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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府高官22日再次表示，不
排除极端人员用化学或生物武器袭击
法国的可能。

国防部长让－伊夫·勒德里昂接
受欧洲第一广播电台采访时说，对潜
在袭击者而言，化学武器是“一种非常
复杂”的袭击方式，但是法国政府不排

除这种可能。
勒德里昂同时试图安抚公众：“我

们已经采取一切预防措施，阻止这类
危险发生。”

这是法国高官4天内第二次提及
法国遭化学或生物武器袭击的可能。
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19日警告道：

“我们不能排除任何可能性……有遭
化学或生物武器的袭击危险。”

英国《每日邮报》22日报道，巴黎
一家医院本周“失窃”多套化学和生物
防护服。

内克尔医院发言人说，院方18日发
现，12套防护服和超过30双防护靴“不

见了”。它们用于防护化学物质和病毒，
包括埃博拉病毒。院方已经报案。

报道说，法国军方已经开始保护
巴黎供水设施，检测人员正在监测水
质。

法国政府21日批准军方向民间急
救部门发放军用化武解毒剂，作为联合

国气候变化大会的预防性安保措施。
勒德里昂 22 日还说，法国海军

“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已经抵达地中
海东部海域，舰载机 23日就可发动
在叙利亚上空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的行动。

惠晓霜（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巴黎一医院多套防化服疑失窃

法国防范极端人员用化武袭击

巴黎恐袭案在逃主嫌未落网

比利时首都继续“封城”

新华社巴黎 11 月 23 日电
（记者郑斌）正在法国访问的英国
首相卡梅伦23日表示，英国应该
与法国以及其他盟友一起在叙利
亚实施空袭，以战胜“伊斯兰国”。

法国总统奥朗德当天在巴黎
与卡梅伦举行会谈。在随后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卡梅伦表示，他
将在本周晚些时候向英国议会阐
明打击“伊斯兰国”的全面战略以
获得支持。他坚决支持法国对

“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目标实施
打击的行动，并且坚信英国也应
该这样做。

卡梅伦建议，对“伊斯兰国”
目标实施空袭的法军战机可以使
用英国在塞浦路斯的空军基地，
英军还可以为法军提供空中加油
方面的帮助。他同时指出，英国
将与法国以及其他盟友分享更多
情报。

奥朗德表示，法国将加强对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打击，法
国将选择那些能够给“伊斯兰国”

“造成最大损失”的袭击目标。
法国主流报纸《费加罗报》网

站刊文指出，卡梅伦想要说服英国
议会支持英军在叙利亚开展军事
行动并不容易，卡梅伦自己的阵营
和反对党内都存在反对者。

英国首相卡梅伦：

英应参与打击
“伊斯兰国”

11月23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空无一人。当天，比利时政府“封锁”布鲁塞尔进入第三天。“封城”
措施让布鲁塞尔变得异常安静，商店和学校等继续关闭、地铁等继续停运，一些知名的酒吧和饭店里冷冷清清。 新华社/路透“空城”布鲁塞尔

比利时警方22日晚在反恐行动中逮捕16人，但依然没有发现法国巴黎系列恐怖袭击主要嫌疑
人萨拉赫·阿卜杜勒－萨拉姆的踪影。23日，比利时政府连续第三天“封锁”首都布鲁塞尔。

比利时武装警察22日晚在装甲
车和直升机的掩护下，分别突袭布鲁
塞尔以及布鲁塞尔以南大约50公里
工业城市沙勒罗瓦的19处和3处场
所，逮捕16人。

比利时检察官埃里克·范德斯23
日晨在记者会上说，警方在行动中没
有发现任何武器或爆炸物，“没有找到
萨拉赫·阿卜杜勒－萨拉姆”。他补充

道，法官将于24日决定是否进一步拘
押这16名嫌疑人。

根据法国警方的调查，巴黎13日
晚发生的系列恐怖袭击中，共有8名
恐怖分子直接参与，其中6人引爆自
杀式炸弹背心毙命，1人遭警方击毙，

另外1人在逃。
在逃的正是26岁的阿卜杜勒－

萨拉姆。他最后一次“现身”据信是14
日晨穿过边境从法国回到比利时，之
后下落不明。有关他的行踪，众说纷
纭。多人曾报告称看到他，但警方却

一无所获。还有比利时媒体报道称，
他在列日市附近被发现，可能试图驾
车从比利时前往德国边境。

22日，阿卜杜勒－萨拉姆的兄弟穆
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姆接受比利时
电视台采访时说，他认为阿卜杜勒－萨
拉姆在巴黎袭击的最后一刻放弃了行
动。他劝后者自首，说宁愿看见自己的
兄弟“被关进监狱而不是被埋进坟墓”。

