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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万圣节遇“独狼”式恐袭
8人丧生10多人受伤，目前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 2010年5月1日，巴基斯坦
裔美国人费萨尔·沙赫扎德把一辆
载有自制爆炸物的运动型多功能车
停在纽约市中心时报广场附近路
边，没能引爆。沙赫扎德曾接受巴
基斯坦塔利班组织提供的炸弹制造
训练并得到资助，在试图逃离美国
时落网，法院判处他终身监禁。

■ 2011年11月，一名多米尼
加裔美国人“预谋袭击纽约市警方
巡逻车、邮政设施以及从国外回国
的美军士兵”，19日在曼哈顿一处
公寓组装炸弹时被捕。

■ 2016年7月3日，位于曼哈
顿中部的中央公园发生一起爆炸事
件，导致一名青年男子腿部严重受
伤。警方调查认定，爆炸物系自制，
类似烟火装置，无证据表明爆炸与
恐怖主义有关。

■ 2016年9月17日，曼哈顿切
尔西区发生爆炸，造成至少29人受
伤。炸弹据信藏在一个垃圾桶内。
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表示，这起
爆炸案件“明显是恐怖主义行为”。

■ 2017年5月18日，时报广场发
生汽车冲撞行人事件，造成1人死亡、22
人受伤。凶手被控二级谋杀罪。纽约市
长比尔·德布拉西奥说，初步信息显示这
次事件不是恐怖袭击。 （据新华社电）

近年来纽约发生的
爆炸、袭击和未遂袭击

美国纽约曼哈顿下
城10月31日发生小型
卡车撞人袭击事件，当
地有媒体已称之为
2001年“9·11”事件以
来美国本土遭受的最严
重恐怖袭击。纽约警察
局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正
在调查此案。

纽约恐袭事件有哪些迷雾待解？

新华社纽约10月31日电（记者王
文 孙鸥梦）美国纽约市曼哈顿下城
10月31日发生小型卡车撞人恐怖袭
击事件，导致8人丧生、10多人受伤。

纽约市长比尔·德布拉西奥当天
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是一起“特别
懦弱的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行为”。
他说，事件已造成8人丧生，另有10
多人受伤，其中包括重伤者。

纽约警察局局长詹姆斯·奥尼尔
在发布会上说，当天下午3时05分
左右，一名29岁男子驾驶一辆小型
卡车在世贸中心附近道路上连撞多
人，随后该卡车撞上一辆校车。

奥尼尔说，在撞上校车后，肇事
男子手持两支仿真枪下车，警察随后
开枪将其击伤。这名男子后被送到
当地医院。

纽约州长安德鲁·科莫在发布会
上说，目前看来这是一起“独狼”式袭
击，没有迹象表明有更大规模的袭击
图谋。

目击者约翰·威廉姆斯说，事件
发生时他正在附近，他看到两名妇女
带着孩子迎面跑来，并大喊“他有
枪！”随后大约半分钟，威廉姆斯听到
枪声。“我走到事发现场时，看到有男

子似乎中枪倒在地上，警察围在他周
围。边上有一辆车，车头已经被撞
扁，还冒着烟。”

袭击发生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
推特账号上表示，这是“又一起由病
态的疯子实施的袭击”，执法部门正
在紧密跟踪事态发展。他向遇难者
表示哀悼，向受害者家属表示慰问。

纽约警方说，当晚计划在曼哈顿

下城进行的万圣节游行不会取消，但
警方已投入更多警力和资源保障市
民安全。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说，事发后
总领馆立即启动应急机制，第一时间
联系纽约警局和医院了解情况。根
据目前了解的情况，未收到有中国公
民涉及的报告。总领馆将继续跟进
案件进展情况。

一些媒体称，这次袭击是“9·
11”事件以来纽约遭遇最严重的恐
怖袭击。但它没有影响人们庆祝万
圣节的兴致。一些纽约市民说，要
用实际行动表明，纽约人不会轻易
被击垮。

万圣夜即万圣节前夜，最早是古
凯尔特人的节日。他们在10月最后
一天戴面具迷惑鬼魂，这一风俗后来
和宗教节日万圣节融合到一起。自
1973年以来，纽约基本上每年万圣
夜都会在曼哈顿格林尼治村举行大

