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爆炸现场惨烈伤亡惨重

当地时间4日18时10分左右，贝鲁特港口区
发生剧烈爆炸。新华社记者所在的办公大楼距港
口约5公里，记者先是感到大楼晃动，随后听到爆
炸声，看到天空升起粉色蘑菇云和浓烟。爆炸声
震耳欲聋，北部比布鲁斯、南部赛达等多个城市的
居民都能听到。

黎巴嫩红十字会5日说，已有100多人死亡，
4000多人受伤。贝鲁特省省长马尔万·阿布德对
当地媒体说，仍有100多人失踪，此次爆炸造成的
损失估计有30亿至50亿美元。

事发近两个小时后，现场依然浓烟滚滚，一些
集装箱在爆炸中被掀飞、变形，旁边的仓库一片狼
藉，纸箱等物品四处散落。

爆炸导致贝鲁特多个街区严重受损，在爆炸地
点附近的阿什拉斐叶街区，居民比拉尔对新华社记
者说，事发时整个街区“就像遭受一场灾难”。

据当地媒体报道，距爆炸地点10多公里的总
统府建筑也受损。新华社记者5日凌晨在这一街
区看到，现场就像遭受过战争蹂躏一样，所有建筑
物几乎无一幸免，路边所停车辆也都遭受不同程
度的受损。一名现年75岁的黎巴嫩居民告诉记
者，他从未见过如此悲惨的景象，即便在贝鲁特内
战期间也没见过像这样的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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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造成100多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

黎巴嫩首都大爆炸
为何如此惨烈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4日傍晚发生剧烈爆炸，截至5日已造成
100多人死亡、4000多人受伤。目前搜救人员仍在清理废墟、找寻幸存
者。黎政府预期伤亡人数会进一步上升。爆炸为何如此惨烈？原因是否
明朗？爆炸对民生、对黎经济和社会影响有多大？

据新华社北京8月5日电 综合新华社驻外记
者报道：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当地时间4日傍晚
发生剧烈爆炸，目前已造成100多人死亡、4000多人
受伤。爆炸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密切关注，包括以色
列在内的一些国家已表示将向黎巴嫩提供援助。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当天通过发言人向黎
巴嫩政府和人民表示最深切的慰问，并祝愿包括在
黎巴嫩工作的联合国人员在内的伤者早日康复。

第74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穆罕默德-班迪也对
爆炸事件表示关注,他祝愿伤者早日康复。

克里姆林宫网站4日发布公告说，俄罗斯总统
普京当天就黎巴嫩首都港口区发生爆炸向黎巴嫩

总统奥恩致慰问电。普京说：“请转达对遇难者家
属和亲人的同情和支持，并祝所有伤者早日康复。”

当天，以色列外交部和国防部发表一份联合声
明说，以色列已经通过国际安全和外交等渠道向黎
巴嫩政府提供人道主义和医疗援助。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是通过联合国驻黎巴
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联合国和法国等渠道向黎巴
嫩提供援助的。目前，以色列尚未与黎巴嫩建交。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东部时间4日下午举行
的白宫记者会上说，美国对贝鲁特发生巨大爆炸深
表同情，为所有受害者及其家属祈祷，并表示美国
随时准备援助黎巴嫩。

国际社会关注贝鲁特爆炸事件

多国表示将向黎巴嫩提供援助
新华社贝鲁特8月5日电（记者李良勇）中国

驻黎巴嫩大使馆5日证实，一名中国公民在黎巴嫩
首都贝鲁特港口区爆炸中受轻伤。

使馆方面说，伤者是一名在黎中资企业员工，
被碎玻璃划伤，目前已接受救治。

据黎巴嫩红十字会公布的最新统计数字，截
至5日晨，贝鲁特港口区4日傍晚发生的剧烈爆
炸已造成100多人死亡，另有4000多人受伤。目
前，救援行动仍在继续，伤亡数字预计会进一步
上升。

爆炸具体原因目前仍不清楚。多名黎巴嫩官
员提及，有大约2700吨硝酸铵自2014年起便存
放在贝鲁特港口区仓库内。

黎巴嫩总统奥恩强调，要彻查爆炸事件，并将
严惩相关责任人。黎总理迪亚卜称这一爆炸是

“灾难”，誓言要让肇事者“付出代价”。迪亚卜宣
布5日为全国哀悼日。

一名老人在爆炸中受伤。 新华社发

在爆炸中损毁的小麦仓库。 新华社发

爆炸后升起的粉色浓烟。 新华社发

一名中国公民
在爆炸中受轻伤

爆炸原因依然指向硝酸铵

目前爆炸具体原因仍不清楚。但黎巴嫩内政
部长穆罕默德·法赫米说，爆炸似乎由港口仓库中
存放的2750吨硝酸铵引起。这批化学品可用作
化肥或炸药，2014年从一艘货船上查没。

