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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6日，在巴基斯坦白沙瓦，人们在强震
后检查房屋废墟。 新华社发

10月26日，在巴基斯坦白沙瓦，人们围观
一辆在强震中受损的汽车。 新华社发

10月26日，在阿富汗潘杰希尔省的巴扎拉克地区，当地居民查看被地震震塌的房屋。 新华社/法新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综合
新华社驻喀布尔、伊斯兰堡、新德里、塔
什干记者报道：阿富汗东北部26日下午
发生7.8级强烈地震，巴基斯坦、印度、
乌兹别克斯坦等邻国均有强烈震感。目
前地震已造成阿富汗境内至少34人死
亡，巴基斯坦境内至少125人死亡。

12名女学生在踩踏事件中遇难

据悉，强震还造成阿富汗境内200多
人受伤，多个省份上千民房倒塌。塔哈尔
省政府官员告诉新华社记者，该省一所学
校的12名女学生在地震引发的踩踏事件
中不幸遇难，另外还有数十人受伤。

地震发生时，首都喀布尔有强烈震
感，建筑物强烈晃动，持续时间至少有1分
钟，电力和手机信号一度中断，许多民众
跑到室外躲避，部分建筑墙体出现裂痕。

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目前地震已
造成巴全国至少125人死亡，千余人受
伤，大批房屋和建筑被毁。全国大部分
地区都有明显震感。

靠近震中的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
省和部落地区受灾最为严重，超过50人
死亡，大量建筑物被毁。由于交通和通
信不便，一些偏远地区的受灾情况目前
还不清楚，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上升。

巴军方投入救灾

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已下令成立灾
难管理小组并指示有关部门对受灾民众
提供救济。军方也已投入救灾，并命令
所有军事医院进入紧急状态。

此外，印度媒体报道说，印度北部和
首都新德里均有明显震感，新德里的地
铁一度停运。相关部门官员表示，截至
目前尚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乌兹别克斯坦方面，媒体报道说，塔
什干、撒马尔罕、纳曼干、安集延等地区
均有明显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和财
产损失的报告。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此次发生在阿
富汗兴都库什地区的强震震级为7.8级，
震源深度210公里。另据美国地质勘探
局测定，此次地震震级为7.5级，震中位于
距离阿富汗首都喀布尔250公里的巴达
赫尚省朱尔姆地区，震源深度213.5公里。

有媒体报道说，地震学家普遍认为，
印度所在的印度－澳大利亚板块向北移
动，沉降到亚洲所在的欧亚大陆板块之下，
两个板块交界处蓄积的应力到达一定程
度，曾引发尼泊尔“4·25”8.1级强震。当时
有地震学家预测，由于这一地区断层还存
在许多谜团，断层中蓄积的应力还未完全
释放，因而再次出现强震的风险仍旧存在。

阿富汗北部发生 级强震
巴基斯坦、印度、乌兹别克斯坦等邻国均有强烈震感

目前造成阿境内34人死亡，巴境内125人死亡

10月26日，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人们将一名
地震遇难者的遗体运往医院。 新华社/路透

新华社布鲁塞尔10月26日电（记
者周珺）欧盟委员会25日举行部分欧
洲国家领导人特别会议，讨论日益紧迫
的难民危机。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
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与会各方达成17
点行动计划，旨在减轻巴尔干地区国家
难民压力。

德国、奥地利、希腊、保加利亚、克罗
地亚、斯洛文尼亚、匈牙利、罗马尼亚及
非欧盟国家塞尔维亚、马其顿和阿尔巴
尼亚等11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会议。

计划内容包括：建立欧盟与巴尔干

地区国家密切沟通和信息交流机制；要
求各国不得在事先未通知他国情况下
把难民压力转移他国；向难民提供更多
临时庇护场所，并提供食物、医疗等；与
欧洲投资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合作，获
取应对难民危机的资金支持；加强对不
符合难民身份的人员遣返；打击人口走
私等。

计划提出，向希腊和联合国难民署
提供资金支持，使年底前希腊难民接收
能力增至3万人，并通过联合国难民署
租金补贴和寄宿家庭计划，在希腊紧急

再安置至少2万人。此外，与联合国难
民署共同沿西巴尔干地区国家增加安
置5万名难民。

计划重申落实欧盟与土耳其在边
界管理方面达成的合作，并提出由欧盟
边境机构在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边界
帮助对难民的登记和指纹录入；于一周
内向斯洛文尼亚派驻400名警察维持
边境难民秩序；加强对巴尔干地区国家
难民危机形势的分析，在适当情况下启
动欧盟边界快速干预机制。

来自中东、非洲的大量难民和非法

移民经地中海登陆希腊后，经巴尔干地
区进入德国、奥地利等欧盟国家。由于
匈牙利、克罗地亚等国采取阻止难民涌
入的边境管控措施，部分难民在迁徙途
中滞留。据欧洲媒体报道，目前有数千
人滞留在塞尔维亚与克罗地亚边界，由
于天气寒冷，难民生存状况堪忧。

