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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凌晨，英国伦敦再次发生袭击事件。当天下午，英吉利海峡对面的法国发生一起驾车冲撞
宪兵车辆事件。袭击接二连三，排外情绪和极端思想相互助长，欧洲社会正陷入一种恶性循环。

19日凌晨，伦敦北部芬斯伯里
公园清真寺附近，一名男子驾驶货车
碾向结束礼拜的人群，造成1人死
亡、10人受伤。从英国首相、警方和
伦敦市长对事件的表态看，这是4个
月来英国发生的第四起袭击事件。

英国舆论普遍怀疑，这是一起
针对穆斯林的袭击，目的是“复仇”。

当天下午，距伦敦并不遥远的
巴黎，一辆小客车在香榭丽舍大街
冲撞法国宪兵车辆后起火，驾车者
伤重身亡。警方在肇事车辆上发现

冲锋枪、手枪和煤气罐。
消息人士披露，驾车男子此前

已被情报部门列入重点关注名单。
此事件如被定性为恐袭，将是法国
新政府成立以来该国发生的第一次
恐袭。

美联社19日报道，白宫发言人肖
恩·斯派塞的职权会有调整，今后他
会减少公开露面，去做更具战略性的
公关和联络事务。

几名接近斯派塞、不愿公开姓名
的官员说，斯派塞已经讨论了相关安
排，准备在白宫扮演“更资深的角
色”。

回复媒体询问时，白宫女发言人
萨拉·赫卡比·桑德斯的说法模棱两
可，表示白宫联络团队一直在扩展业
务，斯派塞“同以往一样，会同时负责
联络处和新闻处”。

相关人士告诉美联社，调整斯派
塞的决定还没有最后做出。鉴于白
宫一直在调整人事，所以不到决定一
刻，所有调整都可能变化。

斯派塞曾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公关主管、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竞选
期间的团队发言人。特朗普上任后，
斯派塞担任白宫发言人，这被认为是
相当重要的职位，很大程度上是总统
的“喉舌”，出镜率很高，几乎每天都
要面对记者。

斯派塞说话风格明显，鉴于总统
同媒体的关系，他与媒体关系一直不
宽松，曾多次在吹风会上同记者针锋
相对。最近一段时间媒体多次放出
他职位调整的消息。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学者王
浩认为，评价斯派塞作为白宫发言人
的表现，不能孤立看待他个人的某些
问题。例如，他的一些争议性言论，
以及在应对媒体时存在前后矛盾的
表态，尤其是关于特朗普执政风格的
一些回应，都被媒体批评为“经验不
足、措辞不够谨慎”。

但是，斯派塞作为白宫发言人
的职责是为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进行
正面解释和回应，这一点不用怀
疑。此外，由于特朗普的执政风
格，尤其是他经常通过推特表态，

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白宫发言
人的压力。

王浩认为，如果斯派塞职权出现
调整，与其像一些美国媒体所说，是特
朗普对斯派塞不满，不如说特朗普致
力于打造更具协调性的公关团队，以
更有效贯彻政策，应对关系紧张的那
些媒体。

中国社科院美国问题专家刁大明
认为，美国媒体抓住把柄，称斯派塞
表现不很理想、出现失言，有时还会
对媒体道歉，这加剧了特朗普同媒
体的紧张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此前访
问中东和欧洲时，斯派塞没有陪同，
或许说明他的影响力正在减弱。

刁大明认为，需要关注白宫女发
言人萨拉·赫卡比·桑德斯，她是前阿
肯色州州长赫卡比的女儿。

赫卡比是共和党内保守派的重
要人物，桑德斯耳濡目染，熟悉共和
党的方针政策，如果她未来挑起更重
要的角色，不会令人意外。

夏文辉（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白宫发言人要
斯派塞或去做更具战略性的公关和联络事务

返回家乡不到一周

从朝获释美国大学生死亡
特朗普指责朝鲜政府“残忍”，誓言将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从朝鲜获释的
美国大学生奥托·
瓦姆比尔的家人
19日说，瓦姆比尔
返回家乡不到一
周后，已于当天下
午 14 时 20 分（北
京时间 20 日 2 时
20 分）死亡。不
过，其家人目前尚
未对外公布瓦姆
比尔的死因。

瓦姆比尔现年22岁，来自美国
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是弗吉尼亚大
学学生。他2015年 12月随旅行团
赴朝旅游。按照瓦姆比尔在法庭上
的供词，2016年 1月1日凌晨，他在
入住的平壤羊角岛饭店，将悬挂在墙
上的朝鲜宣传标语牌拆下并企图装
入行李箱带回美国。次日，他在平壤
机场被逮捕。