游行。
袭击事件发生时，周边几所学校

的学生正在为游行做准备，听到有枪
手的消息后，大家四散奔逃。不过，
人们很快平静下来。记者赶到时，周
围没有明显的恐慌气氛，一些学生还
留在事发地，有的接受了媒体采访。

纽约警方说，大游行不会受影
响，警方已投入大量警力和资源保障
市民安全。不过警方提醒人们保持

警惕，察觉异常马上向附近执勤警员
报告。

当晚7时许，游行沿着繁华的第
六大道进行，人们身着租借或自制的
道具服，脸上化着夸张的妆容，化身
僵尸、巫师、骷髅、鬼魂、大昆虫等形
象，或是装扮成经典电影或卡通人
物，伴随着鼓点和加勒比海音乐缓慢
前行。游行队伍所到之处爆发阵阵
尖叫和欢笑。

不过，一名多年参加这一游行的
纽约市民告诉新华社记者，与往年相
比，今年的游行规模要小一些。

从西雅图来到纽约游玩的艾姆·
韦斯参加了游行。头戴猫耳发卡、脸
上化着胡须的韦斯对媒体说，她的电
话下午被关心她安危的亲友们“打
爆”，但即便心有余悸，“我们依然强
大，不会生活在恐惧中”。

“游行传递出一个信息：我们没
有输给恐怖主义。”韦斯说。

郭倩 孙鸥梦（新华社专特稿）

当天下午4时左右，新华社记者
赶到案发现场。这里距16年前发生
恐袭的世贸中心双塔遗址不远，步行
15分钟左右。案发街道周围大概两
个街区的范围被警方封路，只允许警
车和救护车通行，周围部署大量警力
警车，几步一岗。

纽约市警务专员詹姆斯·奥尼尔
在当天下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15时左右，袭击者驾驶一辆租来的小
型卡车，在曼哈顿南城西侧哈德逊河
畔一条繁忙的自行车道上冲撞行人

和骑车人，造成8人死亡、11人重伤。
这辆小型卡车后来撞上一辆校

车，肇事男子手持两支仿真枪下车，
一名警员开枪击中他的腹部，男子随
后被送往医院。

奥尼尔说，依据嫌疑人下车时呼
喊的口号和作案方式，将事件定性为
恐怖袭击。纽约州州长安德鲁·科莫
说，目前看来这是一起“独狼”式袭
击，没有迹象表明有更大规模的袭击

图谋。
事发后不久，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表态，誓言
“不会让‘伊斯兰国’卷土重来”。

现场航拍的电视画面显示，自行
车道上可见血迹，一些自行车被压
扁，死者遗体上盖着床单。

多家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
话报道，警方确认嫌疑人为29岁的
赛富洛·赛波夫。他2010年从乌兹

别克斯坦移居美国，最近生活在与纽
约州相邻的新泽西州。

美国优步公司当晚说，赛波夫通
过了这家打车服务供应商的背景核
查，是优步注册司机，不过公司现已
封锁他的账户。

阿根廷和比利时外交部分别确
认，死者中有5名阿根廷人、1名比利
时人，伤员中也有两国的公民。阿根
廷外交部说，死伤的阿根廷人为一群
昔日同窗好友，他们前往纽约旅游，
庆祝毕业30周年，不幸遭遇袭击。

当地时间10月31日下午，“9·11”恐怖袭击事发地、美国纽约世界贸易中心附近发生驾车撞人恐怖袭击。不过，
纽约居民和游客没有被吓倒，一年一度的万圣节大游行当晚按既定路线，在事发地不远处举行。

恐袭过后 万圣节大游行照旧

万圣节惊魂 事发地距世贸中心双塔遗址不远

大游行照常 “我们没有输给恐怖主义”

为何迅速定性为恐怖袭击？
11月1日是西方传统节日万圣

节，事件发生时，周边学校的学生正
准备开始万圣节游行，听到有枪手的
消息后，大家四散奔逃。

事件发生后，纽约市长德布拉西
奥迅速表态说，根据目前掌握的信
息，这是一起针对无辜者的“恐怖行
为”。而美国国土安全部一名发言人
也称这“显然是恐怖主义”。

中国人民大学美国问题专家刁大
明认为，“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官
方对发生在国内的恶性事件，是否定
性为恐袭，态度比较审慎。而德布拉
西奥对案件迅速定性，除袭击的确具
有恐怖袭击特征，或许还有一个原因：
还有一周时间，市长选举就开始了。

