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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黑武士挥剑砍刺移民
瑞典警方23日说，前一天持剑闯

入学校的男子，很可能是出于“种族原
因”连刺4人，造成一名教师和一名学
生死亡。一名15岁男生伤势稳定，一名
41岁教师“伤情严重，但情况稳定”。警
方抵达后向蒙面男子开了两枪，男子伤
重身亡。

随着警方公开一些照片，人们赫然
发现该男子手持的是美国科幻大片《星
球大战》中黑武士达斯·维德的长剑。

这名蒙面男子身穿黑武士戏服，手
持长剑，穿过学校休息区内的公共咖啡
厅，来到教室外。几名学生看见他的装

扮，以为是万圣节活动或恶作剧，便询
问是否能“合影”。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女生事后回
忆，她看见两名同学与那名男子站在一
起，便欣然帮他们拍了一张合影。接着，
一名教师走出教室，要求男子离开，不
料“他点点头，持刀捅向老师右胸”。

一名名叫侯赛因·卡里的小伙子
说，男子袭击了他14岁的弟弟所在教
室。“他敲门，一名学生打开门。他二话
不说开始用剑伤人。那名学生说，‘他砍
我。’看到流血，其他学生才相信出事
了，”卡里说。

据悉，这所学校有400名学生，多
数是外来移民。这是一所一贯制学校，
从幼儿园覆盖至中学，学生年龄为6岁
至15岁。

瑞典《博览》杂志发现他曾为多个
赞美德国纳粹的视频“点赞”，还在脸书
网站上表示支持反对移民的瑞典民主
党和一些右翼政客。

近来,伴随着大量外来移民涌入瑞
典，针对难民中心的纵火事件增多。据
移民局估计，今年将有约19万移民进
入瑞典，数量仅次于德国，位居欧洲第
二。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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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房 出 租
新堂北路东3000m2厂房出租可分割；另
有六亩场地出租，堆放货物13813661385

纸箱厂转让
现急转位于鸣凰纸箱厂，设施全、业
务足，面积2500m2，13776802723

天天快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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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送餐工、厨师若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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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林火恐“跨年”，已做好人员转移准备
史上最糟

印度尼西亚林火已经持
续近两个月，多国援手但仍未
能扑灭。印尼负责紧急事务
的部长卢胡特·潘查伊坦 23
日透露，印尼正在准备“最后
手段”，一旦事态不好，将动用
军舰运走儿童和病人。

据一些专家预测，这场林
火恐怕要持续至明年才能被
扑灭。印尼除了向邻国求援，
还向加拿大、美国和法国求援
灭火。

印尼本月早些时候向新加坡、马来
西亚、澳大利亚和俄罗斯求援灭火，随
后获得这些国家的人员和设备支持。
潘查伊坦23日说，俄罗斯Be200

专业救火飞机在印尼的灭火效果显著，
因此印尼政府已经向加拿大、美国和法
国求援，希望这些国家再派几架救火飞
机。

尽管多国援手灭火，但印尼林火范

围仍在扩大，目前已经从苏门答腊、加
里曼丹进一步蔓延到巴布亚省。印尼方
面原本期望11月降雨帮助扑灭大火，
但是一些专家预计，林火恐怕要持续到
明年。

往年，印尼林火所致烟霾主要影响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但今年的烟霾已经
扩散至菲律宾和泰国，对两国的航空业
和旅游业均带来较大打击。

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宣布，将严
打“烧芭”垦荒方式，不会再给种植园企
业发放垦荒许可证。
“当前情况带来严重冲击，（空气质

量）达到非常不健康的水平，”维多多说。
印尼鹰记航空公司说，受林火、烟

霾影响，仅上个月便有12万名乘客取
消航班，这家航空运营商为此损失800
万美元。

潘查伊坦23日说，印尼把今年林
火视为国家灾难，但尚未宣布全国进入
紧急状态。印尼方面已经准备6艘军舰
和两艘渡船，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
把儿童和病人先转移到安全地带。
“我们正在考虑必要情况下能够把

