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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曼城体育馆遭恐怖爆炸袭击
死亡22人，至少59人受伤 目前尚未发现有中国公民伤亡
自杀袭击者是一名男性，警方已逮捕一名与恐袭有关的嫌疑人

“22人死亡、59人受伤”——
23日清晨，从睡梦中醒来的英国
人被曼彻斯特体育馆遭遇爆炸袭
击的消息震惊。

“我听到一声巨响，然后就闻
到火药味，”居住在体育馆附近的
中国女孩儿刘世璇在英国工作，她
向一早赶到现场的新华社记者回
忆说，“人们从体育馆跑到街上，有
人哭喊。不到5分钟，警车就来
了，随后直升机也开始在体育馆上
空盘旋，飞了一夜。”

22日晚的爆炸是英国近十年
来死伤最严重的袭击事件。英国
首相特雷莎·梅谴责这一自杀式袭
击事件“骇人听闻”。而就在2个
月前，位于伦敦的英国议会大厦外
刚刚发生恐怖袭击事件。

23日一早，记者赶到体育馆附
近时，环绕这里的区域已被封锁。

爆炸发生时，在这座能容纳约
2万人、英国座位数最多的室内体
育馆内，美国女歌手阿里安娜·格
兰德正举办一场名为“危险女人”
的巡回演唱会。

曼彻斯特是当年英国工业革
命的中心，曼城人向来最懂开放与
联通的重要性。而这次袭击发生
时，英国与欧洲正在“脱欧”的谈判
桌前角力。

“我认为这起爆炸将让‘脱欧’
变得更糟。”曼彻斯特一所学院大
一学生阿勒克斯·维斯特莫兰德告
诉新华社记者。22日晚，他的几
个朋友就在体育馆内观看演唱会，
因为提前退场逃过一劫。“我很愤
怒，总发生这样的事。”

这次袭击事件发生在英国6
月8日大选前，正处于关键时期的
选战也随之暂停。有专家认为，这
次袭击将注定影响英国人在
移民、反恐政策等议题
上的立场，更有利
于在这些问题上
持强硬立场的
保守党。

（新华社
英国曼彻斯特
5月23日电）

“听到一声巨响，
然后就闻到火药味”

英国为何再次成为恐袭目标？

当地时间22日晚，英国曼
彻斯特一座正在举行演唱会的
体育馆发生爆炸袭击，至少22
人死亡，50多人受伤。截至23
日上午，尚无组织“认领”袭击，
但英国警方已将其作为一起恐
怖袭击来处理，并称实施者“显
然”是一名自杀式袭击者。

如果确证为恐袭，它将是
2005年“基地”分子制造伦敦
公交系统爆炸惨案以来伤亡最
严重的一次恐怖袭击。当时的
袭击造成52人遇难，700多人
受伤。今年3月，伦敦议会大厦
附近也发生了“独狼式”恐怖袭
击，造成5人死亡。

在已经大力加强警戒的情
况下，英国为何屡屡成为袭击
目标？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
心常务副主任高健接受新华社记
者采访时说，英国在反恐问题上
的态度非常强硬，特雷莎·梅领导
下的英国政府和以美国为主的其
他西方国家政府立场一致，都与
恐怖极端组织的立场完全对立。

清华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
主任张利华说，英国、法国等欧洲国
家近年频频成为恐怖袭击目标并非
偶然。这些国家移民众多，一些移
民及其子女普遍面临就业难问题，
很难融入主流社会，不满情绪长期
积累，容易受极端思想煽动。

据路透社报道，本次袭击发
生前，英国反恐警察已经在以“平
均每天逮捕一人”的效率筛查恐
怖活动嫌疑人，但来自本土的威
胁依然层出不穷。

近年在英国、法国等欧洲国家
发生的恐怖袭击，袭击者多为在欧
洲本土出生、接受外国极端组织“洗
脑”和培训后“回流”到欧洲国家、伺
机发动袭击的人员。这些人也是欧
洲各国近年加强监控的对象。

高健认为，英国的反恐措施
“已经是欧洲国家中目前为止做
得最好的”。然而，曼彻斯特作为

英国第二大城市，却早已被极端
组织“盯上”。

2015年，一名巴基斯坦籍大
学生在美国法庭受审获罪，他被控
与“基地”组织合谋在曼彻斯特市
中心购物中心和纽约地铁等多处
地点发动爆炸袭击。2009年，英
国警方就因怀疑他参与预谋袭击
曼彻斯特而逮捕他，后来在美国要
求下再行逮捕，并引渡至美国。如
今，曼彻斯特未能逃过一劫。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史志
钦教授说，最新这次爆炸说明英国
面对的恐怖威胁可谓“防不胜防”。

