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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家人代理律师：
女孩与父母两年未见

据《纽约邮报》报道称，女孩家
人的代理律师，纽约法拉盛安娜楼
律师事务所的德米奇表示，当女孩
父母发现女儿“遭绑架失踪”的新
闻，都吓得不轻。“寻人警告发出的
当晚，父母二人立刻报告了他们住
地，即法拉盛的移民局。隔天一早，
他们来到律所寻求帮助，我们也与
相关部门取得联系。”德米奇表示。

据悉，接到女孩父母的求助
后，律所方面首先联系了美国联
邦调查局此前负责调查此事的官
员以及女孩走失地的警方。3日，
这两家机构派出调查人员，前往
位于法拉盛的律师事务所，与律
师及女孩父母见面，并确认两人
确 是 走 失 女 孩 马 金 晶（Jinjing

Ma，音译）的父母。
女孩父母于两年前来到美国工

作，至今未取得美国国籍或永居权。
到美国工作的两年，他们未再见到
自己在中国的女儿。“这次金晶参加
游学团到美国旅游，是他们两年来
首次有机会看到孩子。”德米奇说。

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中，德米
奇拒绝提供女孩父母的个人信息，
仅表示，两人在美国是合法居留。

机场警察局局长：
很高兴看到这个结局

据悉，事发后，美国警方一度在接
受采访时公开表示，由于金晶年龄太
小，所以她的情况“相当危险”。“失踪”
前，她跟着中国的游学团来到美国，7
月26日抵达第一站纽约。有目击者称，
女孩一行抵达纽约的当天下午，在纽
约世贸中心纪念场附近，看到一对亚

裔夫妇给女孩买东西吃，并和她交谈。
8月2日，旅行团抵达华盛顿里

根机场，准备前往美国西海岸时，
女孩拿到护照后称要去卫生间，随
后跟着一名亚裔女子离开。德米奇
确认当时接孩子的是她母亲，目前
尚不知道他们此前为何没有告诉
带团老师，孩子会提前离队。

旅行团的飞机起飞后，才发现
女孩尚未登机，且踪影全无，这才
开始对女孩的寻找，并引发之后的
一系列“乌龙事件”……

华盛顿里根机场警察局局长
戴维得知此事后表示，非常高兴看
到这个皆大欢喜的结局，也感谢此
前帮助找寻女孩的所有人。

在美华人律师分析：
女孩父母应不会被起诉

女孩被寻回后，红星新闻记者

尝试联系其代理律师，询问女孩父
母是否可能面临“偷渡”等起诉，截
至发稿，尚未得到回应。

对此，在美著名华人律师刘龙
珠分析称，虽然后来被证明是虚惊
一场，但也显示美国对于儿童人身
安全的重视。

在分析女孩父母可能面临的
情况时，刘龙珠称，他们应该不会
被起诉，律师会代替他们与警察及
调查局方面进行交涉，说明女孩的
人身安全已得到保障，而且现在女
孩的签证并未到期。

“这次之所以弄成‘国际事
件’，是因失踪的是未成年人，所以
直接启动了‘安珀警报’（Amber
Alert，美国走失儿童寻找系统），当
地各大媒体都收到相关信息。”刘
龙珠表示。

红星新闻记者 翟佳琦

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
实现正式通水

8月5日上午，福建向金门供水工
程通水现场会在福建晋江举行，工程
实现正式通水。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
台办主任刘结一，福建省委书记于伟
国、省长唐登杰出席现场会。

刘结一表示，福建向金门供水工
程顺利实施，为金门民生需求、建设发
展解燃眉之急、免后顾之忧，这是金门
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喜事，是两岸同
胞共同庆贺的一件大事、喜事，更为两
岸关系史册增添了同胞情谊水乳交融
的又一佳话，充分体现出我们为广大
台湾同胞谋福祉的担当作为。今年2
月，我们发布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
合作的“31条措施”，备受广大台胞欢
迎。“31条措施”承载着“两岸一家亲”
理念，体现出“以人为本”“同等待遇”

“排忧解难”的深刻内涵，紧扣台企台
胞实际需要，努力为大家扩大发展机
遇和空间。我们愿率先与台湾同胞分
享大陆巨大的发展机遇，欢迎广大台
湾同胞搭乘民族复兴快车，在这一伟
大征程中实现更好更快发展。

