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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声称制
造的“8·17”巴塞罗那恐怖袭击
迄今造成 14 人死亡，126 人受
伤，受害者来自20个国家。

这不仅是自 2004 年“3·11”
马德里阿托查火车站大爆炸以来
西班牙遭遇的最严重恐袭，也是
过去一年里欧洲发生的第八次汽
车冲撞路人式袭击。

与以往多次“独狼”式恐袭不
同，巴塞罗那恐袭是一个由12名
成员组成的犯罪团伙所为，有预
谋，有组织。有专家认为，欧洲面
临的恐怖威胁存在从“独狼”演变
为“群狼”团伙的可能，危害性更
大，反恐挑战更加艰巨。

恐怖团伙原计划炸
毁大教堂

西班牙警方说，该恐怖团伙
原本计划搞一起更大规模的恐
袭，目的是炸毁巴塞罗那地标建
筑圣家族大教堂。

不料，16 日晚，恐怖分子在
巴塞罗那以南阿尔卡纳尔小镇一
栋住宅里制造爆炸装置时，发生
爆炸，两名恐怖分子可能因此毙
命。警方推断，这导致袭击计划
败露，该恐怖团伙仓皇中改变方
案，到巴塞罗那市中心兰布拉斯
步行街以及相距上百公里的著名
海滨旅游胜地坎布里尔斯镇驾车
冲撞路人。

在坎布里尔斯，恐怖分子驾
驶一辆小汽车在港口附近撞倒数
名路人，在撞翻一辆封闭道路的
警车后翻车。四名恐怖分子从汽
车上下来，用砍刀之类的武器袭
击路人，被一名警员开枪击毙。
另一名恐怖分子逃走，随后被便
衣警察击中，伤重毙命。

恐怖威胁越过直布
罗陀海峡

西班牙地处欧洲大陆西南
端，与非洲西北部隔海相望，人员

往来频繁，历来是从非洲到欧洲的
中转站。

近年来，沿海地区成为“伊斯兰
国”在西班牙进行宣传的主要地
区。从今年年初到“8·17”恐袭前，
巴塞罗那所属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
警方展开 10 次反恐行动，抓获 14
名恐怖嫌疑人。在阿利坎特、巴伦
西亚等地也有多名嫌疑人被逮捕。

西班牙另一处恐怖主义威胁的
热点地带在直布罗陀海峡对面，西
班牙在非洲、与摩洛哥接壤的两块

“飞地”休达和梅利利亚。自 2012
年以来，警方在这两座城市分别抓
获31名和24名宗教极端嫌疑人。

在马德里自治大学教授德拉科
尔特看来，西班牙沿海和飞地的恐
怖主义活动增加，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叙利亚内战持续，二是摩洛哥
已经成为志愿参加“伊斯兰国”人数
最多的国家之一。

一些安全分析师说，随着“伊斯
兰国”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战场上节

节败退，极端分子从西亚“回流”北
非，摩洛哥可能成为对欧洲国家发
动恐怖袭击的“跳板”。

马德里埃尔卡诺学院国际恐怖
主义专家雷伊纳雷斯表示，不排除

“伊斯兰国”有“通过摩洛哥和阿尔
及利亚，越过地中海，潜入欧洲，展
开袭击”的计划。

恐怖苗头需要社会参
与防治

在西班牙沿海和飞地活动的恐
怖嫌疑人与一些在中欧国家被捕的
恐怖分子有相同的特点：都是孤立
的激进化个体，利用社交网络作为
主要串联工具。

社交网络是“伊斯兰国”重要的
宣传工具，该极端组织在网上传播
宣传材料，包括用最新技术编辑的
视频、信息图表、电子杂志和制作炸
药的教程。这就需要网络企业配合
执法部门查找潜在恐怖分子的踪
迹，以利于预防性打击。

今年 7 月，警方在巴塞罗那逮
捕一名在社交网络上宣扬恐怖主
义、煽动仇恨并赞美“伊斯兰国”等
极端组织的男子。

雷伊纳雷斯表示，西班牙需要
制定并开展多层面的计划，不仅要
求国家机构介入，也需要社会领域
积极参与。穆斯林社区、学校等都
要在其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随
时向执法部门报告激进化群体出现
的苗头。

