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美国媒体8月21日报道

披露，在美国日前宣布“最后一

支作战部队” 美军第2步兵师第

4斯瑞克旅撤离伊拉克时，美军

已将以前的多个旅级作战部队

更换名称后继续驻留在伊拉克。

改名淡化战斗属性

报道称， 在美国陆军第4斯

瑞克旅旅级战斗队最后一批车

队于8月19日进入科威特前，美

军第25步兵师第2斯瑞克旅旅

级战斗队已被部署至伊拉克，它

的名字被改成顾问和援助旅，淡

化了其作战属性。

根据美国陆军最新公布的

截止到8月17日的全球兵力部

署图， 美军在伊拉克部署了

49000人，而在阿富汗部署了6

万人，在科威特部署了9700人。

美国陆军发言人克瑞格·拉特

克利夫称，美军在伊拉克驻扎

有7个顾问和援助旅、2个国民

警卫队步兵旅，以执行安保任

务。

仍有两个航空作战旅留伊

美国陆军有三个不同的标

准旅级战斗队：步兵、斯瑞克、

重型。

美军首支顾问和协助旅

是第1装甲师第4旅级战斗队，

它于今年春天被部署至伊拉

克，以验证顾问和协助旅的概

念。 目前驻伊拉克的7支顾问

和协助旅中， 有4支来自驻美

国乔治亚州史得华堡的第3步

兵师。 第1装甲师第1重型旅、

第4步兵师第3旅级战斗队也

被改成顾问和协助旅。第25步

兵师第2斯瑞克旅旅级战斗队

的原驻地是美国夏威夷斯科

菲尔德兵营。

另外， 美军发言人丹·奥

伯伊尔称，仍有两个航空作战

旅留驻伊拉克。

■特约记者 宋华

链接

美军可向伊提供技术协助

美国媒体22日援引驻伊拉

克美军司令奥迪尔诺的话说，在

2011年驻伊美军全部撤出后，美

国仍可能继续维持在伊拉克的

军事存在。

奥迪尔诺在有线电视新闻

网当天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说，如

果在2011年底的最后期限之后，

伊拉克政府向美方提出希望获

得一些“技术协助”，那么美方就

可能继续维持在伊拉克的军事

存在。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埃及

等国都有类似协议。

■据新华社

美国作战旅更名后仍留驻伊拉克

美称或长期保持在伊军事存在

被俘后的美国士兵贝里达尔。 贝里达尔被俘前照片。

英国媒体8月22日报道，来

自塔利班和阿富汗情报官员的

消息称，一名日前遭塔利班绑架

的美国士兵正在为塔利班训练

炸弹制作和伏击技巧。

被俘皈依伊斯兰教

2009年6月， 美军士兵鲍

伊·贝里达尔在阿富汗东部被

俘，他是唯一被俘的美军士兵。

不过， 据绑架他的塔利班成员

称， 这名美国士兵已经皈依了

伊斯兰教， 现在的穆斯林名字

是“阿卜杜拉”。

塔利班称其皈依为保命

自称是塔利班组织帕克蒂

卡省副地区指挥官的哈吉·纳迪

姆称，贝里达尔教会了他如何将

移动电话变成路边炸弹遥控器。

纳迪姆说，他还在这名美军士兵

那里接受了基本的伏击训练。

不过， 纳迪姆表示：“贝里达

尔所传授的技能多是我们早就掌

握了的，所以我的一些同伴认为，

他是为了保命假装皈依伊斯兰

教， 因为只有这样他才不会被斩

首。”

曾经祈求自由

今年4月， 塔利班发布了一

段贝里达尔乞求自由的视频短

片。在短片中，贝里达尔说自己

很想回家，并表示阿富汗战争不

值得那么多人为之牺牲。 这是

贝里达尔被塔利班组织俘虏

后，首次出现在视频短片当中。

在这段短短7分钟的视频短片

中，蓄了胡须的贝里达尔为了证

明自己的身体状况，还做了几个

俯卧撑。

不过， 在视频短片公开时贝

里达尔是否还活着的问题无从

检验。 在时断时续的短片中，贝

里达尔表达了他对家人、 朋友、

摩托车和帆船的热爱。他说：“我

是个囚犯。我想回家。”

■特约记者 宋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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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 3、排列 5第 10228期 本期投注额：22382576 元

中奖号码 9 4 7

投注类型 全国中奖注数（注）

直选 12480

组选 ３ 0

组选 ６ 21851

中奖号码 9 4 7 8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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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选 7第 10098期 本期投注额：505472 元

中奖号码：

奖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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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派送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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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单注奖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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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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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奖池：1554100.83元

22选 5第 10228期 本期投注额：1902750元

短信查询体育彩票开奖号码，

移动发 CP 到 1066125666， 小灵

通发 CP到 10661256， 联通发 CP

到 10621956，包月定制 6 元 / 月，

咨询电话：0731—84429019。

注： 开奖信息以湖南省体育彩

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开奖信息查询： 湖南体彩网

www．hnticai．com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0年 8月 23日

中奖号码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03 04 07 12 16

中奖注数(注)