刘结一指出，两岸关系好，台湾老
百姓才会好，台湾才有前途。台湾某些
人出于阴暗的政治目的，竟然对老百姓
尽早解决吃水问题横加阻挠，无理取
闹。这些人把广大台湾同胞的福祉、切
身利益和生活必需置于何处？两岸同胞
看得一清二楚。民心不可逆，民意不可
违！这些人无视广大台湾同胞民意，背
离广大台湾民众的利益，必然自食其
果。广大台湾民众一定会做出正确的抉
择。两岸同胞要团结一心，坚持体现一
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和
遏制“台独”分裂活动，顺应历史大势，
共担民族大义，共同推动两岸关系和平
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共圆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由晋江龙湖
取水泵站、陆地输水管道和跨海输水
管道三部分组成，线路总长约28公里，
设计流量3.4万立方米/日，工程总投
资3.88亿元人民币，水费按9.86元新台
币/立方米计价。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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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发生数小时后，马杜罗露
面，对全国发表讲话，指认委内瑞拉
反对派与哥伦比亚政府和“一些居住
在美国”的人合谋行刺。

马杜罗说，“这是针对我的谋杀
行动”，调查已经开始，“一些组织者”
落网，刺杀者来自委内瑞拉“右翼势
力”、哥伦比亚和美国。行刺的“一些
组织者住在美国，住在佛罗里达州，”
他说，“我希望（美国）唐纳德·特朗普
总统打击这些恐怖主义团伙”。

哥伦比亚政府一名不愿公开姓
名的高级官员向法新社记者否认哥

伦比亚政府参与行刺；美国政府没有
立即回应马杜罗的说法。

委内瑞拉今年5月举行总统选举，
马杜罗赢得连任，但选举遭委内瑞拉
反对党联盟抵制，美国、哥伦比亚等不
少拉丁美洲国家不承认选举结果。

马杜罗政府多次指认国内反对
派和美国政府企图策动政变。美国总
统特朗普去年8月公开发出动武威
胁。美联社今年7月初报道，特朗普去
年不仅是口头威胁，实际上与白宫幕
僚和3名拉美国家领导人讨论过对马
杜罗政府动武，遭到反对。（新华社）

朝鲜谴责
美日延长原子能协定

朝鲜《劳动新闻》5日刊发朝鲜亚
太和平委员会4日发布的白皮书，谴责
美国、日本签署的原子能协定在30年
到期后自动延长的做法，同时向在核
问题上对日本和朝鲜持有双重态度的
美国表示强烈不满。

白皮书指出，美日原子能协定
1988年7月16日生效，有效期30年，鉴
于美日任何一方在期满前6个月并未
向对方通报有意废弃这一协定，协定
在今年7月16日到期后得以自动延长，
继续生效。

白皮书说，美国通过1988年的美
日原子能协定，赋予日本再处理废弃
核燃料的权限，“此后日本在过去30年
间，为实现核武化，加快进行钚储备”。

白皮书还说，美国在核问题上对
日本和朝鲜持有双重态度。美国对保
有大量钚的日本，延长美日原子能协
定，“煽动日本进行核武装”，却对正为
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倾注真诚努力的
朝鲜表示质疑和不信任。 （新华社）

美国政府寻人不力
数百儿童仍滞留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先前裁定，联
邦政府必须在7月26日截止日期前让
被强行带走的儿童与遭关押的非法移
民家人团聚。然而，截至8月2日，仍有
572名儿童没有找到父母。

这名联邦法官3日说，寻找到这
些父母的下落“是美国联邦政府的
责任”。

法新社援引美国联邦政府2日递
交的法庭材料报道，眼下仍有572名儿
童处在美国联邦政府安置场所，未能
与涉嫌非法移民的父母团聚，其中410
名儿童的父母或监护人已经被美方驱
逐出境。

美国联邦法官达纳·萨布拉3日
说：“不少父母被美方驱逐出境，却没
能带孩子一同离开。这要归咎于美国
政府的强行分离政策，以及没有能力
追踪并使他们团聚。” （新华社）

目前已逮捕数人 指认委内瑞拉国内外势力合谋行刺

遭无人机遭无人机““暗杀暗杀””

