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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和克麦
罗沃州官方26日和25日分别发布
消息说，该州“冬天的樱桃”购物中
心的起火点位于顶层儿童游乐区，
调查人员正重点调查是电线短路还
是小孩玩火导致了火灾。

据《俄罗斯报》网站 26 日报
道，俄联邦侦查委员会发言人彼

得连科表示，消防和刑侦专家正
调查引发火灾的各种线索，目前
可能性最大的原因是违反安全
用电规章，导致电网负荷过大，
电线短路起火。据悉，该购物中
心在今冬曾两次停电，导致该场
所停业数天。而在周末该购物
中心的电网负荷相对较大。

另据塔斯社25日援引克麦罗
沃州副州长切尔诺夫的话报道说，
火灾的起火点是购物中心 4 层某
游乐区的弹簧床。

有分析观点认为，是某个孩子
用打火机玩火，导致弹簧床的海
绵床垫爆燃。《莫斯科共青团员
报》网站说，最早的起火点是位于

弹簧床近旁的旋转木马区域，其
着火原因的调查方向也是电线短
路或小孩恶作剧。

此外，据现场目击者称，在火
灾发生时，该购物中心的火灾防
控系统没有发出警报声，克麦罗
沃州的消防技术设备监察部门正
对此展开调查。

事发购物中心2013年开业，内
设电影院、宠物区、儿童中心、餐馆
和商店等。

起火原因暂时无法确定，俄罗
斯政府部门已经立案，建筑物业主
和租户将接受调查。

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
佩斯科夫25日说，总统弗拉基米尔·
普京已听取紧急情况部长普奇科夫
和克麦罗沃州州长的报告，下令提

供所需帮助。“总统已经获知克麦罗
沃地区发生的悲剧，对遇难者亲友
表示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佩
斯科夫说，普京已命令佩斯科夫前
往事发现场。

俄罗斯总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
夫的发言人纳塔利娅·季马科娃说，
梅德韦杰夫听取卫生部长韦罗妮卡·
斯克沃尔佐娃汇报并令她赶往现场。

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吕特·恰

武什奥卢和奥地利总理塞巴斯蒂
安·库尔茨在社交媒体对死者亲属
表示慰问。

“有那么多儿童死亡或失踪，很
不幸。”库尔茨说。

法新社报道，这是俄罗斯一段
时期以来发生的最致命火灾。

2015年3月，俄罗斯鞑靼斯坦共
和国喀山市一家商场起火，致死11人。

2013年 4月，莫斯科州一家精

神病院发生火灾，38人遇难，多数为
病人。事发时，他们正在门窗紧闭
的病房内睡觉。当年9月，俄罗斯西
北部村庄卢卡一家精神病院起火，
致死37人。

2009年，彼尔姆市一家夜总会
在室内燃放焰火触发火灾，大约156
人丧生。

（综合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
3月26日电）

事发克麦罗沃州首府克麦罗沃
市“冬天的樱桃”购物中心，顶层4楼
一个电影放映厅外下午起火，过火
面积大约1500平方米。

火灾死亡和受伤人数已获官
方确认，失踪人数暂时难有定
论。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说：

“两个放映厅的屋顶坍塌……现阶

段确认 64 人死亡，还有一些儿童
失踪。”

“事发中午，购物中心各楼
层挤满人。不清楚起火时具体
有多少人，”紧急情况部官员亚
历山大·叶列梅耶夫在一份声
明中说，“去哪搜救？有多少人
在里面，让消防员搜救变得复

杂。”
俄罗斯电视台画面显示，购物

中心楼顶浓烟滚滚，楼内一些人跳
窗逃生。

大约 300 名消防员和救援人
员参与现场处置，大约4个半小时
后得以控制火势。塔斯社以救援
人员为消息来源报道，救出20人，

疏散超过100人。
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长弗拉基

米尔·普奇科夫 26 日说，救援仍
在继续，人员投入增至660多人。

克麦罗沃州紧急情况总局副
局长鲍里斯·杰久欣告诉“俄罗
斯 24”新闻频道，购物中心三、四
楼之间楼板可能坍塌。俄罗斯西伯利

亚南部城市克麦罗
沃一家购物中心25
日发生火灾，据俄紧
急情况部26日发布
的最新消息，火灾已
造成64人死亡，此
前在火灾中失踪的
人员已被证实大多
遇难。

普京已听取紧
急情况部长普奇科
夫和克麦罗沃州州
长的报告，下令提
供所需帮助。“总统
已经获知克麦罗沃
地区发生的悲剧，
对遇难者亲友表示
慰问，祝愿伤者早
日康复。”克里姆林
宫发言人佩斯科夫
说。