比武装警察突袭逮捕16人

比利时内政大臣让·让邦先前警
告，即便找到阿卜杜勒－萨拉姆，比利
时面临的袭击威胁也不一定会消失。

“袭击威胁不止来自那个人，”他说，
“我们正在调查其他一些事情……掩
盖这一点没有用。”

比利时首相夏尔·米歇尔22日晚
在记者会上宣布，布鲁塞尔23日依然

维持最高安全警戒级别，意味着商店和
学校等继续关闭、地铁等继续停运。“我
们担忧的是像巴黎那样的袭击，多人可
能同时在多个地方发动袭击。”

20日晚间，比利时当局把布鲁塞尔

首都大区的安全警戒级别提升至最高的
第四级，意味着恐怖威胁“严重而紧迫”。

米歇尔同时说，除了布鲁塞尔，比
利时全国其他地方的安全警戒级别维
持在三级，意味着袭击“可能发生”。

“没人对这种情况感到满意，我们
也是，但我们不得不负起责任，”他
说。按照他的说法，大型商场、购物街
和公共交通系统可能成为袭击目标，
即便已保持最高警戒级别，政府将加
强首都的警力和兵力。

比利时当局将于23日下午就安
全形势进行新一轮评估。

维持最高安全警戒级别

美联社记者描述，“封城”措施让布
鲁塞尔变得异常安静，街上空无一人，
一些知名的酒吧和饭店里冷冷清清。

“我无法相信他们‘关闭’了这座
城市，这很疯狂，但他们必定有个很好
的理由，”布鲁塞尔居民约瑟菲娜·莱
门斯说。她说，因为学校停课，自己不
知道怎么安排11岁的儿子。但她承

认，如果能阻止像发生在巴黎那样的
袭击，这些措施有必要。

一家饭店的工作人员拉斐尔·伦戈
说，地铁停运让他受到影响。“这真的使
我的生活更复杂，我每天都乘地铁，不

知道明天该怎么办，”他说。但他相信，
这一紧急状态“不会持续太久”。

布鲁塞尔是欧盟和北约总部所在
地。欧盟委员会决定，23日继续开放，
但委员会副主席克里斯塔利娜·格奥

尔基耶娃提醒工作人员保持警惕，说
会加强安检。

欧盟一些官员说，欧元区财长当
天仍将在布鲁塞尔东部开会，但欧盟
其他的会议将被取消。

北约方面也说，23日将继续开放，
但会加强安全措施。

李良勇（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学校停课地铁停运街上无人

11月23日，在日本东京，警察和消防员在靖
国神社的南门工作。

当日靖国神社一处洗手间发生爆炸，官方消
息称该事件中无人受伤。 新华社/路透

日本靖国神社
洗手间发生爆炸

为说服澳大利亚购买日本潜艇，日本开始打
“盟友牌”，试图拉澳方“上道”。

但是，澳方表示，政治是政治，生意归生意。

日本游说澳方选择“苍龙”

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22日在悉尼与澳大利
亚国防部长玛丽斯·佩恩会晤，议题包括澳大利亚
海军潜艇换代计划。

日本一直大力游说澳方选择日本研制的“苍
龙”级潜艇，但是眼下面临德国和法国制造商的强
大竞争。

中谷元在会晤中称，澳方把这一项目交给日
方将“具有战略重要性，而且是重大战略重要性”。

按照中谷元的说法：“这不仅事关防务装备和技
术转移，而且将促成日本与澳大利的（防务）行动合作
……成为澳大利亚、美国和日本的战略合作典范。”

佩恩表示，美国是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共同盟
友，澳军方与日本自卫队的接触在增加。但是，佩
恩同时说，防务关系与军售竞标是两回事。

澳方的潜艇换代计划预计合同金额高达500
亿澳元（约合360亿美元），日方对这块“大蛋糕”
表现出极大渴望。

赢得这笔合同是首相安倍晋三把日本军事力
量和防务装备推向海外的步骤之一。安倍及其领
导的自民党极力试图扩大日本自卫队的活动范围
和扮演更多角色，同时试图让日本武器装备打开
国际市场。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安倍政府不顾国
内强烈反对之声，强行推动修改安保法案，并废弃
具有数十年历史、限制防务出口的“武器出口三原
则”，推出“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

