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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科伦坡 4月 21 日电
（记者朱瑞卿 唐璐）继21日上午斯
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等地3座教堂和
3家酒店遭爆炸袭击后，当天下午
科伦坡又发生两起爆炸。警方消
息说，目前系列爆炸死亡人数已升
至207人，其中包括35名外国人，
另有470人受伤。

斯里兰卡警方证实，当地时间

14时左右，科伦坡代希瓦勒动物园
附近一家酒店发生第七起爆炸，随
后，科伦坡德曼塔戈达地区发生第
八起爆炸。目前这两起爆炸造成
的伤亡情况尚不清楚。中国驻斯
里兰卡大使馆21日证实，两名中国
公民在当天的连环爆炸袭击中遇
难，受伤中国公民人数正在进一步
核实。

斯里兰卡当局宣布，从当地时间
21日18时至22日早6时，斯里兰卡
全岛实施宵禁。截至目前，斯警方已
逮捕7名爆炸案嫌疑人，并表示将进
一步调查。

自当天早上约8时起，斯里兰卡
全国范围内连续发生8起爆炸，包括
首都科伦坡等地的4家酒店、3处教
堂和一处住宅区。

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呼吁民
众保持镇静，不要轻信未经权威部门
证实的消息，并表示警方和军方正在
进行调查，请民众配合。斯里兰卡总
理维克勒马辛哈在社交媒体上强烈
谴责当天的爆炸案，并呼吁斯里兰卡
民众在此悲痛时刻更加团结。

21日早些时候，斯里兰卡多地
接连发生6起爆炸，包括位于首都的

科伦坡香格里拉大酒店、肉桂大酒店
和金斯伯里大酒店，以及位于科伦坡
市内的圣安东尼教堂、位于市郊的圣
塞巴斯蒂安教堂和位于东部城市拜
蒂克洛的一座教堂。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
这一系列爆炸事件。

今年 4 月 21 日是西方的复
活节。

在首都科伦坡在首都科伦坡，，士兵在发生爆炸的圣安东尼教堂外警戒士兵在发生爆炸的圣安东尼教堂外警戒。。 新华社新华社//美联美联

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 21 日突
发多起爆炸，导致数百人伤亡。斯
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呼吁民众保持
镇静，并表示警方和军方正在进行
调查。这一伤亡惨重的悲剧震惊世
界，令人们痛心。

尽管爆炸的性质尚难确定，但
从斯里兰卡警方等多个消息源提
供的信息来看，这些爆炸的针对性
较强，有组织暴力的特征较为明
显：第一，三座教堂发生爆炸时正
在举行宗教活动，发生爆炸的另外
几家酒店是西方人出入较多的场
所；第二，多起爆炸发生的时间间
隔较短，甚至是同时发生，这恐怕
很难是巧合。

近年来，斯里兰卡很少成为宗
教极端组织袭击的目标。同时，自
2009年内战结束后，斯里兰卡安全
局势逐步向好，至今未发生过伤亡
规模如此之大的流血事件。

最近一段时间，在全球范围内，
暴力流血事件屡屡在人们意想不到
之处发生，从新西兰的“花园之城”
克赖斯特彻奇，到荷兰小城乌得勒
支，再到今日的斯里兰卡科伦坡，莫
不如此。血的教训警示人们，万万
不可忽视铲除极端暴力行为的复杂
性、艰巨性、长期性。

近十年来，斯里兰卡已从之前
数十年的战乱中走出，在相对稳定
的社会环境下努力提升国力，改善
民生，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发展潜力
持续兑现，这样的局面来之不易。
无论何种性质的极端暴力行为都是
对生命的漠视和摧毁，希望制造悲
剧的凶手早日被绳之以法，希望受
害民众和他们的亲属得到妥善安置
和照料，希望国际社会加强携手合
作，让悲剧不再重演。

（据新华社科伦坡4月21日电）

新华快评

据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 综
合新华社驻外记者报道：斯里兰卡首
都科伦坡及周边地区21日发生多起
爆炸袭击，已造成200多人丧生、逾
400人受伤。多国政要强烈谴责袭
击，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并呼吁共同
打击极端主义。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致斯里兰卡总
统西里塞纳的慰问电中谴责当天发生
在斯里兰卡多地的“残忍”袭击，强调
行凶者必将得到“应有的惩罚”。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
体账号上就系列爆炸袭击事件对斯
里兰卡表示深切慰问，并表示美国随

