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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

纽约街头袭警案次日，市警
务专员布拉顿说，这肯定是恐怖
袭击。32岁的行凶人扎列·汤普
森在网络上浏览与极端主义相
关的视频，包括22日加拿大首都
枪击事件。他曾在美国海军服
役，因不端行为遭开除，大约两
年前改变宗教信仰，性格孤僻，
曾因家庭暴力案6次被捕。警方
说，汤普森在网络上发表的言论
显示他“反政府、反西方、反白
人”。警方 初步推断他是“ 独
狼”，与极端组织没有关联。眼
下不清楚汤普森袭警是蓄谋已
久还是临时起意。

惠晓霜（新华社微特稿）

纽约斧头袭警案
定性恐怖袭击

22日发生在加拿大首都渥
太华的恐怖袭击让不少亲历者感
受了一次与死神擦肩的惊险，总
理斯蒂芬·约瑟夫·哈珀甚至一度
躲入壁橱避险。加拿大《环球邮
报》24日报道，枪手开始在国会
大楼行凶时，哈珀正在楼内一间
会议室与其他保守党成员开会。
听到枪声后，他原打算从一处侧
门逃走，不过被手下人拦下。有
人记起屋内有壁橱，大家随即把
他塞入其中。哈珀在狭小空间内
藏身15分钟，直至安全风险解
除。

出于自卫，多名议员急中生
智，把旗杆顶部的矛当作武器以
阻止可能的“闯入者”。还有一些
议员把桌椅当屏障抵在门口，防
止枪手进屋。

韩梁（新华社微特稿）

一名枪手22日在加拿大首都渥
太华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恐怖袭击事
件。加拿大警方确定，枪手为32岁
的加拿大男子迈克尔·泽哈夫－比
博，系单独作案。综合多家媒体报
道，这名“独狼枪手”来自加拿大魁北
克，曾经吸毒，拥有多桩案底。

虽然尚不清楚作案动机，但警方
称，他此前曾计划前往叙利亚或利比
亚，但申请护照受阻，他或许因此制
造枪击案泄愤。

申请护照受挫

泽哈夫－比博22日先在国家战
争纪念碑处枪杀一名执勤士兵，随后
逃进附近的议会大楼，与警卫发生激
烈枪战，最终被击毙。

加拿大皇家骑警队专员鲍勃·保尔
森说，泽哈夫－比博最近皈依了伊斯兰
教，计划前往叙利亚，并向当局申请护照。

但媒体报道，加拿大警方此前已
经将他列为“高度危险”的可疑人物，

并采取措施阻止他前往国外，加入极
端组织作战。这可能导致泽哈夫－
比博难以取得护照。

对于泽哈夫－比博的护照申请，
保尔森说，申请“没有被驳回”，但相
关部门需要调查他是否符合要求。

保尔森认为，泽哈夫－比博制造枪
击案，可能是因为申请护照受挫而泄愤。

媒体披露，泽哈夫－比博最近几
周都在渥太华市中心一个流浪人员
收容所栖身。

经常前往收容所的阿布巴基尔·阿
卜杜勒卡里姆说，泽哈夫－比博告诉
他，他曾经吸毒，但最近三个月没沾毒
品，目前正在抵制前往利比亚的诱惑。

但最近几天，“他的性格完全变
了，”阿卜杜勒卡里姆说。阿卜杜勒
卡里姆说，泽哈夫－比博不再说话，
不和别人打交道，只是整天睡觉，看
起来又吸食了毒品。

同在收容所的劳埃德·马克斯韦
尔说，泽哈夫－比博曾经在温哥华住
过一段时间，然后去了卡尔加里，这

次来渥太华就是为了得到护照，因为
他认为这在首都更容易办到。

“他没有得到它（护照），这让他
非常气愤，”马克斯韦尔说。

马克斯韦尔告诉泽哈夫－比博，
他可能在一份禁止旅行的名单上，

“他（听到后）用奇怪眼神看着我，然
后就走开了。”