法德日竞争激烈

按照计划，澳大利亚海军将淘汰老旧的“柯林
斯”级潜艇，采购最多12艘新型常规动力潜艇。

日方把技术性能作为卖点。“苍龙”级为日本现
役最先进潜艇，采用“不依赖空气推进”技术，连续潜
航时间长，隐蔽性强。日本共同社报道，为了达成这
笔交易，日本也是“拼了”。一名防卫省人员说：“把
连向美国都没有透露过的潜艇技术出口给澳大利
亚，是艰难的决定。但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澳大利亚总理托尼·阿博特在任期间，被认为
倾向于选择日本潜艇。但是，日方坚持澳方新潜
艇在日本制造，而澳大利亚国内要求在本国制造
以保障就业的呼声高涨。法国和德国制造商承
诺，一旦中标，潜艇可在澳制造。

惠晓霜（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日本打“盟友牌”
向澳推销潜艇
澳不为所动

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一座摩天大楼21日
失火，致伤5人。火灾发生在有99层高的约翰·
汉考克中心，火焰和浓烟从大楼第50层东面的一
扇窗户冒出。那里是大楼的公寓区，火势没有蔓
延到其他区域，起火的那套公寓被烧毁，其他公寓
的居民被疏散。芝加哥消防局说，伤员中两人状
况较好，3人伤情稳定。火灾系意外失火。尽管
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严重损失，消防员还是逐层楼
进行搜索，确保所有人员安全。汉考克中心高
344米，是全美第七高的建筑，除了公寓区，大楼
内还有商务区、商铺和观景区。

胡若愚（新华社微特稿）

芝加哥99层高
摩天楼失火伤5人

11月 23日，在英国伦敦的
诺索尔特空军基地，英国首相卡
梅伦（中）与英国军人谈话。

英国首相卡梅伦定于23日
公布一份有关防务政策的战略评
估。在提前向媒体公布的战略评
估前言中，卡梅伦透露，英国将寻
求在未来5年内增加120亿英镑
（约合182亿美元）防务开支，以
增强防务力量，应对包括极端组
织“伊斯兰国”在内的外来威胁。

新华社/路透

“先生们，你们可以在这里开战了。这就是作战室。”17日，确认俄罗斯客机在埃及
坠毁系遭恐怖袭击后，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走进国防控制中心，听取高级军官汇报，
下达相关指令。克里姆林宫网站当天发布图片，显示普京正襟危坐、神情严肃、眼神冷
峻，身旁是国防部长谢尔盖·绍伊古和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等人。而
这座2014年落成的国防控制中心本身，也因为这些图片成为外界讨论焦点。

由红场出发，沿着莫斯科河畔，往
西大约3公里，就是国防控制中心、即
所谓的国防部新大楼。

作战室分为三层，军方人员身穿
不同颜色制服，每个工位上都放着带
有俄军标志的瓶装水。

普京的正前方，是一面超大电子
屏幕墙，数块电子屏实时直播战略轰
炸机从俄空军基地起飞，前往叙利亚

执行空袭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等任
务；“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从地中海
东部发来现场汇报。

国防控制中心外，莫斯科河上，还
有一处直升机停机坪，可供米—8型运
输直升机起降。

绍伊古此前告诉记者，建造这座
现代化大楼，是处置国防事务时“组建
单一信息空间”的重要一步。

长期报道普京的俄罗斯记者安德
烈·科列斯尼科夫说，这座大楼和作战
室去年投入运作时，他还有些不解，要
这些小型足球场大小的屏幕做什么？

“现在，答案来了，”他说，“俄罗斯
全体高级军官都是电子屏的观众。而
且，这里就像个预备室，他们准备好了
随时上战场……”

刘红霞（特稿·新华国际客户端）

探秘普京打击IS作战室
普京的正前方是一面超大电子屏幕墙

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走进国防控制中心。 （来源：新华国际客户端）

英国将加大
军事投入

应对外来威胁

进行时

反恐

11月22日，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
市，警察在发生枪击案的公园操场收集证据。

据当地媒体报道，美国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
良市的一个公园22日晚发生枪击事件，当地警方
说至少有10人受伤。 新华社/法新

美国新奥尔良市
发生枪击案
至少有10人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