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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架医疗直升机11日在
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郊区迫降，侧翻
在当地居民区的一座教堂外。包
括一名2个月大女婴在内的机上4
人均幸存，且无致命重伤。

《费城问询报》援引美国联
邦民航局等方面消息报道，这架
医疗直升机当天运送这名女婴
前往费城儿童医院，起飞约 45分
钟后出现机械故障，于下午 12时

55分迫降在毗邻费城的特拉华
县德雷克塞尔希尔居民区。

当地救援部门负责人蒂姆·
博伊斯说，发现故障后，飞行员
寻找着合适的着陆点，直升机低
空飞行约 1.6 公里，最终避开电
线和楼房，在街道上迫降。

美联社报道，机上全部人员
在救援人员帮助下脱险。

当地官员说，这名婴儿已由

一辆救护车送到费城儿童医院，
目前情况稳定；飞行员伤势相对
较重，已被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
治，目前情况稳定；其余两人无
需医疗救治。

事发直升机属于航空医疗
救助服务商美国航空服务公
司。该公司一名发言人说，会配
合有关方面调查事故原因。

据新华社电

美国医疗直升机居民区迫降
机上4人均幸存

1月11日，一架迫降的医疗直升机侧翻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城郊区。 新华社 发

美民主与共和两党针锋相对
美司法部将设国内恐怖主义案件处理小组

一颗最宽处约 1 公里的
小行星 18日将与地球“擦肩
而过”，但不会对地球构成威
胁。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11 日报道，美国国家航空航
天局近地天体研究中心预
测，这颗代号“1994 PC1”
的小行星正在以大约每小时
7.62 万公里的速度移动，将
于美国东部时间 18 日 16 时
51 分（北京时间 19 日 5 时 51
分）与地球“擦肩而过”，与
地球最近距离约为 193 万公
里。

报道说，在这个距离，小
行星不会对地球构成任何威

胁，而且它今后 200年内也不
会再如此近距离“造访”地
球。天文学家 1994年首次发
现这颗小行星。

科学网站 EarthSky.com
消息说，人们当天不可能肉
眼看见小行星，但使用小型
望远镜或可观测到。

先前不时有小行星“近
距离”造访地球。不过，天文
学意义上的“近距离”可达数
百万甚至数千万公里。

今年 9月 26日至 10月 1
日间，美国航天局将操纵探
测器撞击一颗小行星，以验
证 改 变 小 行 星 轨 道 的 技
术。 据新华社电

美国司法部官员 11日说，司法部将
设立专门处理国内恐怖主义案件的小
组。

从美国媒体报道来看，民主和共和
两党拿国内恐怖主义话题做文章，针
锋相对。民主党人以去年年初的国会
山骚乱事件为典型事例，暗批共和党；
共和党人则以 2020 年美国多地反种族
歧视示威期间的骚乱类比，试图冲抵
民主党人对国会山骚乱事件的“穷追
不舍”。

应对威胁
美国司法部助理部长马修·奥尔森

11日在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举行的听
证会上说：“（美国）国内恐怖主义构成的
威胁正在增加。2020 年春季以来，联邦
调查局对国内暴力极端主义嫌疑人的调

查数量增加了一倍多。”
按奥尔森的说法，国内暴力极端主

义者指美国境内“试图以暴力犯罪行为
达成本国社会或政治目的的人”。

“国内暴力极端主义者往往受意识
形态和个人不满的综合驱使，”他说，“我
们看到，受种族恶意驱动的人和持反政
府、反权威极端思想的人构成的威胁正
在增加”。

奥尔森说，司法部国家安全司有一
批处理“国内和国际恐怖主义诉讼”的
检察官，在此基础上，他决定在国家安
全司内设立“国内恐怖主义（处理）小
组”。

“这个小组的检察官将专门关注国
内恐怖主义威胁，以确保这类案件得到
妥善处理，并在司法部内部、在全国范围
得到有效协调。”他说。

两党交锋
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围绕“国内恐

怖主义”这一概念的政治交锋在这场听
证会上可见一斑。

奥尔森在发言第二段便说，上周是
国会山骚乱事件一周年，截至上周，司法
部已就这起事件逮捕并指控超过 725人，
其中超过 325人受到重罪指控。

去年 1月 6日，为阻止国会确认民主
党人约瑟夫·拜登当选新一届总统，共和
党籍时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大批支
持者冲击国会山。骚乱中，一名警察和 4
名示威者死亡，大约 140名警察受伤。

