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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3日经由
它的发声渠道阿马克通讯社宣称发
动斯里兰卡袭击，同时发布一段视
频。视频中，8名黑衣人站在一起，向

“伊斯兰国”最高头目阿布·贝克尔·
巴格达迪宣誓效忠，其中7人蒙面，
领头男子站在中间、没有蒙面。

斯里兰卡西部省省长阿扎西·萨
利指认没有蒙面的男子是NTJ组织头
目穆罕默德·扎赫兰。扎赫兰另一个为
人所知的姓名是扎赫兰·哈希姆。斯里

兰卡安全部门注意到，他3年前开始在
网上发布大量煽动性极端言论。

一名印度政府官员告诉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印方审讯一名“伊斯
兰国”嫌疑人，而那人供认在扎赫兰
的思想极端化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警方怀疑，扎赫兰可能是斯里兰卡爆
炸袭击的主谋。

暂时没有确凿证据显示“伊斯兰

国”给予斯里兰卡袭击者直接帮助。
不少反恐专家说，这轮袭击的规模、
专业性和复杂程度表明，袭击者预谋
相当长一段时间，而且很可能得到境
外极端组织的资助和指导。

按照斯里兰卡国防国务部长维
杰瓦德纳23日的说法，袭击者的动
机是“报复”新西兰上月清真寺枪击
事件。不过，他24日改口，说没有证

据表明两者有直接关联。
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两座清

真寺3月15日遭遇枪手袭击，50人
死亡、几十人受伤。枪手是一名鼓吹
白人至上主义的澳大利亚人。

美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阿莱娜·特
普利茨说，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军方人
员正在向斯里兰卡方面提供帮助，以
推进调查。特普利茨否认美方事先掌
握斯里兰卡可能遭到袭击的情报。

王宏彬（新华社专特稿）

斯里兰卡警方发言人鲁万·古纳
塞克拉24日告诉媒体记者，警方确
定9名自杀式爆炸袭击者，确定其中
8人的身份，另1人身份待定。

古纳塞克拉说，上述8人中有一
对“夫妻档”，那名妻子据信制造了最
后一起爆炸。警察21日下午进入首
都科伦坡郊区一处民宅，准备搜查，

藏在屋里的女子引爆炸弹，炸死3名
警察和两名儿童。警方怀疑，儿童可
能是那对夫妻的孩子。

另外7名身份已经确定的自杀式
袭击者据信关联21日上午6起爆炸，
其中两人在同一处地点行凶。古纳塞

克拉说，那7名主犯都是斯里兰卡人。
国防国务部长鲁万·维杰瓦德纳

在24日召开的记者会上说，这些自
杀式袭击者都来自富裕家庭，受过良
好教育，至少一人有法学学位，一些
人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留过学。

斯里兰卡官员先前把调查重点指
向“全国认主学大会组织”（NTJ），怀疑
凶手是这一境内宗教极端组织的成员。

维杰瓦德纳24日说，安全部门
确认，袭击者曾经是NTJ和另一个极
端组织的成员，但后来脱离这两个组
织，加入一个名为JMI的组织。他没
有提供更多细节。

斯里兰卡系列爆炸袭击
发生3天后，袭击者身份谜团
逐渐解开。了解调查进展的
官员24日说，至少有9名自
杀式袭击者，包括一名女性，
多数受过良好教育，一些人
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留过学。

斯里兰卡袭击者谜团解开
至少有9名自杀式袭击者参与，包括一名女性

俄朝首脑首次会晤单独聊了近两小时

“普金会”超时长谈说了啥？
俄罗斯总统普京25日下午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一对一”会晤。会晤持续近两个小时，大大超过

原定的50分钟时间。普京表示，这次会晤聚焦朝鲜半岛无核化，俄罗斯将继续致力于缓和半岛紧张局势。

这是普京和金正恩首次会晤。
会晤地点设在远东联邦大学校园

一座建筑内。俄罗斯媒体报道，普京
乘坐直升飞机提前抵达。当地时间
14时左右，金正恩乘车到达，普京站
在门口迎接。金正恩面带笑容走向普
京，两人握手、简单寒暄，稍后开始“一
对一”闭门会晤。

会晤开始以前，普京告诉媒体记者，
他相信金正恩的访问“有助更好理解如
何应对朝鲜半岛局势”以及“我们可以一
起做什么”；俄方欢迎金正恩为推动朝韩

对话和朝美关系正常化所作努力。
金正恩说，两国将巩固和发展关

系，他将与普京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
意见。

远东联邦大学在符拉迪沃斯托克
的俄罗斯岛上，由一座大桥连接周边
陆地，是2012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
导人会议举办地。

金正恩乘坐专列，当地时间24日
下午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随后检阅
俄军仪仗队。他在火车站与俄方人员
简短交谈，继而乘车离开。

初次“见面”

