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16日， 在日本横滨欧亚

大陆动物园， 音乐家们戴着动物

面具进行彩排。组建这个名为“欧

亚大陆动物人”的铜管乐队是为了

提高孩子们对古典音乐的兴趣。

■据新华社

【平民遭遇】

“我们想要你们，跟我们来”

据报道，英国方面此次公布了长

达4000页、 共计800个案例的档案，

记录了从1981年到1996年的遭遇事

件。德国图片报对此有以下摘录：

1995年5月4日Chasetown地

区： 两名少年被附近一种巨大的热

浪吸引， 来到热源附近发现了一个

通红的碟状物体。警方记录中写道，

飞碟中走出了有着像柠檬形状头颅

的人对两位少年说：“我们想要你

们，跟我们来。”

【军方目击】

“更加严肃地对待”

除了平民的遭遇事件， 这次公

布的很多军方的目击事件更有说服

力：

1980年 12月Woodbridge地

区：美国空军部队报告了多起UFO

目击事件， 声称看到三角形的金属

物体在其驻扎的英国空军基地附近

飞行。 当时的指挥官命令下属对于

UFO目击事件要“更加严肃地对

待”。

1993年5月， 在英国南部与威

尔士上空。70个目击者， 包括警察

与军方人员，看到了一个巨大的、低

空飞行的发出嗡嗡声的UFO。

【英国防部】

“总有一天会击落一架UFO”

在多起UFO遭遇事件后，英国

国防部称，上世纪80年代在严格保

密的情况下曾经下达了击落UFO

的命令。

原英国国防部官员、43岁的

Nick�Pope表示：“我们知道在几起

事件中，指挥官下达了射击命令。然

而， 没有一次命中了这些目标(U-

FO)。”他还表示，国防部内有一些

人始终坚持要击落侵入英国领空的

UFO。Pope自信地说， 终有一天英

国空军会击落一架UFO。“我们的

武器越来越精良， 总有一天我们会

击落一个。” ■据环球时报

英国摄影师刘易斯14日从

3000米高空纵身跃出飞机，最终

摔在一个钢制顶棚上。 所幸除了

头部和颈部有些轻伤之外， 居然

没有一处骨折。 对于保罗大难不

死的原因，“跳伞中心” 老板费兹

毛利斯认为：“钢制顶棚吸收了他

下落时的部分冲击力。 虽然他摔

得很重， 可是头上的头盔很好地

保护了他。” ■据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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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许多女孩嫁不出去

的原因， 一是战争夺去了不少

男子的生命， 或者一些男子离

开国土一去不返， 可供女孩子

选择配偶的人选数量有限；二

是这些年来伊拉克战争和动荡

不止的形势造成了许多人穷困

潦倒， 许多女孩子出不起嫁妆

费， 而她们看上的男方同样囊

中羞涩。对此，伊曼说，一个小

伙子通常至少需要4250美元

来购买金银首饰以及最基本的

结婚用品， 如果加上买房的费

用， 这些开销让他们对婚姻望

而却步。

对此， 伊拉克人权事务部

妇女司女司长苏姍·巴拉克认

为，“有许多因素导致伊拉克现

在‘剩女’很多，但最显著的因

素是经济困难和失业率升高。”

据伊拉克计划公布的2008年

社会发展报告， 伊拉克的贫困

率为23%，15岁以上男性失业

率高达30%。

长期以来， 塔利班武装善于利

用各种信息资源与美国争夺民心，

甚至连近几年才在阿富汗建成的手

机网络也逐渐沦为塔利班的“作战

工具”。《纽约时报》16日报道称，为

了夺回失去的舆论阵地， 美国政府

正在组建一支反宣传部队， 准备花

重金与塔利班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

宣传战。

反击战：美军只能用钱烧

为了扭转在舆论宣传上的劣

势，美军似乎没有太好的方法，只能

靠重金来遏制塔利班的势头。

1. 一年10亿 反宣传部门每年

能获得最多1.5亿美元拨款。

2. 无偿保安 打算向当地提供

资金、 电力或无偿保安服务保证通

讯塔不受破坏。

3. 建军营通讯塔 准备在军营

里修建通讯塔， 每个通讯塔价格高

达20万美元。

4.�培训记者 培训本土记者，

用当地人扩大自己的声音，减少“美

国制造”的痕迹。

5. 转化矛盾 将美国和塔利班

之间的矛盾转变成人民和塔利班之

间的矛盾。

玩宣传：塔利班很“草根”