据中国驻俄使
馆提供的消息，目前
暂没有关于中国公
民伤亡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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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罗斯克麦罗沃火灾救援指
挥部26日消息，发生在克麦罗沃一
家购物中心的大火已被扑灭，目前
已有4名涉案人员被刑事拘留。

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安

全与反腐委员会副主席维博尔内说，
根据现场情况判断，火灾发生后，购
物中心内安装的警报器没有发出紧
急信号。他认为当前的工作重点不
是在立法层面加大处罚，而是提高各

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责任心。
俄总统儿童权利全权代表库兹

涅佐娃表示，现代化商场普遍建有
儿童娱乐设施，必须高度重视对此
类儿童聚集场所的安全保护措施。

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援引火灾救
援指挥部消息报道，克麦罗沃州侦
查总局已对这起火灾进行刑事立
案，侦查人员正在调查事故原因，遇
难者遗体身份识别工作也已展开。

已确认64人死亡，还有一些儿童失踪

是电线短路,还是小孩玩火导致火灾？

事发时警报器没有发出紧急信号,4名涉案人员被刑拘

这是俄一段时期以来发生的最致命火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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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报复俄罗斯涉嫌在英国暗杀俄前特工

美国和欧盟14国宣布
将驱逐俄外交官

埃及总统选举开始投票

3月26日，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一名男子在
被也门胡塞武装导弹碎片损毁的房屋内查看。

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25日说，也门胡
塞武装当晚向沙特境内发射了7枚导弹，均被成功
拦截。导弹碎片致1名平民死亡、2人受伤。美联社
报道，这是沙特开始打击胡塞武装三年来，后者发射
的导弹首次在沙特首都造成人员伤亡。胡塞武装迄
今向沙特发射大约90枚弹道导弹。 新华社发

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发射导弹
致1死2伤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3月25日电（记者陈文
仙 杜震）以色列国防部长阿维格多·利伯曼25
日表示，以色列不会允许伊朗在叙利亚建设军事
设施，以色列必须为应对来自北部的“下一场战
争”做好准备。

利伯曼强调，以色列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
器以及在叙利亚建设军事设施。未来5年内，以
色列政府每年必须投入至少10亿新谢克尔（约合
2.86亿美元）资金，用于加强北部地区防御建设。

以色列政府指认伊朗通过支持叙利亚政府以
及扶植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
马斯）等“代理人”扩展势力范围、恶化地区局势，并
指认伊朗在叙利亚建设军事设施，威胁以色列安全。

以色列国防部长：

做好应对“下一场战争”的准备

3月26日，在日本东京的千鸟渊，游人划船
赏樱。 新华社/路透

日本东京樱花盛开

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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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消防员在火灾现场灭火。 新华社发 购物中心外的一名女子神情悲痛。 新华社发 市民摆放鲜花，悼念逝者。 新华社发 火已被扑灭，悲痛的市民不愿离去。 新华社发

3月26日，在埃及首都开罗，埃及总统塞西
的支持者聚集在一个投票站外。

2018年埃及总统选举国内投票于3月26日
至28日举行。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3月26日电（记者刘晨 朱东阳）美
国政府26日宣布，将驱逐数十名俄罗斯外交官，
并关闭俄罗斯驻西雅图领馆，以报复俄涉嫌在英
国杀害俄前特工。同一天，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
克在保加利亚瓦尔纳说，欧盟中已有14个成员国
宣布驱逐俄罗斯外交官，以回应俄罗斯涉嫌在英
国暗杀俄前特工。

美政府官员当天在媒体吹风会上说，被逐俄
方人员约60人，包括多名俄驻西雅图领馆人员和
12名俄驻纽约联合国总部人员。美方指责他们在
外交官身份掩护下从事情报收集工作。被逐人员
需在7天内离境。据报道，法国、德国、意大利等14
个欧盟成员国已宣布驱逐俄罗斯驻当地外交官。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14日宣布驱逐23名俄
外交官。作为回应，俄外交部17日宣布驱逐23
名英国驻俄外交人员。