普京与金正恩会晤后告诉媒体记
者，他们“谈得不错”。俄罗斯媒体报
道，两人原打算会晤大约50分钟，实
际会晤将近两小时。

普京说，两人探讨朝鲜半岛局势，
就如何推动局势改善交换意见。金正
恩说，两人就朝鲜半岛局势和地区局势
作深入讨论，交流“非常有实质意义”。

他们没有向媒体记者发布会晤内
容细节。

“一对一”会晤结束后，俄罗斯外
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朝鲜外务相
李勇浩和外务省第一副相崔善姬等双
方高级官员加入会谈。俄罗斯卫星通

讯社报道，“一对一”首脑会晤和双方
扩大会谈持续三个半小时。

多家媒体报道，金正恩和普京当
天晚些时候将一起出席一场音乐会和
晚宴。

路透社报道，金正恩与美国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今年2月在越南首都
河内第二次会晤无果而终，美朝就解
除对朝制裁和无核化措施有分歧，朝
方因而希望就解除制裁寻求俄方支
持；对俄方而言，俄朝领导人会晤有助
展示俄方的外交实力以及对朝鲜半岛
事务的影响力。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4月25日电）

超时“单聊”

4月25日，在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俄罗斯总统普京（右）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握手。 新华社/卫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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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一个乱字了得

英国还没“脱欧”苏格兰又闹“脱英”

英国知名民意调查
专家约翰·科蒂斯告诉
路透社，斯特金的最新
声明“既取悦她的支持
者，同时给自己留出选
择空间”。

在他看来，斯特金
暗示她的盘算：尽管英
国议会不大可能同意苏
格兰再次举行独立公
投，但议会选举假如能
在今年以内提前举行，
苏格兰民族党可能成为
大党争相拉拢的对象，
推进二次独立公投成功
几率会大得多。

不过，反对苏格兰
独立的人说，既然苏格
兰人支持“独立”的比例
没有受“脱欧”进程影
响，就不该推动第二次
公投。

英 国 政 府 苏 格 兰
事务大臣戴维·芒德尔
说：“大多数苏格兰人

显然不想要第二次独
立公投，妮古拉·斯特
金却持续推动一项制
造分裂的宪法修订举
措。”

苏格兰1707年与英
格兰合并，大不列颠岛
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
实现统一，1801 年合并
爱尔兰，1921 年爱尔兰
南部分离，英国成为“大
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
王国”，延续至今。

苏格兰地方自治政
府及民间一直存在主张
苏格兰脱离英国独立的
势力，包括苏格兰民族
党。苏格兰民族党在
2017年英国议会下院选
举中获 35 席，损失 21
席，舆论认为与它推进

“二次独立公投”不得人
心相关。

沈敏（新华社专特
稿）

“苏格兰呼声”草根运动众筹支持“独立”

斯特金领导苏格兰地
方自治政府执政党苏格兰
民族党。她在苏格兰首府
爱丁堡对自治议会说：“本
届议会（2021年5月）结束
任期以前，必须在英国‘脱
欧’和苏格兰未来成为独
立欧洲国家的两种前景之
间作出选择。”

她认为，英国退出欧
洲联盟这一世界最大贸
易联盟以后，苏格兰如果
留在英国，面临“边缘化”
危险，“英国本身在国际
舞台上日趋边缘化，（脱
离英国）独立能保护苏格
兰在欧洲的地位”。

按照她的设想，今年
年底以前将推进第二次
独立公投的提案交由自
治议会审议；“现阶段”不
需要获得中央政府批准。

她承认，要克服“对
我们是否有能力将独立
公投议案付诸实践的质

疑和挑战”，最终需要中
央政府认可。

苏格兰 2014 年 9月
举行“独立公投”，反对独
立者占55%，支持者45%。

在2016年夏天举行
的英国“脱欧”公投中，
52%选民支持“脱欧”，
48%支持“留欧”。苏格
兰地区的选民中，62%选
择“留欧”。

苏格兰民族党对“脱
欧”公投结果失望，开始
推动第二次独立公投。
2017年3月，苏格兰地方
自治议会通过斯特金提
出的第二次独立公投提
案，但提案必须获得英国
中央政府批准才能实施。

斯特金同年 6 月宣
布，不准备在英国“脱欧”
进程完成前寻求举行第
二次独立公投，希望集中
精力争取更有利于苏格
兰的“脱欧”谈判结果。

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大臣妮古拉·斯特金24日说，不管英国中央政府是否同意，苏格兰将开始筹划2021年5月以前举行第二次独
立公投，让选民决定苏格兰是否终结将近300年作为英国一部分的地位。

同时，苏格兰民间支持“脱英”的力量开始“众筹”宣传，拟25日正式发起街头动员，鼓动选民在可能的二次公投中支持“独立”。

美前副总统拜登
将竞选下届美国总统

新华社华盛顿4月25日电（记者孙丁 徐剑
梅）美国前副总统乔·拜登25日宣布将竞选下届
美国总统。至此，已有20名民主党人宣布将参加
2020年总统选举。

拜登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了这一消息。他
说，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声誉等正岌岌可危，这促
使他竞选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不能让现任总统、
共和党人特朗普获得连任。