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三
国总理24日在索非亚就难民问题举行
会谈后表示，如果德国、奥地利等国关
闭边境，三国将无法承受难民涌入压
力，也将在同一时间关闭边境。

就难民问题

欧盟达成17点行动计划

印度尼西亚北苏拉威西省首府万鸦
老的一家KTV25日发生火灾，导致17
人死亡、71人受伤。印尼媒体报道，火
灾在当天凌晨爆发，当时共有几百人在
一家KTV唱卡拉OK。

王宏彬（新华社微特稿）

印尼KTV火灾
17人死亡

加拿大一艘载有27人的观鲸船25
日下午在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
华岛附近水域翻沉。当地救援部门官
员说，这起事故造成5人死亡，1人失

踪，另外21人获救。
这艘观鲸船名为利维坦二号，长约

20米，由当地一家名为“杰米观鲸站”
的旅游公司运营。

加拿大联合救援协调中心说，观鲸
船当地时间25日13时30分从温哥华
附近的托菲诺离港，约16时发出求救
信号。接到求救信号后，救援部门派出

军用直升机和其他飞机前往事发地救
援，另有一些海岸警卫队船只加入其
中。

联合救援协调中心官员介绍，这艘
船在托菲诺以西约8海里处翻沉，部分
船体浸入水中。

目前，尚不清楚观鲸船翻沉原因，
也不清楚船上是否有中国公民。新华
社记者正在向有关方面求证。

张旌（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加拿大观鲸船翻沉5人死亡
目前尚不清楚船上是否有中国公民

马尔代夫总统阿卜杜拉·亚明·阿卜
杜尔·加尧姆25日在首都马累发表全国
电视讲话，首次公开回应副总统艾哈迈
德·阿迪布被捕一事。

亚明说，阿迪布自今年7月以来利
用情报系统搜集有关他的信息，并试图
联合朝野官员发起不信任投票弹劾自
己。按亚明的说法，警方已经从与阿迪
布关系密切的国防军官兵家中搜出制造
炸弹所需的材料。

马尔代夫内政部长奥马尔·纳西尔
24日证实，阿迪布因涉嫌卷入上月底的
总统快艇爆炸案，当天结束出访回国后
遭到逮捕，被指控的罪名是叛国罪。除
阿迪布外，3名与案件有关联的国防军
官兵也一同被捕。

9月28日早晨，亚明从沙特阿拉伯
朝觐归来，下飞机后乘坐快艇前往马
累。孰料，快艇在即将靠近目的地码头
时突发爆炸，总统夫人法蒂马特·易卜拉
欣、一名保镖和一名总统助手受伤，亚明
本人躲过一劫。

马尔代夫政府起初怀疑爆炸可能
由机械故障引发，但在美国、沙特、澳
大利亚和斯里兰卡调查人员介入后，
马尔代夫方面把袭击定性为蓄意为
之，称其目的是要置亚明于死地。随
后有传言称，现年33岁的阿迪布是袭
击幕后主使。

闫洁（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马尔代夫总统称

副总统“要反”
遭到逮捕

海底光纤电缆被喻作信息社会的血管，是现
代经济、政府和民众严重依赖的基础设施，每天传
输的各种商业信息价值超过10万亿美元，承载超
过95％的全球通信，重要性不言而喻。

多名美国军方和情报部门官员25日透过《纽
约时报》称，美方注意到俄罗斯的潜水艇和间谍船
近来活动频繁，尤其是在铺设海底电缆的海域一
带，这令华盛顿颇感紧张。他们担心，一旦俄美局
势紧张或爆发冲突，俄罗斯可能切断海底光缆，让
西方政府、经济和社会陷入瘫痪。俄罗斯方面尚
未就《纽约时报》这一报道作出回应。

美称俄潜艇巡逻频度增近五成

《约时报》报道，至少有十几名来自美国军方
和情报部门的官员私底下透露，俄罗斯海军近期
活动已经引发华盛顿高度关注。

美国海军司令马克·弗格森说，今年俄罗斯海
军潜艇的巡逻频度比去年增加了将近五成。此外，
俄罗斯还在北极建军事基地，斥资24亿美元扩编
黑海舰队，研制具备携带核武器能力的无人潜艇。

弗格森说，种种迹象表明，最近俄罗斯海军的
活跃程度在近十年来实属罕见。一名要求匿名的
北约外交官也说：“（俄罗斯海军的）活跃程度可以
与冷战时期相比。”

其他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称，美方注意
到，俄罗斯海军的潜艇最近在大西洋北海、东北亚
和美国附近铺设有海底电缆的海域活动增加。