美联社报道，德国地质学研究中心测算，此次
爆炸强度相当于3.5级地震。距贝鲁特大约200
公里的塞浦路斯也能听到爆炸声并有“震感”。

黎巴嫩总统米歇尔·奥恩指出，2750吨硝酸铵
没有任何安全措施在港口存放6年“不可接受”。
他呼吁内阁5日召开紧急会议，建议宣布全国进入
两周紧急状态。

目击者说，现场升腾橘色烟云，似乎印证爆炸
牵涉硝酸铵的说法。硝酸盐爆炸后会释放红棕色
有毒气体二氧化氮。

当地电视台报道，港口一处烟花仓库失火与爆
炸有关。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剧烈爆炸前不
久，港口一处建筑失火，随着火势蔓延继而出现蘑
菇云和冲击波。港口工人沙尔贝勒·哈吉说，刚开
始像是烟花类物质的小型爆炸，之后他就被震倒。
一些当地媒体说，爆炸缘于修复仓库的焊接工作。

黎巴嫩卫生部长哈马德·哈桑告诉路透社：“不
少人失踪，人们向应急部门问询爱人的情况，但在
夜晚没有电力时搜救有困难。”黎巴嫩高级防卫委
员会4日晚表示，将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就爆炸原
因展开调查，调查委员会须在5天内提交调查结果。

总理宣布5日为全国哀悼日

黎巴嫩总理哈桑·迪亚卜当天视察爆炸现场，
随后宣布5日为全国哀悼日。他同时希望国际社
会伸出援手，帮助业已遭受新冠疫情冲击和经济
危机的黎巴嫩渡过难关。

迪亚卜发表电视讲话，誓言让“灾难的肇事者
付出代价”。他说，政府很快将对“这座存在6年的
危险仓库”宣布相关处罚措施，“今天发生的事不
会不追责就过去。”

贝鲁特市长马尔万·阿布德视察现场时泣声
说：“贝鲁特已被毁。”

黎巴嫩人口大约600万。按照美联社的说
法，黎巴嫩经济眼下因金融危机濒临崩溃，本币大
幅贬值。美元短缺殃及黎巴嫩的商品进口，包括
汽油、面粉、药品等基本民生用品，从而造成物资
短缺、物价上涨。再加上防疫限制措施导致民众
失业，不少人陷入贫困。而爆炸加深黎巴嫩人面
临的困苦。数以千计民众居住的房屋被毁，今后
民众生计恐成问题。

由于爆炸仓库临近一个小麦储存仓库，造成
小麦储存仓库严重损毁。黎巴嫩经贸部官员表
示，鉴于有储备，黎巴嫩目前并未面临面粉危机。
路透社报道，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就爆炸表达
震惊和同情，表示准备援助。以色列说，已准备提
供人道和医疗援助。卡塔尔和伊拉克则说会向黎
巴嫩运送临时医院设备，协助救治伤员。伊朗和
沙特阿拉伯也表示愿提供援助。

（新华社贝鲁特8月5日电 记者李良勇）

？

据新华社纽约8月4日电（记者危
颖）针对近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等一些
美国政客发表的反华言论，耶鲁大学高
级研究员、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斯
蒂芬·罗奇4日发文表示，这些言论充
满阴谋论，并缺乏基于事实的分析。

罗奇认为，外贸对美国经济的发展至
关重要。目前，美国面临着严重的国内存
款不足问题。不解决国内不断恶化的储
蓄问题而限制对华贸易，“就像在泰坦
尼克号沉船时，却在排列船上的座椅”。

罗奇同时说，疫情暴发以来，阴谋
论一直是美国政府打的一张牌。疫情

初期，蓬佩奥就宣扬“病毒是从一个研
究所里泄露”的说法，并加以“武汉病
毒”“中国病毒”等歧视性称呼。蓬佩奥
就新冠疫情频繁拿中国说事和制造谣
言，只是为了掩盖政府抗疫的过失。

对于美中关系，蓬佩奥称中国对美
国的需要远远超过美国对中国的需要。
罗奇认为，这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大错特
错”。美国消费者需要中国生产的商品；
美国国库需要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美国
企业也需要中国这个出口市场。“这是一
个相互依赖的双向关系，关系的损害将
极大破坏美国经济的稳定。”

美国知名学者罗奇：

美政客反华言论缺乏事实基础

据新华社新加坡8月5日电（记者
王丽丽 陆海月）新加坡国家环境局5
日更新的数据显示，截至4日，该国每
周新增登革热病例连续8周超过1000
例，新加坡今年已出现22403例登革热
病例，已超过2013年全年22170例的
历史最高纪录。