或有精神问题

几年前，泽哈夫－比博曾经在位
于温哥华的马斯吉·德萨拉姆清真寺
参加宗教活动，并在那里遇到了已经
皈依伊斯兰教的戴维·巴瑟斯特。

戴维的父亲约翰·巴瑟斯特说，他
开办的家庭工厂经常雇用一些零工，于
是让泽哈夫－比博到工厂工作，但泽哈
夫－比博只干了两天。“我们没有解雇
他，我甚至记不清他为什么不干了。他
可能只是不再露面，”巴瑟斯特说。

巴瑟斯特认为，泽哈夫－比博制造
枪击案不是因为宗教原因，而是因为有

精神疾病。“他是个怪人。这个家伙独
来独往。他是一个独来独往的疯子。”

同样，在渥太华流浪人员收容
所，一名自称叫马克的人向记者说，
泽哈夫－比博表现出双重性格，可能
患有精神疾病。马克说，泽哈夫－比
博有次突然毫无理由地“大发雷霆”，
威胁其他人，但随后又做出道歉。

曾经多次犯事

1982年出生的泽哈夫－比博此
前曾经吸毒，并且多次触犯法律。

魁北克法庭文件称，泽哈夫－比博
2004年卷入3起案件。他承认两起与
吸毒有关的犯罪行为，并被控未能遵守
法官的命令。2011年12月，泽哈夫－
比博曾被控在渥太华犯有抢劫罪，但后
来被认定犯有一项较轻的罪名。

保尔森认为，泽哈夫－比博以往
的犯罪、吸毒和暴力行为，以及“精神
不稳定”让他走向极端。

张伟（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揭秘加拿大“独狼枪手”

独
狼

23日，一名男子在光天化日之
下，手持斧头在美国纽约市街头袭击
4名警察，造成其中2人受伤。

男子当场被击毙。暂不清楚他
的行凶动机。

闹市行凶2名警察受伤

纽约市警方介绍，事发下午2时
左右，地点是皇后区一处繁忙商业区
街头。当时，4名警察正在步行巡逻，
其间碰到一名自由摄影师，后者希望
为他们拍照。

就在4人摆姿势拍照时，一名男
子突然冲过来，一言不发地用斧头砍
向他们。警方一名发言人说，男子先

是砍中一名警察的右臂，接着砍中另
一名警察的头部。当男子再次举起
斧头时，另外2名没有受伤的警察拔
出武器并朝男子射击。男子中弹，被
宣布当场死亡。

2名受伤警察被送入当地一家医
院救治。其中，头部受伤的警察现年
25岁，接受手术后，情况危急但稳定；
另一名警察24岁，情况稳定。

另外，在警察开枪过程中，一名
29岁的女性旁观者遭流弹击中，同
样被送入医院，接受手术后正在恢
复。

警方没有提供 4 名警察的姓
名。路透社报道，他们均是今年7月
8日从纽约市警察学院毕业。

跟踪伺机发动袭击

美联社援引警方的话报道，监控录
像和一些目击者的证词似乎确切无疑地
表明，那名男子是蓄意袭击4名警察。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执法部门
人员说，那名男子躲在一个公共汽车
候车亭内，似乎是在一直跟踪4名警
察并等待机会发动袭击。

警方说，就在袭击发生前，男子被
看到在一个街道拐角处蹲下来、从背
包里掏出斧头。紧接着，恶行上演。

警方官员威廉·布拉顿说，那名
自由摄影师一直在与警方合作，不被
认为是名嫌疑人。

动机不明

布拉顿说，调查人员正在努力确
认袭击者的身份和行凶原因。

根据美国一些媒体的报道，行凶
男子名叫扎列·汤普森，大约32岁，
在加利福尼亚州有犯罪记录，因不端
行为被美国海军开除。

美国专门监控极端组织互联网
活动的“搜索国际恐怖组织研究所”
说，汤普森表现出“极端主义倾向”，
先前曾在社交网站“脸谱”和视频分
享网站YouTube上发布一些极端言
论和支持极端武装“伊斯兰国”的视
频。 李良勇（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纽约男子持斧袭4警被击毙