对于塔利班武装来说，他们没有

高科技的卫星及网络设备，但他们却

用最简单的宣传方式压倒了美军。

1. 停手机 威胁手机通信运营

商，让其在晚间停止提供服务。这样

一来， 即使当地老百姓发现塔利班

在行动或安放路边炸弹， 也无法打

电话通知阿富汗或北约部队。

2. 驴车广播 美国反宣传战官

员表示， 在与阿富汗接壤的巴基斯

坦边境部落地区， 合法调频电台仅

有4座，而塔利班控制的低功率电台

有150座。塔利班将广播设备架到汽

车甚至毛驴车上“拓展”舆论阵地。

3.�“鸡毛信” 通过在夜间送信

的方式向目标人群传播反美思想。

4. 多语言刊物 翻新了印刷设

备， 分别制作了用多达6种语言印

刷的反美刊物。

5.��DVD��将美军“暴行” 刻成

DVD碟，利用摊贩在街巷中大规模

派发。 ■据北京晚报

近日， 因试图行刺美国前总

统福特获罪的莱内特·弗罗姆从

得克萨斯州一所监狱医院出狱。

弗罗姆现年60岁， 她1975年9月

在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市试

图行刺当时的美国总统福特。

由于特工人员的及时制止使

福特逃过一劫。 法院判处弗罗姆

终身监禁， 她成为美国历史上首

个因触犯有关袭击总统法令获罪

的犯人。 ■据新华社

据韩国一项针对369名中学

生家长的问卷调查显示， 家长最

担心子女在学校学会脏话。 调查

结果表明子女在校可能遭遇的危

险因素依次为： 语言暴力、 遭排

斥、朋友的暴力行为、过度的体罚

等。有意思的是，通常家长担心的

吸烟、 饮酒和性问题反而所占比

例很小。

此外，19%的受访者表示“子

女缺乏目标意识最让人担心”， 其次

为对未来的认识不足、 成绩不好、

朋友关系、子女懒散的生活等。

■据环球时报

据日本一所研究机构进行的

随时物品调查显示， 有37.1%的

被访者随身会携带爱人或宠物的

照片。其中，54.0%的女性选择的是

孩子的照片，33.7%的女性选择的

是宠物，25%的女性选择的是丈夫。

研究认为， 这一结果说明日

本男性将家庭作为精神支柱，而

女性则对随时给自己爱的反应的

宠物更加重视。 ■据环球时报

UFO中走出柠檬头外星人

英称国防部曾下令击落UFO，但没有一次命中目标

战火夺走了男人，伊拉克女子出嫁难

“一多半都没有结婚”“婚姻就像抓彩票”

美军PK塔利班=科技PK原始

塔利班用最简单的方式压倒了美军

行刺福特的

女杀手出狱了

现年60岁，坐了24年牢

担心！说脏话

成最危险因素

抽烟喝酒性问题是韩国

人次要问题

可叹！老公不如

宠物重要

日本女性随身物品中，

丈夫照片居三

奇迹！3000米

高空坠落竟不死

头盔是“救命恩人”

伊拉克计划发展合作部长巴班

16日表示， 由于一些地方政党意见

不一，原定于10月24日开始的伊拉

克战后首次人口普查将无限期推

迟。

伊拉克上一次人口普查是在

1987年萨达姆执政时期， 当时的统

计结果显示全国总人口数为1600

万。联合国的统计数据显示，伊拉克

目前的人口数为2960万 。20多年

来， 伊拉克战事频仍， 历经两伊战

争、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人口

仅增长1300多万。

■综合人民日报、新华社

链接

伊战后首次人口普查无限期推迟

20多年人口仅增1300多万

英国近日公布了最新的平民与军方和不明飞行物（UFO）遭遇的档案

据 德 国 图

片报17日报道，

英国国家档案

馆与国防部近

日公布了最新

的平民与军方

和不明飞行物

(UFO)遭遇的档

案。

有味！奇趣“动物”

乐队开演

几名伊拉克妇女哀声连天

近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等地发生多

起爆炸袭击，这使无数的伊拉克男子成为

炮灰。阿拉伯媒体为此叹息，历次战火蹂

躏，使不少伊拉克人加入到“寡妇大军”、

“单身女子大军”、“孤儿大军”等行列。

35岁的伊曼是伊拉克一

个政府部门的公务员。她说：

“我的女同事中，有一多半都

没有结婚。”巴格达市中心一

位销售服装的女个体户说：

“婚姻就像抓彩票，不知道什

么时候才会有， 我多么希望

自己结婚、生孩子，因为我都

成了父母和同事们的负担

了。”

感叹：“婚姻就像抓彩票”

原因：除了战争，还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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