拜登现年76岁。2009年至2017年奥巴马
执政时期，他曾担任美国副总统。在此之前，拜登
是特拉华州联邦参议员，任职时间超过30年。此
次是他第三次角逐总统职位。

美国近期一个全国性民调显示，拜登在民主
党选民中有27%的支持率，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
伯尼·桑德斯以20%的支持率位列第二。分析人
士认为，拜登的优势在于从政经验丰富、知名度高
等，但也面临高龄、民主党进步派势力壮大等挑战。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总统选举党内初选前两轮
辩论将于今年6月和7月举行。

欧盟新规：

严控食品中的反式脂肪
新华社布鲁塞尔4月25日电（记者王宇戈

王子辰）欧盟委员会日前颁布新规要求，食品所含
的每100克脂肪中，人造反式脂肪含量不得超过
2克，以保护消费者健康。超标食品在2021年4
月1日前必须从欧盟下架。

欧盟委员会公布这一新规时指出，过去多项
研究强调，为了避免健康风险要尽可能减少反式
脂肪的摄入。此次颁布的反式脂肪上限主要针对
直接销售给消费者的食品，但批发商向零售商销
售反式脂肪超标的食品也应标注。

反式脂肪又名反式脂肪酸，在牛羊肉、牛奶及
其制品中存在少量的天然反式脂肪。而人造反式
脂肪主要是氢化植物油，普遍在炸鸡、薯条、爆米
花、糕点等食品中使用。大量研究表明，过多摄入
反式脂肪会增加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2018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行动指导方
案，计划在2023年之前彻底清除全球食品供应链
中使用的人造反式脂肪。世卫组织当时称，这将是

“全世界防治心血管疾病的一次重大胜利”。一些
国家的监管机构要求食品包装上必须标注反式脂
肪含量，也有些国家已开始逐步“封杀”反式脂肪。

4月24日，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最高领
袖哈梅内伊抵达会场。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24日就美国试图全
面禁止伊朗石油出口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将反制
美国的制裁。 新华社/法新

哈梅内伊说伊朗将反制美国制裁

4月24日，在法国巴黎，工人转移一座巴黎
圣母院的雕像。

据法国媒体24日报道，调查人员发现巴黎圣
母院大火中存在“人为错误”。法国资讯电视台
BFMTV援引调查人员的话说，巴黎圣母院的火
灾报警器在当地时间15日18时20分发出第一
次警报，但负责查看火情的人员找错了地方，是一
次“人为错误”。20分钟后，报警器发出第二次警
报，大火此时已熊熊燃烧。 新华社记者 高静 摄

法媒称巴黎圣母院大火中存在“人为错误”

新型医疗机器人
可在体内自主导航

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24日电（记者周舟）美
国科研人员24日在美国《科学·机器人学》杂志上
发表报告说，他们研发出一种可以在跳动心脏周
围自主导航的微型医疗机器人，从而能帮助外科
医生完成复杂的心脏手术。

研究显示，在一个对动物实施的心脏瓣膜修
复手术中，一个机器导管借助人工智能等技术，无
需人工导引就精确找到了目标位置。随后，心脏
外科医生遥控将渗漏处修复。科研团队负责人
说，这是他所知的首个可在体内自主导航找到目
标位置的医疗机器人。机器导管能在充满血液的
跳动心脏中抵达毫米级的目标，表现相当出色。

这个机器人装有触觉传感器，顶端装有微型相
机，还可像昆虫触角或老鼠胡须一样不断“取样”，可
利用机器学习和图像处理技术，在“陌生”的黑暗环境
中识别所接触的组织类型、所处位置，判断行进方向。

斯里兰卡国防国务部长鲁万·维
杰瓦德纳出席新闻发布会。新华社发

斯特金发言第二天，苏格兰民
间准备发起“苏格兰呼声”草根运
动，动员更多选民在第二次公投
中支持独立。

2014 年首次公投至今，民意
调查显示“独立派”选民比例没有
显著变化，始终徘徊在45%左右。

“苏格兰呼声”领导人之一玛
吉·查普曼说，这场运动已经征集
到10万名支持者，众筹资金大约
10万英镑（约合12.9万美元），将
用于培训和支持宣传人员，“向苏
格兰每条街道”传播信息，争取把

“独立”支持率提升至50%至60%
区间。

查普曼说，重点动员对象是“对
是否支持苏格兰独立犹豫不决，但
是因为支持英国留在欧盟、受近期
事件影响而有所动摇”的选民。

在她看来，2014年投票反对独
立或不作选择的选民当时想法是

“英国现在挺好，何苦改变现状”。
现在情形不同。“‘脱欧’进程

告诉我们，英国状况并不好，不仅
经济合理性和实力不佳，政治公
信力同样缺失。”

英国“脱欧”是诱因？ 促“脱英”或关乎下次选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