因此，刁大明认为，德布拉西奥
在事件发生后迅速发声，符合惯常的
危机处理策略，希望以此显示他应对
危机的强势手段。“这对他竞选连任，
是有好处的。”

袭击动机是什么？
据当地媒体报道，袭击者为29

岁的赛富洛·赛波夫，来自乌兹别克
斯坦，2010年移居美国，曾在新泽西
州和佛罗里达州居住过。

有报道说，赛波夫此前已进入调
查人员视线，因为他与警方破获的向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提供物资支持
的中亚团伙相关。

有目击者称，听到袭击者撞人后
用阿拉伯语大喊宗教口号。据当地电

视台报道，调查人员在袭击者驾驶的
车内发现一张用英文书写的纸条，声
称以“伊斯兰国”名义实施这起袭击。

但袭击者的动机是什么，是早有
预谋，还冲动之举？目前不得而知。
执法部门31日晚将搜查他在新泽西
州的家，并调查现场缴获的一部手机。

为何称“独狼”式袭击？
纽约州长科莫在发布会上说，目

前看来，这是一起“独狼”式袭击，没
有迹象表明有更大规模的袭击图谋。

这起开车撞人案与欧洲发生的
数起恐怖事件手法相似，令人怀疑是
否是由极端组织安排的袭击。

目前尚未有直接证据证明这一事
件与“伊斯兰国”有直接关系，也没有
组织宣称制造了这起袭击。纽约警察
局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此案。

美国总统特朗普31日连发数条推
特，对事件进行谴责，并向受害者和家属
表达哀悼之情，同时下令加强对移民进
行排查。 （新华社纽约10月31日电）

11月1日，在日本东京首相官邸，日本首相安
倍晋三（前排中）带领阁僚合影。

日本国会众参两院1日举行首相指名选举，
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当选日本第98任首相。安
倍当选首相后立即组建新内阁，今年10月大选前
的内阁成员全部留任。 新华社记者 马平 摄

安倍晋三再次当选日本首相

11月 1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埃及总统塞西
（右）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的肖像被悬挂在拉法
口岸。

巴勒斯坦和解政府11月1日正式接管加沙地
带南部与埃及接壤的拉法口岸。在此之前，拉法
口岸长期被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
制。 新华社/法新

巴勒斯坦和解政府
正式接管拉法口岸

10月31日，肯尼亚反对派“国家超级联盟”
领导人拉伊拉·奥廷加对媒体发言。奥廷加当日
对媒体表示，他拒绝接受10月26日举行的总统
重新选举结果。 新华社/美联

肯尼亚反对派拒绝接受
总统重新选举结果

据新华社新德里11月1日电（记者李明）据
印度媒体1日报道，印度北方邦一个发电厂锅炉
发生爆炸，造成至少9人死亡、100多人受伤。

据当地媒体介绍，事故发生地距离北方邦首府
勒克瑙82公里。事故发生时，数百名工人正在发电
机组旁作业。目前，仍有许多工人被困事故现场。正
在国外访问的北方邦首席部长约吉表示，对在事故中
遇难的工人补偿20万卢比（1美元约合64卢比）、受
重伤工人补偿5万卢比、轻伤者补偿2.5万卢比。

印度北方邦一发电厂爆炸
9人死亡100多人受伤

据新华社雅温得11月1日电（记者乔本孝）
喀麦隆官方1日证实，该国极北大区一村庄10月
31日晚发生疑似极端组织“博科圣地”成员实施
的自杀式袭击，造成包括袭击者在内的6人丧生，
另有2人受伤。喀麦隆媒体报道，一名自杀式袭
击者在极北大区距尼日利亚边境一村庄引爆身上
的爆炸装置，袭击者当场死亡，另有5名平民死
亡、2名平民受伤。

喀麦隆发生自杀式袭击
6人丧生

11月1日，在也门萨达省，人们聚集在遭袭地
点。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1日对也门萨达
省发动空袭，一名也门卫生部门官员说目前已造
成至少26人死亡。 新华社/路透

多国联军空袭也门
26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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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在事发现场附近警戒。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