34

3588

53789

单注奖金(元)

14235

5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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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乐透第 10098 期 本期投注额：59220089元

奖级

一等奖

中奖注数（注）

5838

单注奖金（元）

６０

下期奖池 71443015.9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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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朝中社报道， 朝鲜社会

民主党和韩国民主劳动党23

日发表《致全民族共同呼吁

书》，要求日本对朝鲜民族犯下

的历史罪行进行道歉和赔偿。

这份呼吁书指出，在《日韩

合并条约》 签订100年后的今

天， 日本政府依然回避就其历

史罪行进行富有诚意的道歉与

赔偿。 日本政府最近发表的道

歉谈话将朝鲜排除在外， 且没

有谈到赔偿问题， 这是对朝鲜

民族的又一次“愚弄”。

朝韩要求日本

就历史罪行道歉和赔偿

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

迈迪·内贾德在阿拉伯半岛电

视台22日播出的一段专访节目

中说， 美国之所以不会打击伊

朗是因为“允许美国在其境内

使用军事基地的阿拉伯国家不

会允许美国打击伊朗”。

谈及视伊朗为头号威胁的

以色列时，艾哈迈迪·内贾德笑

着说， 以色列绝对不会军事打

击伊朗，因为“在伊朗强大的军

队面前，以色列太弱了”。

当被问及如果伊朗遭到美

国或者以色列的攻击时， 艾哈

迈迪·内贾德说， 伊朗会作出

“坚决军事回应”。

伊朗总统

“排除”遭美以打击可能

截至23日中午， 澳大利亚

联邦议会选举众议院150个席

位中仅剩一席没有确定归属。

一些分析师认为，执政党

工党和反对党联盟最终可能

分获73席，平分秋色。如果双

方均无法获得来自独立议员

或绿党的足够支持， 重新选

举难以避免。

■均据新华社

澳选举差一席

可能要重选

据美国媒体报道， 联合国和

其他人权组织日前表示， 一伙卢

旺达叛军上个月袭击了刚果东部

一个村庄， 集体轮奸了当地至少

150名女性。

这个叛军组织名为“卢旺达

解放民主武装”， 主要由胡图族

组成，多年来在刚果东部山区制

造恐慌， 对当地村庄进行掠夺。

此次遇袭的村庄位于叛军据点

北基伍省的瓦利卡莱采矿中心

附近。

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女

发言人特拉萨利说，那一地区非

常不安全，强奸是非常普遍的现

象。但她表示，这次袭击与以往

不同，受害者数量众多，而且多

被轮奸。

国际医学协会称， 在7月30

日晚间， 武装人员进入这个村

庄。他们告诉当地人，他们只是

到那里寻找粮食以及休息之处，

不必担心。

可是天黑后，另一伙武装分

子进入。大约200到400名武装人

员对那里以及附近村庄进行了

劫掠，并侵犯当地妇女，大多数

女子被2到6名男子强奸。

袭击者通常将受害者带到

树丛中或者其家中，在孩子以及

家人面前强奸她们。如果有汽车

经过， 他们就会立刻躲起来。这

伙叛军直到8月3日离开，同一天

当地酋长访问这些村庄，发现了

这些骇人听闻的性暴力惨案。距

离惨案发生地30多公里外就有

一个联合国军事基地，但是当地

维护部队甚至不知道发生了这

些惨剧。

■特约记者 杨柳

卢旺达叛军袭击刚果东部一村庄

叛军集体轮奸150名女性

美被俘士兵成塔利班教官

正协助训练伏击技巧 教会塔利班遥控炸弹

柬埔寨政府23日宣布，泰

国前总理他信·西那瓦辞去柬

埔寨首相洪森私人顾问及政府

经济顾问职务，原因是“难以完

全履行职责”。泰国方面同一天

宣布， 将于24日向柬埔寨派遣

大使，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

柬埔寨政府发言人乔卡纳

里说， 他信辞职与眼下柬泰边

境纠纷没有关系。

他信辞去柬顾问

泰柬拟重派大使

英国国防大臣利亚姆·福

克斯22日呼吁英国国内停售一

款玩家可扮演塔利班成员的角

色扮演类电脑战争游戏， 称其

“没有品位”。

美联社报道， 英国国防部

所指这款游戏为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电子艺术公司新近出品的

《荣誉勋章》。游戏中，玩家可扮

演塔利班成员与美英联军在阿

富汗作战。

福克斯发表声明说：“在塔

利班统治下，孩子失去父亲，妻

子失去丈夫，很难想象，居然有

人愿意扮演这种角色与英国士

兵展开斗争。”“我敦促零售商

表现出对英军的支持， 停止销

售这款没有品位的产品。”

电子艺术公司一名女发

言人在接受采访时说，游戏的

意义在于反映“任何一场冲突

都会有敌我两面角色”。

“我们给玩家扮演不同角

色的机会……在《荣誉勋章》

这款多角色游戏中，当然有人

必须要扮演塔利班。没有人会

为此而惊讶。”

■据新华社

英国反对塔利班角色扮演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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