强硬反恐立场“招恨” 本土威胁层出不穷

英国6月8日将举行“脱欧”
公投后的首次议会选举。史志钦
认为，这起爆炸将引发选民对安
全和反恐问题的关切，有利于特
雷莎·梅领导的保守党。

高健也认为，虽然看不出此
次袭击有影响选举的意图，但就实
际效果而言，这确实是特雷莎·梅分
散国内注意力、强化个人执政风
格的好机会，有助于她在此次选
举中带领保守党赢得选举胜利。

高健认为，英国尽管选择了
“脱欧”，在军事和反恐合作上，尤

其是借助北约加强欧洲共同防御
问题上，英国与欧盟其他国家不存
在根本分歧。“保守党竞选纲领中
并未太多谈及国际事务问题，但特
雷莎·梅本人的执政理念和风格，
决定她对恐怖主义的认识始终不
变，英国政府今后在反恐问题上不
可能有任何松动。”他说。

史志钦则认为，在英国“脱
欧”的背景下，这起恐怖袭击或会
导致恶性循环：一方面坚定英国

“脱欧”的决心，加速“脱欧”进程；
另一方面，要警惕恐怖组织借机

生事，制造更大混乱，搅乱人心。
不过，高健指出，袭击不一定会

让英国的移民政策走向更保守。一
方面，英国当前的移民政策已经相
当严苛；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在这个
问题上会非常小心，如果措施过于
极端，会引发国内政治骚乱甚至非
常深远的政治灾难，这会是一种政
治冒险。他认为，多元主义的态度
已深入英国政治文化内核之中的，
如果采取排外色彩的极端措施，社
会负面效应会非常之大。

沈敏 胡若愚（新华社专特稿）

有利保守党选情 政策只会继续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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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直击

新华社莫斯科5月22日电（记者王晨笛）5月
22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孔铉佑和俄罗斯外交
部副部长莫尔古洛夫在莫斯科举行磋商，重点就
朝鲜半岛问题交换意见。

中俄双方对近期朝鲜半岛紧张局势表示高度
关注，一致认为应坚持实现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
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双
方再次确认了决不允许半岛生战生乱、反对任何
一方激化半岛局势紧张的立场。双方呼吁有关各
方为缓和半岛局势、重启对话进程切实作出努力。

中俄双方重申坚决反对美国在韩国部署“萨
德”反导系统。

就朝鲜半岛问题举行磋商

中俄重申坚决反对
美在韩部署“萨德”

新华社华盛顿5月22日电 美国国会参议
院22日以82票赞成、13票反对的表决结果，批准
艾奥瓦州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出任美国驻华大
使。布兰斯塔德表示，期待为实现美中两国互惠
互利而努力。

布兰斯塔德现年70岁，1983年至1999年以
及2011年至今担任艾奥瓦州州长。他被广泛认
为是对华友好的美国政界人士之一，美国总统特
朗普去年12月提名他为下一任驻华大使人选。

美参议院批准

布兰斯塔德出任
新任驻华大使

新华社首尔5月23日电（记者姚琪琳 耿学
鹏）韩国前总统朴槿惠23日上午在首尔中央地方
法院首次出庭，接受其有关涉嫌受贿、滥用职权等
18项罪名的审理。在当天的庭审中，朴槿惠方面
否认了检方全部指控，坚称无罪。

当地时间上午9时多，押送朴槿惠的车辆抵
达首尔中央地方法院。批捕后首次露面的朴槿惠
神情憔悴，素颜出镜的她身着标有囚号的深蓝色
外衣，戴着手铐，在看押人员押送下快步下车，走
进法院。

在看守所和法院外，均有百余名朴槿惠支持
者情绪激动，高喊口号，要求释放朴槿惠。考虑到
此次庭审关注度较高，法院决定将此次庭审对公
众开放，允许媒体拍摄庭审开始前画面，还有数十
名韩国民众现场旁听。

当地时间10时许，朴槿惠案件的审理在首尔
中央地方法院417号法庭开庭。该法庭也是前总
统卢泰愚和全斗焕曾经出庭受审的地方。朴槿惠
也因此成为继卢泰愚、全斗焕后的第三位以被告
人身份出庭受审的韩国前总统。

由于朴槿惠好友崔顺实和乐天集团会长辛东
彬均涉嫌“朴槿惠案”中有关重要指控，两人当天
也同时作为被告出席庭审。

法官宣布开庭后，朴槿惠和崔顺实依次进入
被告席，并坐一排。审判长当庭决定将朴槿惠和
崔顺实并案审理。这是“亲信干政门”丑闻曝光以
来，朴槿惠与崔顺实首次同时出现在公开场合，二
人没有眼神交流。朴槿惠进入法庭前被摘掉了手
铐。在审判长问及职务时，神情淡漠的朴槿惠仅
仅回答“无业”。