躲避枪手袭击

加拿大总理哈珀
壁橱藏身15分钟

在美国等国家的空袭帮助下，伊
拉克安全部队眼下基本上抵挡住极端
组织“伊斯兰国”自今年夏天以来展开
的大规模攻势。战局僵持不下，“伊斯
兰国”似乎投入了新的“武器”。美国
《华盛顿邮报》23日报道，伊拉克军方
确认了一起警察受到氯气袭击的事
件。

不过，伊拉克军方说，“伊斯兰国”
武装人员并未有效使用这些所谓的化
学武器，只是试图打击伊拉克安全部队
和民众的士气并制造恐慌。

“烟雾”袭击

《华盛顿邮报》所说的氯气袭击发
生于9月15日，地点是位于伊拉克首都
巴格达以北约80公里处的一处城镇附
近。据遭到袭击的警察回忆，他们在城
镇以北与“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交火时，
对方突然后撤。

31岁警察凯拉拉·朱布里回忆，武
装人员后撤前所处的位置突然传出爆
炸声，随后出现一股黄色烟雾。烟雾
没有向空中飘散，而是顺着风势向他

们飘来。
“我觉得窒息了，”朱布里说，“我呕

吐不止，无法呼吸。”
朱布里等11名警察被送到当地的

一家诊所，随后被转移到附近一家政府
医院。幸运的是，警察们在接受治疗后
得以康复。

按《华盛顿邮报》的说法，这些伊
拉克警察对于气体的描述与氯气相
符。他们吸入气体后出现眩晕、呕吐
和呼吸困难，也符合氯气中毒的症
状。负责治疗的医务人员确定他们吸
入的是氯气。

“他们惊慌失措，我们也惊慌失
措，”医院负责人卡西姆·哈特姆回忆
说，“我们一开始以为可能是毒性更严
重的毒气，例如神经毒气。”

制造恐怖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伊拉克国防
部官员确认，武装人员在9月15日的袭
击中使用了氯气。按他的说法，武装人
员把炸弹和氯气罐装在一起发动袭击，

“他们只是为了制造恐怖”。

伊拉克国防部在一份正式声明中
确认，“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在某地的水
处理厂附近以“简单和不起作用的方
式”使用氯气，并把氯气用于路边炸弹
袭击。国防部方面说，武装人员试图削
弱“伊拉克民众、尤其是我们安全部队
的士气”。

氯气消毒是生产自来水的步骤之
一。伊拉克国防部的声明没有提及袭
击发生的具体地点，但《华盛顿邮报》
说，9月 15日的交火地点附近有几处
水处理厂，处于“伊斯兰国”的控制之
下。

“伊斯兰国”眼下控制的地区有一
处已经废弃的伊拉克大型化武生产设
施，不少人据此担心极端武装人员可
以获得大批化武。不过，伊拉克官员
和化武专家说，这处设施里剩余的化
武在20多年前被处理并封存，应该已
经无法使用。

研究生化武器的分析师让·帕斯卡
尔·桑德斯说，氯气炸弹制作简易，但并
不是一种精确的武器，在战斗环境下会
迅速消散，难以击中目标。

林昊（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伊斯兰国”曾使用化武？
美媒称伊军方确认一起警察受到氯气袭击的事件

作为越南最大的企业大亨之一，越南海洋集团
创始人及总裁何万参（音译）因涉嫌金融违规行为遭
拘留。

越南中央银行说，因“严重违规行为”，已暂时取
消何万参作为海洋集团未上市子公司海洋商业股份
银行主席的资格。按照央行的说法，何万参本人涉
嫌违反法律，被禁止参与银行的任何活动。

“通过调查，越南国家银行已发现何万参本人的
一些严重违法行为，”央行在一份声明中说。但声明
没有提供更多细节，没有说明他是否遭逮捕。

一些了解事情进展但不愿公开姓名的银行人士
24日告诉路透社记者，何万参已被拘留。越南多家
官方报纸当天也援引警方消息报道，何万参将被拘
留至少4个月，以接受进一步调查。