去年3月16日，朝鲜最高法院以
阴谋颠覆国家罪判处瓦姆比尔劳动教
养15年。

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本月
13日发表声明，宣布瓦姆比尔获释。
《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援引白宫和美国
国务院官员的话报道，瓦姆比尔获释

是朝美秘密谈判的结果。
获释时，瓦姆比尔处于昏迷状态，

返回美国后被送往辛辛那提大学医疗
中心接受治疗。根据他家人的说法，
瓦姆比尔被判刑后不久就陷入昏迷。

瓦姆比尔的医疗团队曾于15日
发表声明说，他身体状况稳定，能自
主呼吸。不过，他对外界刺激无反
应，没有理解语言的迹象，对于指令
和周围环境也没有反应和意识。

根据医疗团队的说法，瓦姆比尔
出现脑组织损伤，但医生尚不清楚
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医生还对他
的头骨和身体其他部位进行了检
查，没有发现瓦姆比尔被打过或骨
折的迹象。

瓦姆比尔的家人19日宣布，他已
于当天下午在辛辛那提大学医疗中
心去世。不过，他的家人尚未公布其
死亡原因。

根据朝鲜方面的说法，瓦姆比尔
被判刑后不久，在服下一片安眠药后
出现肉毒杆菌中毒症状，陷入昏迷。
不过，瓦姆比尔的家人并不相信这一
说法。他的医疗团队也表示，检查中
并未发现瓦姆比尔体内有过肉毒杆菌
中毒的迹象。

瓦姆比尔的死讯传出后，美国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哀悼。他
说：“发生了许多不好的事，但至少
我们把他带回了家，带到其父母身
边。”他同时指责朝鲜政府“残忍”，

誓言美国政府将防止类似事件再
次发生。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则表示，朝鲜
方面应为瓦姆比尔的“不当囚禁”负
责。他同时要求朝鲜方面释放其余3
名被关押的美国人。

这三人均为韩裔，其中一人名叫
金东哲，出生于韩国首尔，19岁移居美
国。另外两人分别名叫金学松（音译）
和金相德（音译）。据朝中社报道，两
人均曾在平壤科学技术大学工作。

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说法，国务院
朝鲜政策特别代表尹汝尚本月早些
时候在朝鲜协商瓦姆比尔获释事宜
期间，见到了上述3名美国人。

张旌（新华社专特稿）

新闻事实

袭击上演“双城记”

欧洲这是 ？怎么了

深度分析

欧洲一直是西亚和北非移民向
往的乐土。然而，英法等国因近年来
在中东地区实施干涉政策、甚至直接
参与军事行动，惹火烧身。利比亚战
争、叙利亚战乱……紧邻欧洲的中东
地区持续动荡，难民潮涌，极端主义
快速滋长，越过地中海、巴尔干向欧
洲大陆蔓延。

无论巴黎、伦敦，还是罗马、布
鲁塞尔，移民融合问题日益成为欧
洲顽疾，引发一系列社会安全问
题。欧洲社会一贯标榜的多元主
义和文化包容面临严峻挑战，欧洲
极右翼势力趁机抬头。同时，难民
在欧洲社会所处环境日益糟糕。
寄人篱下的卑微和歧视让人心态

失衡，部分难民成了极端主义的
“易感人群”。

欧洲正在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排
外情绪的加剧培育了恐怖主义滋生的
土壤，而恐怖主义威胁上升又给排外
提供了理由。尽管难民并不能同恐怖
主义画等号，欧洲却滑入了这样一个

“死结”。第一评论
伦敦清真寺附近发生的袭击

发出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欧洲
极右翼势力与外来移民、难民之
间的积怨，是否会造成更大的族
群撕裂？

难民的涌入加剧了一些欧洲
人的“伊斯兰恐惧症”，欧洲本土居
民的情绪在一次又一次恐袭中越
来越搂不住火。从现有信息看，伦

敦最新的恐袭很可能是英国白人
以恐怖分子常用的袭击手法对穆
斯林进行的报复，是族群矛盾长期
积累后的爆发。

这 种 积 怨 很 难 在 短 期 内 化
解。这一次的“报复”或许会引发
更多“反报复”。难民危机正演变
为英法德等国的治安危机。欧洲
还能继续保持那份自信和从容吗？

近一年来，欧洲多次发生以卡
车等车辆为工具的恐怖袭击。

■去年7月14日，法国尼斯举
行国庆日庆祝活动时，一名男子驾
驶一辆卡车冲撞、碾压人群，造成
8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