“虽然还不能说西班牙已经出现
‘伊斯兰国’组织，但一些来自西班牙
或与西班牙有关的个人已经加入‘伊
斯兰国’。”他告诉新华社记者。

历史上，公元 8 世纪到 15 世
纪，伊比利亚半岛大部分领土被穆
斯林统治。雷伊纳雷斯说，“基地”
组织和“伊斯兰国”因此怀有敌意，
认为西班牙和葡萄牙占领了他们的
领土，“这可能导致他们对西班牙和
欧洲其他国家抱有的攻击性有所区
别”。 据新华社专特稿

从“独狼”到“群狼”

欧洲反恐挑战更艰巨
新华社北京 8 月 21 日电（记者闫子敏）针对日本自民

党决定组织议员游说加拿大政府与安大略省议会以阻止设
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21 日表示，
南京大屠杀是一段不容抹杀的惨痛历史，只有以史为鉴，才
能避免战争悲剧重演。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加拿大安大略省政府此
前向安大略省议会递交了一份议案，要求将 12 月 13 日作
为“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安大略省议会将在 9 月对议案进
行审议。日本媒体20日曝出，日本自民党决定组织部分议
员游说加拿大政府与安大略省议会，阻止纪念日的设立。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对加拿大安大略省议
会有关方面的动议表示欢迎。今年是南京大屠杀 80 周
年。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犯
下的严重罪行，是一段不容抹杀的惨痛历史。只有深刻汲
取历史教训，以史为鉴，才能避免战争悲剧重演，才能真正
维护和平，开创未来。

我外交部发言人：

南京大屠杀惨痛历史
不容抹杀

新华社微特稿 荷兰议会
选举已结束半年，组阁问题仍
迟迟定不下来。现任吕特政府
硬是被“拖成”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荷兰“最长命”的政府。

法新社报道，吕特政府 20
日在任满 1749 天，打破 1989
年至 1994 年间出任荷兰首相
的吕德·吕贝尔斯的执政时间
纪录。

处于第二任期的首相马
克·吕特告诉全荷通讯社，收获
这一“殊荣”部分归功于政府

“表现好”。同时，他也承认主
要原因是 3 月议会选举结束
后，新政府“组建太慢”。

在荷兰，组阁过程冗长拖
沓是常见现象。“史上最漫长组
阁 ”发 生 在 1977 年 ，持 续 了
208 天 。 现 任 吕 特 政 府 于
2012 年底组建，仅花了 54 天
时间，原因是处于经济动荡期
的荷兰急于获得政治稳定。

3 月 15 日，荷兰议会二院
（众议院）选举投票结果让人
“松了口气”：吕特的传统右翼

自由民主党赢得众议院150个席
位中的33个，保持议会第一大党
地位。名列第二的是选前人气甚
高、以“反伊斯兰”“反移民”“反欧
盟”为标签的极右翼自由党，获得
20个席位。

如此一来，自由民主党需要
联合 3 个政党才能在众议院凑够
半数以上席位、即 76 席，组成执
政联盟。不过，有望将吕特第三
次送上首相宝座的组阁活动已持
续158天。

5 月，自由民主党试图同包

括绿色左翼联盟的 3 党“组队”，
却因对移民问题看法相左谈崩
了；此后，自由民主党又找来 3 个
愿联合执政的“伙伴”，但依然组
阁失败。

荷兰《人民报》报道，第三个
挑大梁的是荷兰银行前老板赫里
特·扎尔姆。他已同基督教民主
呼吁党、六六年民主党以及基督
教联盟在一些主要问题上达成一
致。

上述政党均拒绝“牵手”右翼
自由党党首海尔特·维尔德斯。

组阁太慢！

荷兰现二战后“最长命”政府

8月21日，在法国马赛，警方在被汽车冲撞的公交车站调查。据法国媒体报道，一辆汽车21日上午在马赛冲撞两个公交车站，导致1名妇
女死亡，1人受重伤。报道说，一名35岁的涉嫌肇事男子已被警方抓捕。 新华社／法新