海洋集团、越南首都河内警方以及越南警方反
欺诈部门暂时没有作回应。

如果被证实，这将是越南曝出的又一起腐败大
案。自去年底以来，越南加大反腐力度，尤其整顿银行
业，从中查获一批贪腐大案，包括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
银行属下金融租赁公司原总经理武国好案等。

路透社报道，海洋集团被视作越南最具发展潜
力的大型企业之一，涉足房地产、银行、零售、媒体、
酒店等多个领域。曾在美国接受过教育的何万参也
因此被视作越南最大富豪之一。

李良勇（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越南企业大亨
涉嫌欺诈遭拘

24日下午，西奈半岛北部
一处军事检查站遭到自杀式汽
车炸弹袭击，已造成至少30名
士兵死亡，另有28人受伤。

埃及总统塞西（中）24日晚
签署总统令，宣布西奈半岛北
部部分地区自25日起进入为
期三个月的紧急状态。紧急状
态期间，每日17时至次日7时
实施宵禁。 新华社/法新

10月24日，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临床研究
中心，护士尼娜·范出席新闻发布会。

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奇
当天在为尼娜出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连续5
次血液检测表明，尼娜体内已经没有埃博拉病毒。
福奇也是国家卫生研究院下属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
研究所的所长。他说，尼娜没有使用任何试验性埃
博拉药物，因为年轻加上支持性治疗，所以很快康
复。 新华社记者 鲍丹丹 摄

【新华社微特稿】美国亚拉巴马州一名男子起
诉当地政府，获得46万美元赔偿。实际到手多
少？1000美元，剩下的都被律师拿走了。2008年，
安东尼·沃伦企图逃避追捕，与伯明翰警方在公路
上展开20分钟的飙车追逐，其间碾过一名警察、撞
坏一辆校车和一辆巡逻车，最终因谋杀未遂指控获
20年监禁。一段显示警方殴打沃伦的视频事后曝
光并引发争议后，沃伦以警方过度使用暴力将伯明
翰市政府告上法庭，直至今年9月才最终达成和
解。根据诉讼代理协议，沃伦所获46万美元赔偿
需分别支付律师开支及诉讼代理费10万美元和
35.9万美元。对于原告只拿到1000美元赔偿，代
理律师拒绝发表评论。 （徐超）

打官司
“最狠”律师拿多少？

埃及宣布西奈半岛北部进入紧急状态

美国国内感染埃博拉
的一名护士出院

英国政府准备出资奖励减肥，按照肥胖人士体
重减少数量向他们发放数额不等的现金或代金券。
不过，这项措施不适用于没有工作的人。雇主如果
采取行动帮助员工减肥，例如组织游泳等健身活动，
有望被减税或获得拨款。按照英国《每日邮报》说
法，英国准备这样做的原因是与肥胖相关的疾病多
发，每年要耗费国家医疗服务系统50亿英镑医治。
国家医疗服务系统本身将带头促进工作人员瘦身，
措施包括减少高热量食品供应。

欧飒（新华社微特稿）

英政府准备奖励减肥

美国谷歌公司高管艾伦·尤斯塔斯24日从超过4
万米高空跳伞并平安落地，创跳伞高度新纪录。

尤斯塔斯现年57岁，为谷歌高级副总裁。他当天
在美国新墨西哥州乘坐高空热气球升空，耗费2个多小
时抵达13.589万英尺（大约4.14万米）高空。

停留大约半小时饱览壮丽景色后，尤斯塔斯一
跃而下，以自由落体状态飞速坠向地球，持续大约4
分半，最高速度达到每小时1322公里，超过音速。
他在离地大约1.8万英尺（大约5500米）打开降落伞
并安全落地。美国跳伞协会现场监督人员说，听见
了尤斯塔斯高速坠落时产生的巨大音爆。

惠晓霜（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谷歌高管
破跳伞高度纪录

⬅加拿大渥太华恐怖袭击事件枪手泽哈夫－比博。

⬆手持斧头在纽约市街头袭击警察的嫌疑人汤普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