时准备向斯里兰卡提供帮助。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表示，针对

教堂和酒店的暴力行径骇人听闻，
在这样一个悲惨时刻，我们必须站
在一起。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澳大
利亚愿尽己所能帮助斯里兰卡人民。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表示，新西兰
谴责一切恐怖主义行径，拒绝所有形
式恐怖主义，支持宗教自由和安全礼
拜的权利，我们必须找到如何终结暴
力行为的答案。

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在致斯里
兰卡总统的慰问电中谴责当天发

生的袭击事件是“怯懦的恐怖袭
击”。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在其官
方社交媒体账号上强烈谴责当天的
连环爆炸袭击，向斯里兰卡表示慰
问，并称巴基斯坦在此悲痛的时刻与
斯里兰卡人民站在一起。

阿富汗总统府发表声明说，强烈
谴责针对教堂和酒店以及宗教信徒
这种令人发指的恐怖行为，对遇难者
表示哀悼，在这个黑暗的日子里，我
们与斯里兰卡站在一起。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发生在
斯里兰卡的袭击是“针对全人类的袭

击”，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努力，坚决打
击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

法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说，
法国强烈谴责当天发生在斯里兰卡
的系列爆炸袭击，对遇难者致以最深
切的哀悼，对斯里兰卡政府和人民给
予坚定支持。

新加坡总统哈莉玛表示，我们必
须继续保持警惕，团结一致打击恐怖
主义行为。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当天
在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对袭击感到
震惊，新加坡谴责这种令人发指的暴
力行为，并且坚定支持斯里兰卡维护
和平与稳定的努力。

多国政要谴责斯里兰卡系列爆炸袭击 呼吁共同打击极端主义

行凶者必将得到“应有的惩罚”

现场直击
6起爆炸在30分钟内接连发生

斯里兰卡流下了眼泪
斯里兰卡因地形之故被称为“印度洋上的一滴眼泪”。4月21日，这个美丽的岛国流下了她的眼泪。
斯里兰卡警方21日证实，在一天内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及周边地区连续发生8起爆炸，其中6起爆炸在30分钟内

接连发生，震惊全球。科伦坡发生的爆炸最多，整座城市沉浸在悲伤里。

当地时间21日上午10时左右，
目击者报告位于科伦坡的圣安东尼
教堂遭遇爆炸。目击者告诉媒体记
者，看到多人受伤，救护车接走伤员。

警方说，一连串爆炸显现“协
同”，6起爆炸在30分钟内接连发生。

记者当天下午前往科伦坡市内发
生爆炸的酒店和教堂。在肉桂大酒店

入口处，一名警察要求查看记者的护
照，他的工作证上写着“反恐调查组”。
这名警察对记者说：“当下是特殊时期，
为了大家共同的安全，还请配合。”

梳理不同消息来源，目前多起袭
击至少造成207人死亡，其中包括9
名外国公民，受伤人数已接近500
人，预计死伤人数还会上升。

伤亡惨重 预计死伤人数还会上升

位于科伦坡的圣安东尼教堂是
当地天主教徒祷告的主要场所之
一，也是知名旅游景点。周日正赶
上复活节，教堂照例举行隆重的宗
教活动。

当地时间下午3时许，记者来
到了圣安东尼教堂。教堂外侧的
道路被封锁了两三百米，禁止车辆
驶入。斯里兰卡民众动人的微笑
曾经温暖了无数来到这里的外国游
客。然而在今日的圣安东尼教堂附
近，记者只看到人们神情凝重地望
着“受伤”的教堂，教堂顶上片片屋
瓦掉落，门口一地玻璃碎片。

暂时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宣布
制造连环袭击。斯里兰卡政府没有
将这起连环爆炸定性为“恐怖袭击”。

斯里兰卡警察总监普朱特·贾
亚孙达拉11日给多名高级警官发
送信息，提醒“得到外国情报机构
警告，NTJ组织正打算在科伦坡针
对教堂和印度驻斯里兰卡高级专
员办事处发动自杀袭击”。NTJ是
斯里兰卡一个宗教极端组织，去年

因其成员毁坏多座佛教雕像而引
起关注。

遇袭地点显现共性：人流量大、
宗教场所、外国人多。圣塞巴斯蒂
安教堂遇袭后，教会在社交网站“脸
书”贴出多张显示教堂内部受损的
照片，向公众求助。画面显示，长凳
和地板上留有血迹。当地电视台画
面显示，教堂顶部在爆炸中破损。

三家受袭酒店是肉桂大酒店、
香格里拉酒店和金斯伯里酒店。电
视画面显示，香格里拉酒店三楼餐
厅在爆炸中严重损毁：漆黑之中，餐
厅顶部坍塌、窗玻璃破碎、电线暴露
在空中。