据当地媒体报道，截至8月2日，今年
新加坡因感染登革热病毒死亡人数已达
20人。此前新加坡因登革热死亡人数最
高纪录出现在2005年，有25人死亡。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说，除了继续展
开全岛检查行动，国家环境局也与各政

府机构合作派发宣传单和防蚊剂，同时
呼吁居民使用防蚊用品、在角落喷洒杀
虫剂和穿上长袖、长裤，并继续清理家
中积水，防止蚊虫滋生。

新加坡伊丽莎白诺维娜医院传染病
专科医生梁浩楠告诉记者，登革热在东
南亚地区长期存在，对它的治疗方案已
经比较成熟，不会占用太多医疗资源。

专家表示，除了天气热、雨水多导
致登革热病毒主要传播媒介伊蚊数量
增加之外，今年采取的新冠疫情隔离措
施使得除草等活动受到影响，一些公共
区域疏于维护，也有助蚊虫滋生。

新加坡遭遇史上最严重登革热疫情
已有20人死亡

据新华社悉尼8月5日电（记者郭
阳)澳大利亚悉尼市中心的唐人街上，
开了几十年的金唐海鲜酒家是当地有
名的粤菜馆，平日里一到饭点，店里宾
客盈门。然而近期随着澳大利亚新冠
疫情卷土重来，政府管控措施再次收
紧，刚刚恢复些人气的唐人街又开始
冷清起来。

金唐海鲜酒家总裁黄锦华说：“最
近疫情波动较大。两周前，我们一度还
很有信心，把营业时间从每周3天延长
到了每周5天，但现在由于墨尔本的疫

情，生意又开始不太景气。”
黄锦华说，为了应对疫情造成的生

意下滑，他们正在改变经营方式，除海
鲜酒楼外，还涉足面包西饼、烧腊粥面、
鲜肉铺等业务，并且开始送货上门，无
论顾客想吃港式点心、粤式热炒，还是
想买鲜肉亲自下厨，都可以足不出户就
能享受到。

“我们要共同努力，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最大程度地降低疫情的影响。相
信有着逾百年历史的唐人街能够挺过
疫情、重焕生机。”黄锦华说。

在悉尼唐人街——

商铺防疫“新常态”下勇找出路

这是8月5日在澳大利亚悉尼机场拍摄的维珍澳大利亚航空公司客机。
澳大利亚第二大航空公司维珍澳大利亚（简称“维珍澳洲”）5日宣布，为应对

新冠疫情影响，公司计划裁员3000人，并将采取其他措施削减成本，尽快走出自
愿托管程序。受疫情影响，维珍澳洲今年4月进入具有破产保护性质的自愿托管
程序，并任命德勤负责该公司及其多家子公司的托管事宜。德勤6月宣布，已与美
国私募巨头贝恩投资公司就其收购维珍澳洲达成协议。 新华社/美联

澳大利亚第二大航空公司裁员3000人

日本政府4日否认首相安倍晋三
身体有恙，称他正在“专心工作”。

日本杂志《Flash》当天报道，安倍
7月6日在首相官邸的办公室吐血。

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日本应对新
冠疫情和洪灾之际，出现“首相累了”的
传闻。共同社报道，安倍的健康状况近
来受到关注，因为他一改下班后常与政
界、商界人物及其他人吃晚饭的习惯，
下午6点离开首相官邸后直接返回私
宅。另外，他已经一个多月没有举行记
者会或出席国会会议。

就安倍的健康状况，日本内阁官房
长官菅义伟4日在记者会上回应，称安
倍的身体“完全没有问题”，“我每天都
与他见面，他一心扑在工作上”。

安倍现年65岁。他2006年首次
执政，次年因一系列政治挫折和患大肠
炎而辞职。安倍2012年第二次当选首
相，后来两次连任。

日本一个多月来新冠疫情快速扩
散。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4日报道，全
国确诊病例超过4.14万例，死亡1000
余人。 惠晓霜(新华社微特稿)

安倍累到吐血？日本政府：没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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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顿8月4日电（记者谭
晶晶）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下一代重
型运载火箭“星舟”的原型机4日在得克
萨斯州进行了高度约150米的首次试飞。

这次试飞在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位
于得克萨斯州南部的“星舟”研发和测
试基地进行。这款代号SN5的“星舟”
原型机安装了一台“猛禽”发动机。点
火后，原型机上升至150米左右的预定

高度，随后缓缓降落。下降过程中，其
着陆“脚”按计划展开，最终平稳着陆。
整个飞行持续约40秒。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埃隆·马
斯克表示，“星舟”重型运载火箭比太空
探索技术公司现有的“猎鹰9”和“猎鹰
重型”运载火箭更强大，它将是全球功
能最强大的运载火箭，可将超过100吨
载荷送入地球轨道。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推出下一代重型运载火箭

“星舟”火箭原型机首次试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