美方监测到，俄罗斯一艘“扬塔尔”间谍船上
个月出现在佛罗里达和古巴之间的海域，这附近
正好有一条海底电缆。这条电缆接入美国海军设
在关塔那摩的军事基地。报道说，“扬塔尔”间谍
船配备两艘可以潜入海底的小艇，后者具备切断
海底电缆的能力。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指挥官弗
雷德里克·勒格对此说：“我每天都在担心那帮俄
罗斯人到底在干什么。”

美军电缆位置十分隐秘

专门研究海底电缆的学者迈克尔·西克里斯
特说，海底电缆其实经常受损，要么被渔船抛出的
锚切断，要么被飓风、海啸等自然灾害损坏，但这
些事情通常发生在离岸几公里的近海海域，维修
起来只需要几天时间。

西克里斯特说，华盛顿担心的是，俄罗斯在深
海地区切断电缆。首先，找到电缆的断裂处将会十
分费劲；其次，维修工作也会非常艰难。他说，美方
怀疑，俄罗斯正在查找的并非普通电缆，而是美军
铺设的秘密电缆，这些秘密电缆供美军传输军事情
报。西克里斯特说，普通电缆有迹可循，但美军的
电缆位置十分隐秘，“普通地图上根本找不到”。

《纽约时报》评论说，虽然现在尚无证据表明，
俄罗斯从事过切断海底电缆的行动，但近期俄罗
斯军方动作不断，包括派兵叙利亚，让华盛顿不得
不防。

美国海军发言人威廉姆·马克斯说：“任何国
家破坏通信电缆，都会令人担心。但是由于潜艇
行动的机密性，我们不能说太细。”

王宏彬（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俄海军近期活动引发华盛顿高度关注

美担心俄切海底电缆

韩国媒体报道，韩国计划向乌兹别克斯坦出
口12架国产T—50“金鹰”超音速教练机，但这笔
生意遭美国政府反对。美方称，这项出口计划可
能导致技术泄露。

韩国《朝鲜日报》网站25日援引政府消息人
士的话报道，韩国航天工业公司近日一直在和乌
兹别克斯坦政府就出口军机事宜进行磋商。根据
计划，乌兹别克斯坦将从韩国购买12架T—50

“金鹰”超音速教练机，总额达4亿美元。
这名消息人士说，韩国国防部、空军和国防采

办计划管理局都非常支持这项出口计划。今年4
月，乌兹别克斯坦国防部长访问韩国期间，与韩方
签署有关军事交流的谅解备忘录。今年5月，韩
国总统朴槿惠在青瓦台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
里莫夫，也谈及出口军机事宜。

T—50“金鹰”超音速教练机由韩国航天工业
公司和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为韩国空军共同
研发，耗资55亿美元。

其中，韩国航天工业公司是该机的主承包商，
负责机身和机尾单元的设计，洛克希德—马丁公
司负责机翼、飞行控制系统和航空电子系统的研
发，并在整个研发过程提供技术支持。因此，韩方
在出口该机时必须先征得美方同意。

此前，韩国已向印度尼西亚、伊拉克、菲律宾
和泰国出口了这一机型。但这次向乌兹别克斯坦
的出口计划遭到美国政府阻拦。美方担忧，这项
出口计划可能会导致技术外泄。

张旌（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担忧技术外泄

美阻韩出口军机

韩国警方25日说，他们收到的情报显示，一
个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联的非洲团伙威胁
要对首尔地区的一家商店发动恐怖袭击。警方没
有透露这一团伙发出这一威胁的原因。

韩联社报道，韩国警方通过韩国国家情报院获
得这一情报，后者则援引来自韩国外交部的消息。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警官说，这一来自非洲马
里的团伙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威胁称他们将袭击首
尔江南区一处大型综合购物中心附近的一家商店。

按这名官员的说法，这一团伙没有提及会使
用爆炸物，也没有说明实施袭击的具体时间，仅称
打算25日发动袭击。不过，这名官员认为，这一
袭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这个团伙）提到的商店是一家超市。在非
洲，超市显然是一些人群最拥挤的地方，”这名官
员说，“（但）他们明显对韩国的情况不甚了解，所
以发生袭击的可能性很小”。

刘曦（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极端组织扬言恐袭首尔

突发事件

7.8

10 月 26 日 ，
军警在比利时南部
那慕尔省弗拉维讷
一处遭枪击的军营
巡逻。

比利时南部那
慕尔省弗拉维讷一
处军营 26 日遭到
一名枪手袭击，目
前袭击者已被抓
获，事件未造成人
员伤亡。

新华社/法新

土耳其特警正
在执行打击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武装
的行动。

土耳其警察部
队 26 日在迪亚巴
克尔省对“伊斯兰
国”武装分子的一
个藏匿点发起攻
击，打死7名武装分
子，有两名警察在
行动中身亡。

新华社/法新

土耳其警察部队打死7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比利时南部一军营遭枪手袭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