儿童转移到何处，”潘查伊坦说。不过，
他强调，这将是“最后手段”，非到万不

得已不会动用这一手段。
随着林火继续肆虐，印尼政府可能

会先动员居民搬到装有空气净化器的
政府部门办公楼内居住，以避开烟霾。
在印尼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已有超过
10万人因林火产生的烟霾患呼吸道疾
病。

印尼每年干旱季均会遭遇林火，但

今年林火势头格外猛烈，很可能超过
1997年规模，成为“历史最糟糕”。上世
纪90年代以来，印尼一些企业和个人
通过在热带雨林中放火的方式垦荒，既
能烧出空地，又可将燃后的灰烬用作肥
料，但“烧芭”垦荒方式对环境的破坏较
大，会加剧烟霾污染。

据新华社

墨西哥飓风变成“只是一场大雨”
有记录以来的最强飓风之一“帕特里夏”23日傍晚在墨西哥

西太平洋沿岸登陆，引发大风、强降雨，一些地区发生山体滑坡，数
以千计居民和游客撤离。

世界气象组织把“帕特里夏”与 2013年重创菲律宾的台风
“海燕”相提并论。不过，“帕特里夏”风力在登陆后已经减弱。墨西
哥总统恩里克·培尼亚·涅托说，与类似等级飓风带来的损害相比，
“帕特里夏”造成的损失较小。

“帕特里夏”为5级飓风，风
速一度达到每小时322公里，但
随后显著减弱，以每小时266公
里的风速在哈利斯科州人口不
多的埃米利亚诺-萨帕塔镇海
岸登陆。

登陆地点附近的知名旅游
景区巴亚尔塔港受到飓风波及，
当地酒店全部关门，政府开放紧
急避难场所供居民和游客躲避。

路透社报道，登陆时，强风
吹倒树木、吹动汽车。现年30岁

的酒店员工劳拉·巴拉亚斯在曼
萨尼约港说：“风真的很大，简直
不可思议，许多汽车都被吹动。”
“帕特里夏”登陆前是有记

录以来西半球形成的最强飓风，
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
利斯把“帕特里夏”与台风“海燕”
相提并论。
“海燕”2013年11月横扫

菲律宾，致使超过6000人丧生。
受损严重的塔克洛班市90%的
建筑被夷为平地。

墨西哥总统培尼亚说，尚
无法预计“帕特里夏”可能造成
的损失。“不过，有一件事情我
们可以确定，那就是这场台风
的等级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巴亚尔塔港警方鸣响警
报，撤离当地居民和游客。法新
社报道，飓风来临前，大约
7000名外国游客和2.1万名墨
西哥游客在巴亚尔塔港度假。

路透社援引多名地方官员

的话报道，大约1.5万名居民和
外国游客撤离。哈利斯科州超
过6500人被安置在避难所中。

州长阿里斯托特莱斯·桑
多瓦尔说，尚未收到人员死亡
的报告。

当地政府提醒，距巴亚尔
塔港210公里处的科利马火山
喷出的火山灰和其他物质可能
与飓风引发的降水结合，形成
泥石流，冲击附近村庄。

痛中思痛 不再给种植园发垦荒许可证

最后手段 已准备 8艘船转移儿童和病人

风 力 强度堪比曾夷平城市的“海燕”

疏 散 众多外国游客成为“难民”安置

航拍的印尼林火!大量燃烧的林火导致严重的雾霾"

史上最强

美国国家飓风研究中心
说，随着“帕特里夏”在内陆推
进，风力逐渐减弱。

美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4
日早晨，“帕特里夏”已降至二
级飓风水平，最高风速为每小
时155公里。

从美国底特律市到巴亚尔

塔港游玩的索科尔一家在飓风
来临时在一所大学的避难所中
躲避。苏珊娜·索科尔说：“这太
令人惊讶了，从历史上最强飓
风，变成只是一场大雨。”她说，
至少这场飓风给她过生日的女
儿留下了特别的记忆。

据新华社

损 失 史上最强飓风变成只是一场大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