斯里兰卡曾一度饱受战火摧
残，30年的内战让这个国家的人民
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今
天的爆炸不禁让我想起了曾经的战
争，我希望政府能够尽快调查清楚
爆炸起因，杜绝这样的流血事件。”
50多岁的科利塔在圣安东尼教堂
附近告诉记者。

（据新华社科伦坡4月21日电）

节日袭击 连环爆炸目前未被定性为“恐怖袭击”

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遇难
者亲属掩面哭泣。 新华社/路透

斯里兰卡
黑暗的一天

4月21日，在苏丹喀土穆，一名参加集会的
男子挥舞国旗。

苏丹前执政党全国大会党一名消息人士20
日披露，党内多名高层人士遭军方逮捕。过渡军
事委员会20日晚会商反对派后同意就移交权力
作进一步对话。 新华社/法新

苏丹军方逮捕多名前执政党高层

美国载人“龙”飞船
静态点火测试失败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20日电（记者周舟）美
国航天局局长吉姆·布里登斯廷20日发表声明
说，载人版“龙”飞船的“超级天龙座”发动机在一
次静态点火测试中发生异常。业界认为这可能推
迟“龙”飞船今年下半年将美国宇航员送往国际空
间站的计划。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载人版“龙”飞船今
年3月搭乘“猎鹰9”火箭成功进行了首次不载人
试飞，并计划在不早于今年夏天时开展一次紧急
逃生测试，这是确保“龙”飞船能够载人飞行的关
键步骤。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发表声明，确认发动机
在最后阶段的测试中出现故障，但未说明测试的

“龙”飞船是否就是3月试飞的“龙”飞船。
“龙”飞船装有8台“超级天龙座”发动机，它

们可以为逃逸系统提供动力，在紧急状态下使飞
船脱离火箭。

布里登斯廷在声明中表示，美航天局和太空
探索技术公司将做出“必要调整”，“安全地推进商
业载人航天项目”。

2011年美国航天飞机退役后，美国运送宇航
员往返国际空间站全部“仰仗”俄罗斯飞船。为改
变这一局面，美航天局大力支持商业航天，2014
年委托波音公司和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分别建造

“星际客机”和载人版“龙”飞船，但两艘飞船的首
飞时间从最初计划的2017年多次推迟。

本月初，波音公司“星际客机”飞船的不载人
试飞时间确定由原计划的4月推迟到最早8月，
而载人试飞则从8月推迟到“今年晚些时候”。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向靖国神社献祭品

新华社东京4月21日电（记者姜俏梅）日本
首相安倍晋三21日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
靖国神社供奉名为“真榊”的祭品。

靖国神社21日至23日举行春季例行大祭。
厚生劳动大臣根本匠、众议院议长大岛理森、参议
院议长伊达忠一等也分别供奉了“真榊”祭品。

安倍曾于2013年12月参拜靖国神社，此后
未再参拜，但每年会在春秋例行大祭期间供奉祭
品，在“8·15”日本战败日以“自民党总裁”名义供
奉“玉串料”（祭祀费）。

长期以来，一些日本政客、国会议员参拜靖国
神社，导致日本与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关系紧张。

靖国神社供奉着对侵略战争负有直接责任的
二战甲级战犯，中方坚决反对日本政要的错误做
法，也敦促日方切实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同
军国主义划清界限，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
和国际社会。

4月21日，在乌克兰基辅，著名喜剧演员泽
连斯基在一处投票站投票。

乌克兰第七届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于当地时
间21日早上8时（北京时间13时）开始，将在第
一轮选举中得票率排名前两位的乌著名喜剧演员
泽连斯基和现总统波罗申科中决出最终胜者。

新华社/法新

乌克兰总统选举开始第二轮投票

研究显示做家务的孩子学习更佳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一项研究显示，日常帮着

做家务的孩子更自信，学习成绩更好，社交能力更
强，更快乐；而不怎么做家务的孩子容易对生活不
满。研究结果刊载于最新一期美国《发育和行为
儿科学杂志》。

研究人员分析9971名9岁左右学龄儿童的
学习成绩和做家务情况，并借助调查问卷评估他
们对学习的兴趣和自信心、与同龄人的关系、社交
活动以及生活满意度。结果显示，与难得做家务
的孩子相比，经常做家务的孩子自信心更强，学习
成绩更好，在数学、阅读和科学测试中得分更高；
难得做家务的孩子对生活不满意的可能性高
30%，更容易对学习能力缺乏自信，而且容易与同
龄人关系不佳。 （新华社微特稿）

教堂、酒店等多个地点上演悲剧

斯里兰卡一天内发生
起连环爆炸
至少207人死亡、470人受伤
有两名中国公民遇难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