■委内瑞拉总统尼
古拉斯·马杜罗4日躲过
“无人驾驶飞机袭击”，目
前安然无恙，指认委内瑞
拉国内外势力合谋行刺。

■4日下午，委内瑞
拉国民警卫队在首都加
拉加斯玻利瓦尔大道举
行成立81周年庆祝活
动，委国家电视台对活
动进行现场直播。

■马杜罗出席活
动，在发表讲话时，现场
传出疑似爆炸声，并响
起警报。安全人员迅速
反应，将马杜罗带离现
场。现场视频显示，原先
在主席台下整齐列队的
士兵惊慌四散。

委内瑞拉4日发生针对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无人机袭击
事件，马杜罗目前安然无恙。

据外媒，袭击地点附近一处建筑升起黑烟。现场照片显示，安
全人员随后对疑似爆炸窗口进行排查。

委内瑞拉新闻部长豪尔赫·罗德里格斯说，几架携带爆炸物
的无人机企图对马杜罗发起袭击，但是这个图谋被“挫败”，马杜
罗安然无恙。

罗德里格斯说，袭击造成了7名国民警卫队成员受伤。他称是
委内瑞拉的极右派分子制造了这起袭击事件。

事后，马杜罗本人表示，委内瑞拉警方已经逮捕了数名嫌疑
人。他要求就此事进行全面调查，“无论谁卷入都将追责”。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躲过一劫

委内瑞拉4日在首都加拉加斯的
玻利瓦尔大道举行国民警卫队组建81
周年庆典，马杜罗在活动中发表讲话，
委国家电视台对活动进行现场直播。

电视直播画面上，马杜罗正在讲
话，画面突然抖动，马杜罗和他身后站
立的文武官员看向天空。画面切换至
街道上的阅兵方阵，数秒钟后，整齐的
方阵阵型大乱，士兵们立刻疏散。

委内瑞拉新闻部长豪尔赫·罗德
里格斯稍后发表电视直播讲话，说

“多架”无人驾驶飞机搭载爆炸物，企
图行刺马杜罗。

罗德里格斯说，7名国民警卫队人
员受伤，马杜罗“安然无恙，正常履行

职责，与党政军高级官员保持联络”。
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

党副主席迪奥斯达多·卡韦略在社交
网站“推特”上发文，指认委内瑞拉右
翼发动这次“恐怖袭击”。

名为“T恤衫战士”的组织在“推
特”上发帖，称他们用两架无人机搭
载炸药，试图刺杀马杜罗；但是，无人
机遭政府军击落。“我们想揭示他们
的脆弱性，”这家先前不为人知的组
织写道，“我们今天没有成功，但（成
功）只是时间问题。”

美联社则援引3名消防部门人员的
话报道，庆典期间传出的爆炸声其实源
于附近一座居民楼内煤气罐爆炸。

“无人机袭击” 马杜罗安然无恙
7名国民警卫队人员受伤

马杜罗露面 刺杀者来自委内瑞拉“右翼势力”、
哥伦比亚和美国

12岁中国女孩美国机场被绑架？

带走她的是亲生父母
看到新闻被吓得不轻虚惊一场

北京时间8月3日早晨，一则
12岁中国女孩在美国华盛顿里根
机场遭遇“绑架”的新闻，引起广泛
关注。

幸运的是，纽约当地时间3日
上午，疑似被绑架女孩已平安和自
己的父母出现在纽约法拉盛的一
间律师事务所中。之前发布的视频
中，在机场带走女孩的两名“绑架
者”，经警方确认，正是此刻与她一
同出现的亲生父母。

此前，红星新闻记者在北京时
间3日上午采访华盛顿当地警方
时，对方就认为，这件事情颇具疑
点。“我们保留怀疑，女孩和对方是
不是早前就认识，因为她没反抗，
且自己钻进车里。”

事实证明，警方的怀疑并不是
没有道理。回到这起事件，女孩父
母为何要这样带走自己的孩子，以
至于引发这么大的“虚惊一场”？

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
马杜罗在活动上发表讲话

新华社发

安全人员和调查人员在袭击发生地附近排查 新华社发

8月4日，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
斯，安全人员保护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

新华社发

印尼龙目岛
发生7.0级地震

印度尼西亚西努沙登加拉省龙目
岛5日傍晚发生7.0级地震。目前尚无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
网站消息，地震发生于雅加达时间5日
18时46分（北京时间19时46分），震中
位于西努沙登加拉省龙目岛北部陆
地，震源深度为15公里。

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已
就本次地震发布海啸预警。

印尼地处环太平洋地震带，每年
发生大小地震数千次。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