■去年12月19日，德国柏林
一处圣诞市场遭遇恐怖袭击，袭击
者驾驶一辆货车冲上人行道，造成
12人死亡、近50人受伤。

■今年3月22日，一名男子驾

车在伦敦英国议会大厦附近碾撞行
人，随后下车刺死一名执勤警员。
事件共造成4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4月7日，一名男子驾驶一辆
卡车，高速冲向瑞典斯德哥尔摩市中
心的人群，造成4人死亡、15人受伤。

■6月3日，伦敦泰晤士河上伦
敦桥附近发生袭击事件，一辆货车冲
撞行人，袭击者随后弃车并持刀伤
人，造成至少7人死亡、48人受伤。

（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

背景链接

曾能自主呼吸 死因尚未公布

6月19日，在英国伦敦，警察封锁货车撞人事件现场。 新华社/美联

斯派塞在例行吹风会上讲话（资料照片）。 新华社/路透

英国欧盟首场“脱欧”谈判杠上了

欧盟开出
千亿英镑“分手费”

英国和欧盟方面19日正式启动“脱欧”谈
判。谈判刚一开始，双方就在“分手费”问题杠上
了。欧盟谈判代表提出，英国应为“脱欧”支付约
1000亿英镑（约合8686亿元人民币）费用，但英
国方面对这笔费用的法律依据表示质疑。

了解谈判细节的英国消息人士透露，英国方
面谈判代表质问这笔“分手费”的法律依据。这名
消息人士说：“我们要求欧盟方面说明他们认为的
法律依据，而不是说一些基本等于‘没有法律依
据’的话。我们提出了大量问题。”

虽然在“分手费”问题上分歧很大，但双方一
致同意在今后4个月每月举行一次为期一周的面
对面谈判。下次谈判时间定在7月17日，谈判将
使用英语和法语两种语言。

在不少媒体看来，英国方面同意按照上述时
间表继续谈判，是对欧盟方面的一种“让步”。

张旌（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平均每年
近1300名少儿死于枪击

据新华社洛杉矶6月19日电（记者高山）美
国《儿科学杂志》19日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从2012年到2014年，美国平均每年有近1300名
少年儿童死于枪击，此外还有5790名少儿因非致
命性枪伤而接受治疗。

这份研究意味着，美国平均每天有约3.5名
少儿死于与手枪、步枪或其他枪支有关的枪击，约
15.8名少儿因枪伤接受治疗。在1至17岁的少
儿中，枪击已成为第三大死亡原因。

根据报告，男孩死于枪击的人数远多于女孩，
在死于枪击的少儿中所占比例高达82％，而在非
致命性枪伤者中男孩占比也高达84％。

美韩日等11国将
采购440架F-35战机
总价值预计约370亿美元

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韩国和英国等11
个国家将与F－35战机生产商、美国洛克希德－
马丁公司签约，采购440架F－35战机，总价值预
计约为370亿美元（约合2521.6亿元人民币）。
这将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迄今签订的最大规模
F－35战机订单。

知情人士18日告诉路透社记者，美国、韩国、
日本、澳大利亚和英国等11个国家的代表上周同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代表在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
摩市商议采购F－35战机的合约条款，合约商签
已进入“最后阶段”。

正式签约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需在2018
年至2020年内分批交付440架战机。

F－35为美军第五代战斗机，搭载先进武器
系统，具备隐形和超音速巡航能力，是目前世界上
最先进的战机机型之一。F－35研发耗资将近
4000亿美元（2.7万亿元人民币）。

刘曦（新华社微特稿）

美国开普勒望远镜
新发现200多颗候选行星
10颗位于各自恒星的“宜居带”内

据新华社华盛顿6月19日电（记者林小春）
美国航天局19日宣布，开普勒太空望远镜又发现
了219颗新的候选行星，其中10颗位于各自恒星
的“宜居带”内，其表面有可能存在生命必需的液
态水。

美国航天局当天发布消息说，开普勒太空望
远镜迄今发现的太阳系外候选行星已达到4034
颗，其中2335颗已被确认为真正的行星。在这些
星球中，大约50颗被认为是类似地球大小的宜居
带候选行星，其中超过30颗已获得确认。

宜居带行星是指与恒星距离适中、液态水可
以存在的行星。天文学家常在宜居带行星里寻找
适宜生命生存的行星。

开普勒于2009年3月发射升空，是世界上首
个专用于搜寻太阳系外类地行星的航天器。最新
公布的候选行星是开普勒在上天头4年里对天鹅
座天空区域观测的最后一批成果。

全球流离失所者和难民人数
达到6560万

6月10日，在希腊希俄斯岛的一座难民营，来
自叙利亚的25岁姑娘法藤（左）和同伴坐在海边。

在世界难民日到来之际，联合国难民署19日发
布报告说，截至2016年年底，全球难民和国内流离
失所者总数已经达到6560万。 新华社/路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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