美国控枪大游行难遏枪支暴力

学生“为生命游行”
数十万人24日在华盛顿参加了

名为“为生命游行”的控枪抗议活动。
人群聚集在美国国会和白宫之间的宾
夕法尼亚大道上，将数十米宽的街道
堵得水泄不通。

这是美国学生在帕克兰校园枪击
案后举行的第二次全国性示威游行，
也是继2017年1月妇女大游行后华
盛顿爆发的最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

人群之中，不少标语带着黑色幽
默，辛辣讽刺拥枪的美国全国步枪协
会与政府进行权钱交易，谴责政客们
说一套做一套，抨击所谓“枪支越多越
安全”的论调。

“我会是下一个吗？”一名学生高
举的标语上写道。

在帕克兰校园枪击案之后，短短
一个多月，美国又发生了两起校园枪
击事件。其中一起是学生在校内枪杀
来接他的父母，还有一起是高中生因

情感受挫枪杀女生。面对随时可能发
生的校园枪击案，学生和家长们的恐
惧感也与日俱增。

华盛顿之外，全美各地共举行了
近800场相同主题的游行，参与人数
接近200万。在柏林、东京和罗马等
世界其他城市，也有不少人聚集在当
地美国大使馆外，举牌抗议。

政客“假装在听”
虽然抗议声浪在国会山上可以听

得一清二楚，但国会并未做出回应。
因为国会24日开始休会，议员们也都
回到各自选区。而在宾夕法尼亚大街
的另一头，白宫主人特朗普也早已飞
往南方去打高尔夫球。

国会刚刚通过2018财年政府预
算，其中并无太多真正能够改变枪支
问题现状的内容。美国舆论普遍认
为，至少在今年10月之前，国会不会
再触碰控枪立法。

亲历了帕克兰校园枪击案的学生

德莱尼·塔尔在演讲时谴责政客们忽视
学生的声音，或者仅仅是“假装在听”。

塔尔所说的“假装在听”，指的是

美国政府在舆论压力下采取的一
些象征性举措。例如，佛罗里达州
立法将购枪者最低年龄由18岁提升

至21岁。美国司法部也拟在全国范
围内禁止“撞火枪托”的售卖，因为这
一部件可以让一支半自动步枪达到
接近自动步枪的射速。此外，美国国
会也在刚刚通过的预算案中加入了
关于校园安保和设立购枪者背景审
查数据库的拨款。

希望或在未来
参与示威的不少学生都将在几年

内成年并获得投票权，他们或将成为
未来左右控枪议题的主力。美国媒体
最近一项民调显示，美国有69％的成
年人认为应该立法限制枪支使用，比
2013年的55％和2016年的61％有明
显增加。

有些专家预计，随着年青一代逐
渐成为美国社会越来越重要的一股政
治力量，枪支问题的拐点终将到来。
不过，这一天或许还要等上很多年。

（据新华社华盛顿 3月 25日电
记者刘阳 孙丁）

美国数百个城镇24日爆发控枪大游行，近200万人走上街头表达对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校园枪击案死难者的缅怀，抗议美国政府
在控枪问题上不作为。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政府在枪击案发生后仅仅对枪支购买规定进行了象征性调整，这表明目前拥枪势力的影响力
仍难以撼动。而现在要求控枪的大多是年轻人，或许在他们这一代人日后成为社会中坚力量后才能真正改变美国的枪支政策。

据新华社内比都3月26日电（记者庄北宁）
缅甸联邦议长曼温凯丹26日宣布，缅甸将于3月
28日举行总统选举。

缅甸联邦议会总统资格审查委员会当天确
认，联邦议会人民院（下院）议员团日前推举的吴
温敏具备担任总统所需的资格和各项能力。本月
21日，缅甸总统吴廷觉辞职，第一副总统吴敏瑞
随即行使代总统职责。同一天，人民院议长吴温
敏辞职。人民院23日选举吴温敏为副总统并推
举他至联邦议会参加总统选举。

缅甸明日将举行总统选举

日前，全美数百个城镇举行游行呼吁控枪，其中不乏学生。新华社/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