新华社微特稿 想去远方看山看
海，结果只看见人山人海，未免扫兴。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2017 年报告显
示，2016年游客人数最少的国家是中
太平洋南部岛国图瓦卢，仅接待了
1000 人次游客。英国《每日邮报》19
日报道，图瓦卢海滩完美、海水清澈、
安全系数高，但令人意外的是，似乎不
怎么受游客欢迎。

该报旅游专栏还列举了其他一些
游客稀少、风景却佳的旅游目的地。
比如，基里巴斯。几个世纪以来，这个
太平洋中部岛国的老百姓一直靠椰
子、面包、水果和鱼为生。

去年，基里巴斯仅接待了4000人
次的游客。在这里，游客可以骑自行
车、坐船或徒步领略海岛风光，也可以
出海垂钓或潜水。

非洲中西侧几内亚湾东南部岛国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去年接待了 8000
人次游客。这里可以欣赏火山地貌、
热带雨林，也可以潜水，幸运的话，还
会邂逅驼背鲸和海豚。

此外，游客人数较少的国家和地
区还有位于加勒比海的蒙特塞拉特、
安圭拉，印度洋西部岛国科摩罗，非洲
吉布提，欧洲圣马力诺、列支敦士登、
摩尔多瓦，亚洲东帝汶、孟加拉国、不
丹和南美洲法属圭亚那等。去这些地
方旅游，想必不会遇到拍照留念还得
排队的情况。

游客最少的国家
和地区有哪些？

据新华社莫斯科 8 月 21 日电（记者安晓萌）美国驻俄
罗斯大使馆 21 日说，由于工作人员数量缩减，美驻俄使领
馆自23日起在俄罗斯全境暂停发放非移民类签证。

美驻俄使馆当天在其网站发布信息说，自 23 日起，将
在全俄范围内暂停发放非移民类签证。9月1日起，美驻莫
斯科大使馆将恢复非移民类签证的面签工作，驻圣彼得堡、
叶卡捷琳堡和符拉迪沃斯托克领事馆则无限期暂停发放非
移民类签证。

美驻俄使馆说，美国驻俄使领馆的人员变动也将影响
发放移民类签证的进度，针对受影响的移民类签证申请人，
使领馆将另行通知面签日期。

美国总统特朗普 2 日签署一项针对俄罗斯、伊朗和朝
鲜的制裁法案。作为回应措施，俄罗斯政府禁止美使馆使
用其位于莫斯科西部“银松林”的度假屋及其位于莫斯科南
部“旅行大街”的多所库房，并要求美驻俄使领馆 9 月前裁
减工作人员数量。

美国驻俄使领馆

将暂停发放非移民类签证

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德雷克塞尔
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天称体重可能
有助管住嘴、迈开腿，从而有效减肥。

研究人员招募了294名体重各异
的女大学生，检测她们的体脂率和身
高体重指数（BMI），两年半以后，研
究人员再次测试这两项，并询问她们
自测体重的频率。结果显示，至少有
一段时期每天称体重的志愿者，体重
并未增加，而且 BMI 指数有所下降。
研究报告刊载于《行为医学杂志》。报
告作者黛安娜·罗森鲍姆说：“BMI 和
体脂率降低都适中，但算得上明显。
我们并未料到，虽然没有减肥手段干
预，但那些人的体重还是减少了。”

研究人员认为，经常称重能够激
励人们健康饮食、规律锻炼。

想减肥？

试试每天称重

新华社微特稿 英国“反
对反犹主义运动”组织20日发
布的报告显示，由于担忧英国
日益增长的反犹情绪，过去两
年英国三分之一的犹太人考虑
离开。

这一组织在一份声明中呼
吁英国政府加强对执法机构在
相关案件处理上的监察力度，
并清理政党内部反犹言论。声
明表示，目前英国反犹犯罪不
断增加，而政府未能出台有效