听证会上，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人理查德·德宾播放一段国会山
骚乱的视频，呼吁委员会成员一致“明确
谴责为达政治目的而使用或威胁使用暴

力”的行为。
司法委员会副主席、共和党人查克·

格拉斯利则针锋相对，播放一段 2020年
美国多地骚乱的视频，称“这些反对警察
的骚乱震动我们国家，足足 7个月，一如
1月 6日国会山遭冲击对国家的震动”。

司法委员会共和党籍委员特德·克
鲁兹说，就 2020年美国多地骚乱和去年
国会山骚乱，司法部在追捕嫌疑人方面

“标准截然不同”。按美联社说法，共和
党籍参议员试图将关注点从国会山骚乱
上移开。

2020年 5月，非洲裔男子乔治·弗洛
伊德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
市遭警察暴力执法后死亡。随后数月，
美国多地持续出现反种族歧视和反警
察暴力执法的示威，其间骚乱频发、社
会震动。 据新华社电

朝中社 12 日发布消息，
证实朝鲜 11日试射高超音速
导弹，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到场观看试射。

据朝中社报道，金正恩
11日参观由朝鲜国防科学院
进行的高超音速导弹试射。
试射于黎明前进行，高超音
速导弹“成功击中了 1000 公
里以外水域的既定目标”。

朝中社说，此次试射目
的在于“最终确证新开发的
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系统的全
盘技术特性”。

朝中社援引金正恩的话
报道，朝鲜“要从质和量两方
面持续加强国家战略军事力
量，进一步大举加快推进军

队现代化”。
韩国、日本、美国等 11日

监测到朝鲜试射活动。
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司

令部评估认为，试射未对美
国人员、领土及美方盟友构
成“迫切威胁”。北美防空司
令部也未发布警告。

不过，出于安全考虑，美
国联邦航空局指示自美国西
海岸地区机场出发的航班停
飞约 15分钟。

这是朝鲜 4 个月来第三
次宣布成功试射高超音速导
弹。朝鲜去年 9月 28日成功
试射“火星-8”型高超音速导
弹，本月 5日再次试射一枚高
超音速导弹。 据新华社电

1公里宽小行星
将与地球“擦肩而过”

朝鲜再次试射高超音速导弹
美国空管短暂叫停西岸航班

这张朝中社1月12日提供的照片显示的是朝鲜国防科学
院进行高超音速导弹试射现场。 新华社 发

韩国总统选举倒计时不足两
个月之际，现任总统文在寅的热
门“接班人”、执政党共同民主党
总统候选人李在明所涉丑闻持续
发酵，一名涉事者 12日被发现在
酒店身亡。至此，与李在明所涉
丑闻相关人员已有3人死亡。

警方 12日说，他们当天上午
在首尔西部一家酒店发现名为
李炳哲（音译）的律师死亡。三
天前，他的亲人向警方报案称其
失踪。

李炳哲的死因尚不清楚，他
的遗体已被送往事发地附近医
院解剖。当地媒体报道，事发现
场没有发现打斗迹象，也没有找
到其他犯罪的证据。

韩国媒体称李炳哲为“吹哨

人”。他最先向一家民间组织提
供文件材料，指认李在明的辩护
律师在一起诉讼案中获得巨额
酬劳，包括 3亿韩元（约合 160万
元人民币）现金和价值 20亿韩元
（1069万元人民币）的股票。

此外，李在明还卷入一起贪
腐案。检方和警方怀疑，位于首
尔以南的京畿道城南市 2015年
一个地产开发项目中，一家名不
见经传的投资公司可能通过贿
赂政府官员、国会议员等有影响
力的人物拿下项目，进而获得相
当于投资额千倍的巨额利润。
李在明当时担任城南市市长。

这起案件仍在调查中。李
在明宣布参选总统后，两名涉案
关键人物先后于去年 12月 10日

和 21日死亡。
随着总统选举临近，在野党

阵营抓住这一话题，向李在明发
难。对此，共同民主党发表声明
说，李在明与死亡律师李炳哲没
有任何关系，针对李在明的说法
纯属捏造。共同民主党同时呼
吁不要把这起事件政治化，不要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抹黑总统
候选人。

韩国总统选举定于 3月 9日
举行。角逐下届总统的人选中，
李在明和国民力量党总统候选
人、前检察总长尹锡悦被视为“两
强”候选人。近日，支持率排名第
三位的国民之党总统候选人安哲
秀人气攀升，选举可能转入“三强
竞赛”模式。 据新华社电

文在寅热门“接班人”所涉丑闻发酵
3名涉事者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