庭审进行了大约3个小时，控辩双方各执一
词。检方认为朴槿惠向亲信崔顺实泄露国家机
密、滥用职权，并指责朴槿惠与崔顺实为一己私利
践踏法治精神、共谋利益。

对此，朴槿惠律师柳荣夏在法庭上否认检方
全部指控，坚持无罪辩护。律师结束陈述后，审判
长问及朴槿惠意见，朴槿惠仅简单回答“与律师立
场一致”。崔顺实在庭审上哽咽称，自己让有40
多年交情的朴槿惠站在了法庭上，是罪人，但同时
也极力否认检方指控。当天参加庭审的辛东彬也
否认检方指控，声称无罪。

当天庭审结束后，法院宣布将于25日再次开
庭，朴槿惠还将出席庭审。舆论分析认为，考虑到
朴槿惠的最长看押期限为6个月，预计法院会加
快进度，每周将会至少进行两到三次审理，争取在
今年10月前作出一审判决。

首次出庭受审

朴槿惠否认检方全部指控

新华社伦敦5月23日电（记者
张代蕾 王子江）英国曼彻斯特警
方23日说，22日晚发生在曼彻斯
特体育馆的爆炸为一起自杀式袭
击，尚不清楚这名袭击者是否有同
伙。目前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已
升至22人，另有至少59人受伤。

曼城警方发言人伊恩·霍普金
斯说，袭击者是一名男性，他在美
国女歌手阿里安娜·格兰德演唱会
即将结束时引爆自己身上的爆炸

装置，时间为 22日 22时 30分左
右。死伤者中包括儿童。60多辆
救护车和多家医院投入救援。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和驻曼彻
斯特总领馆在事发后第一时间启
动领保应急机制，多方了解情况，
截至目前尚未发现有中国公民伤
亡。

警方没有透露袭击者是否为
英国人。警方声明说，调查“进展
迅速”，已部署400多名警力进行

调查和巡逻，将与国家反恐和情报
机构密切合作，以获取更多关于袭
击者的信息。

新华社伦敦5月23日电（记者
张代蕾）英国首相特雷莎·梅23日
发表讲话，谴责22日晚发生在曼彻
斯特的自杀式爆炸袭击是“令人震
惊”的恐怖袭击。英国警方宣布，
已逮捕一名与这次恐怖袭击有关
的嫌疑人。

特雷莎·梅当天上午在伦敦召

开紧急会议，会后在位于唐宁街10
号的首相府门前发表讲话。她说，
发生在曼彻斯特的爆炸袭击是英
国经历的最严重恐怖袭击之一，曼
彻斯特成为这场“无情恐怖袭击”
的受害者。

她说，任何针对无辜者的恐怖
袭击都是“懦弱行径”，而发生在曼
彻斯特的袭击事件尤其令人感到

“震惊、恶心”，因为袭击者把目标
对准参加演唱会的年轻人和儿童。

特雷莎·梅说，英国警方和安
全部门已经掌握恐袭实施者的身
份，但为确保继续调查袭击者是否
有同伙，暂不公布袭击者的信息。
她表示，“恐怖主义不会得逞……
人民总会获胜”。

特雷莎·梅发表讲话后不久，
曼彻斯特警方宣布，已逮捕一名与
这次恐怖袭击有关的嫌疑人。根
据警方公布的消息，该嫌疑人为一
名23岁的男性。

■2005年7月7日
4名恐怖分子分别在伦敦3列

地铁和一辆双层巴士上引爆自制炸
弹，造成52人死亡，700多人受伤。

■2007年6月30日
苏格兰地区最大机场格拉斯哥

机场遭到袭击，一辆越野车撞入机场
主航站楼入口，随后爆炸起火。此前
一天，警方还在伦敦市中心停放的汽
车上起获大量汽油、钉子和煤气罐。

■2013年5月22日
两名与“基地”组织关联的极

端分子在伦敦街头开车撞倒英国
士兵李·里格比并将其刺死。

■2015年12月5日
伦敦东部的莱顿斯通地铁

站发生持刀伤人事件，造成 3 人
受伤。伦敦警方反恐部门随后
发表声明说，将按“恐怖事件”
处理这起案件。

■2016年6月16日
主张英国留在欧洲联盟的英

国籍女议员乔·考克斯在英格兰北
部参加选区活动时遭枪击身亡。

■2017年3月22日
位于伦敦市中心的英国议会

大厦外发生驾车冲撞并持刀行凶
的恐怖袭击事件，造成包括一名
警察在内的 5 人死亡，约 40 人受
伤。 （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英国十多年来发生的主要袭击事件

5月23日，韩国前总统朴槿惠（前中）抵达首
尔中央地方法院。

新华社/美联

5月22日，在英国曼彻斯特，人们在爆炸后离开体育馆。 新华社/路透爆炸现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