应对举措。犹太人认为英国刑
事检察院和最大反对党工党应
为此负责。

“反对反犹主义运动”委托
英国舆观调查公司就 2016 年
至 2017 年英国反犹情况进行
调查，2025 名英国犹太人接受
调查。

结果显示，59％的调查对
象认为犹太人在英国受欢迎，
17％认为不受欢迎；37％的英
国犹太人会在公共场所隐瞒自

己的犹太裔身份。
76％的调查对象认为，近期

英国政局变动，导致反犹情绪不
断上升。52％的英国犹太人认
为，英国刑事检察院处理反犹犯
罪不力。此外，连续两年，超过
五分之四的英国犹太人认为，工
党内部存在包庇反犹分子的现
象。

英国社区与地方政府事务部
前大臣、以色列政治与经济交流团
体“以色列保守友人”主席埃里克·

皮克尔斯认为，这份报告为英国社
会敲响警钟。《每日邮报》援引皮克
尔斯的话报道，现代反犹主义在英
国左翼政党中普遍流行。

工党表示，一向谴责反犹主
义行径，已出台相关措施打击反
犹主义。

英国犹太慈善机构社区保障
信 托（CST）7 月 发 布 的 数 据 显
示，今年前 6 个月共发生 767 起
反犹太仇恨犯罪，高于历年同期
数据。

反犹情绪上升

英国三分之一犹太人考虑离开

这是8月21日在新加坡海域拍摄的发生碰撞事故的美
国海军“约翰·S·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在一份声明中说，日本时间 21 日早
晨美国海军“约翰·S·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在新加坡东部
海域与一艘商船相撞，事故造成 10 名船员失踪、5 人受
伤。 新华社／路透

据新华社新德里 8 月 21 日电（记者胡晓明）印度比哈
尔邦灾害管理部门官员21日说，截至20日，该邦洪灾造成
的死亡人数已升至253人，共有1300多万人受灾。

当地媒体援引这名官员的话说，强降雨使恒河、默哈嫩
达河、根德格河等5条主要河流多处决堤，洪水淹没大片地
区，致使 70 多万公顷庄稼受损，2 万多个棚屋被冲走。该
邦有20个县受灾，灾情最严重的是阿拉里亚、格蒂哈尔、西
坚巴兰和锡达默里4个县。

据报道，目前只有 72 万灾民被转移到安全地带，在西
坚巴兰县等地仍有几十万人被洪水围困，只能依靠政府派
飞机空投食品。当地政府宣布，向每个遇难者家庭提供40
万卢比（约合6240美元）的慰问金。

印度每年 6 月至 9 月是季风雨季，雷电暴雨天气频发，
洪水及泥石流等灾害经常发生。

印度比哈尔邦洪灾
死亡人数升至253人

美功市场位于泰国中部沙没颂堪
府美功县，每天都有从美功火车站开
出的列车穿梭于市场间。摊贩们有时
会把蔬果和海鲜临时铺放在铁路上，
等火车快来时再收起遮盖铁轨的遮阳
棚，清理摊放在轨道和路基上的货品，
顾客们也会很自觉地避让在一边，等
火车从自己面前不足一米距离的地方
缓缓驶过。火车几时几分从哪个方向
来，一天有几班列车从这里经过，对于
这里的人们，早已烂熟于心。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 8 月 21 日电（记者闫子敏）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 21 日证实，15 日印方在中印边境西段采取激烈动
作造成中方人员受伤，中方表示强烈不满。

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印度政府上周称，在中印
边界西段的班公湖地区附近发生了中印士兵相遇事件，并
疑似有视频显示当时双方互相推搡、互掷石块。中方对此
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经中方核实，8 月 15 日，中国边防部队对中
印边境西段班公湖地区实控线中方一侧进行正常巡逻，受
到印度边防部队阻挠。其间，印方采取激烈动作，冲撞中方
人员并与中方人员发生肢体接触，造成中方人员受伤。

她表示，印方此举违反双方就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
达成的有关共识，危及中印边境西段局势。中方对此表示
强烈不满，并已通过涉边渠道向印方提出严正交涉。

华春莹说，中方敦促印方恪守两国间达成的有关协议
协定规定，切实遵守 1959 年实控线，严格约束印度边防部
队的活动，切实维护两国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

对印方采取激烈动作造成中
方人员受伤

我外交部：表示强烈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