日
是“香香”出生百日，当时所做的身
体检查显示，“香香”成长正常，体重
6公斤，体长65厘米。

据统计，上野动物园自1972年
从中国引进大熊猫以来，先后有5
只熊猫幼崽降生，但其中两只在出
生后不久死亡。2012 年 7 月，“仙
女”曾产下一只幼崽，但6天后熊猫
幼崽因肺炎夭折。

旅日大熊猫幼崽
被命名为“香香”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2日在一次集会上
首次公开抨击美国橄榄球联盟（NFL）球员在
比赛前奏美国国歌时拒绝起立，称球员的做

法是侮辱国旗和国家的行为。
9 月 24 日，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呼吁球

队除名或禁赛“不尊重国旗和国家”的球员，

并鼓励球迷不要前往观看NFL赛事。但是，9
月 24日的 13场比赛中，又有大约 130名球员
在比赛前单膝跪地以表抗议（如图）。（美联）

图“香香”（东京动物园协会）

自与媒体和演艺圈“结怨”
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又在
推特上和体育明星卷入新一轮口
水仗。

特朗普9月 23日发推文，先
是要求美国橄榄球联盟球队老板
解雇一批对国歌不敬的球员，接
着宣布不邀请美国全国篮球协会
（NBA）上赛季总冠军金州勇士队
球员斯蒂芬·库里到白宫做客。

总统看不惯

特朗普9月22日在亚拉巴马
州共和党参议员卢瑟·斯特兰奇
的竞选集会上表示，希望球队老
板解雇那些在奏国歌期间下跪的
球员。他还补充，当球员在奏国
歌期间出现不敬行为时，球员的
粉丝应该离开体育馆。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
分析，特朗普之所以看不惯球员
的这类行为，可能缘于旧金山49
人队前任球员科林·凯珀尼克去
年的一次抗议行动。去年8月26
日，凯珀尼克在全国橄榄球联盟
一场季前赛的唱国歌环节坐在长
椅上，拒绝起立致敬，以此表达对

美国种族歧视、警察暴力执法的
不满，并为退伍军人所受待遇“打
抱不平”。舆论界对凯珀尼克的
言行褒贬不一，个别球星还予以
效仿。他的队友埃里克·里德去
年9月在一场球赛前的唱国歌环
节中曾与他一起跪下。

特朗普9月23日在一条推文
中写道：“如果球员希望加入美国
橄榄球联盟并因这一身份获得不
菲收益，那么他或她就不应出现
任何不尊重星条旗（或美国）的行
为，当美国国歌响起的时候，他或
她就应该立正站好。如果做不
到，他或她就该被炒鱿鱼了，另谋
高就吧。”

美国橄榄球联盟专员古德尔
9月 23日声明，认为总统言论缺
乏对球队和球员的尊重。

“在树立团结意识方面，美国
橄榄球联盟和我们的球员是最棒
的。上月我们遭到飓风袭击时，俱
乐部和球员的表现就是最好证
明，”古德尔说，“很不幸，这样的分
裂言论显示（总统）对我们的球员
缺乏尊重，没能正确理解把球队、
团体凝聚在一起的力量之源。”

随后，特朗普再度发声，谴责
古德尔企图为那些表现出不敬行
为的球员“正名”。

白宫不欢迎

与古德尔的骂战不超过 24
小时，特朗普又将战火转移到
NBA球星身上。他宣布收回邀请
NBA 球星库里到白宫做客的计
划，这一言论引发多位球星批评。

特朗普 9 月 23 日在推文中
说：“对一支总冠军球队而言，造
访白宫是巨大的荣誉。不过斯蒂
芬·库里对此还在犹豫，因此邀请
被收回！”

NBA总冠军赴白宫接受总统
接见是一项惯例，但特朗普在入
主白宫后，其言论和做法让金州
勇士队多位球员感到不满。8月，
多个白人至上主义团体在弗吉尼
亚州夏洛茨维尔举行集会，并与
抗议他们的人群发生冲突，骚乱
造成多人死伤。骚乱发生后，特
朗普称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
分子和三Ｋ党等极右翼集会者和
抗议他们的人群“双方有责”。特
朗普的表态引起广泛争议，也遭

到包括库里等人的批评。
金州勇士队核心球员库里9

月22日宣布，虽然造访白宫是延
续多年的传统，但他不会随球队
到白宫做客。NBA总决赛最有价
值球员凯文·杜兰特上月也表示
不会随金州勇士队到白宫做客。

特朗普9月23日收回邀请的
言论遭到克利夫兰骑士队球星勒
布伦·詹姆斯的抨击，后者在推文
中写道：“库里已经表示不去白
宫！因此没有邀请的必要。造访
白宫是球队巨大的荣誉，这是你
（特朗普）入主白宫前的事！”

NBA 巨星科比·布莱恩特也
发声支持库里。

白宫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
但从金州勇士队发布的一份声明
看，球队在白宫会见特朗普的可
能性很小。

金州勇士队表示，球队接受
总统收回邀请的决定，并将自行
组织造访首都华盛顿特区的行
程，以代替前往白宫的计划。球
队希望华盛顿之行是一次庆祝

“平等、多元和包容”的访问。
（新华）

特朗普推特又树敌？这次是球星
被总统扣“不爱国”帽子，美橄榄球联盟举行大规模抗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