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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 天下

货船船长发声

一些媒体前些年采访被扣货船船员后曾描述：“这艘货船犹如
一个‘浮在水面的炸弹’，船员就生活在炸弹上面。”

船长鲍里斯·普罗科舍夫5日接受自由欧洲电台采访时说，货
船2014年是因欠费被黎巴嫩海关方面扣押，他联络船主伊戈尔·格
列丘什金，但是格列丘什金没能解决纠纷。

一名律师曾于2015年在一份法律文件里说，这些船员多数是
乌克兰人，货船遭扣期间被黎巴嫩当局勒令生活在船上，将近1年
后才重获自由。据这名律师所知，货船搭载的硝酸铵后来遭黎巴嫩
方面没收，储存在贝鲁特港口区仓库。

普罗科舍夫说：“船主抛弃了这艘货船……船主也抛弃了我们
这些船员。我们不得不在‘火药桶’上生活了10个月。”

杨舒怡（新华社专特稿）

多次发出预警

英国《卫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爆炸仓库距
离居民区不到100米，大约2750吨硝酸铵自2014年
起便储存在这处仓库。

多家媒体报道，一艘俄罗斯货船2014年搭载这批
硝酸铵，在贝鲁特港口遭扣押，黎巴嫩当局把没收的硝
酸铵储存在港口区仓库。围绕扣船理由存在多种说法
和猜测，包括货船因质量缺陷不适宜远航、船方拖欠贝
鲁特港口费用等。

黎巴嫩海关总署署长巴德里·达希尔5日告诉媒
体，海关部门2014年以来6次向司法部门发送文件，
警告说港口仓库存放大量硝酸铵构成安全隐患。

“我们要求运走这批硝酸铵，但是事情不了了之，”
达希尔说，“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接下来将由专家和有
关各方调查认定。”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一个
检查组6个月前检查这批硝酸铵，警告说如果不将这
些危险化学品转移到更合适地点，一旦发生爆炸，可能

“炸毁整个贝鲁特”。
另一名消息人士说，黎巴嫩多个委员会和一些法

官曾收到过有关这批硝酸铵的预警信息，但是“没人采
取措施”。

消息人士说，贝鲁特港口区第9号仓库4日最先起
火，火势蔓延到储存硝酸铵的第12号仓库，导致剧烈
爆炸。黎巴嫩当局正在调查起火原因。

黎巴嫩内阁5日决定软禁2014年以来分管贝鲁
特港仓储和安全的多名官员，由军队看守，直至确定爆
炸事件责任人。

黎巴嫩政府5日召
开紧急会议，宣布首都
贝鲁特为受灾城市，由
军方监督实施为期两
周的紧急状态。政府
同时敦促有关部门采
取措施救助灾民，包括
向无家可归者开放学
校、酒店等场所，并确
保民生物资供应等。

黎巴嫩多名官员
和知情人士5日说，贝
鲁特港口区仓库爆炸
事件“是可以预见的”，
过去6年来多次有人
发出预警。

这起悲剧已造成
137 人 死 亡 ，大 约
5000人受伤，数十人
下落不明。贝鲁特省
省长马尔万·阿布德
说，贝鲁特市半数以上
区域受爆炸冲击，多达
30万人的住房受损，
经济损失预计超过30
亿美元。

黎巴嫩政府宣布实施紧急状态

贝鲁特大爆炸早有预警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
区4日傍晚发生剧烈爆炸，造
成大量人员伤亡。目前，爆炸
的具体原因仍不清楚，但多名
黎政府官员说，爆炸可能由存
放在港口仓库中的2750吨硝
酸铵引起。硝酸铵是何物？
其爆炸威力为何这么大？如
何避免此类事故发生？

硝酸铵是一种无色无
味的晶体，易溶于水。硝酸
铵用途广泛，可用作化肥和
制造炸药等。在用作化肥
时，硝酸铵往往以颗粒状存
在，遇到水分能快速溶解，
从而释放出植物生长需要
的养料——氮。

硝酸铵也能作为炸药
原料。虽然在常温下稳定、
不易燃，但它也是一种氧化
剂，遇见可燃物着火时，能助
长火势，并能与可燃物混合发
生反应而爆炸。硝酸铵在受
热或受到剧烈撞击时也会爆
炸。根据受热温度不同，分解
产物也不同；温度越高，有关
反应越迅速，到400摄氏度以
上时，它会剧烈分解并发生爆
炸。硝酸铵与还原剂、有机
物、易燃物等混合时，也可形
成爆炸性混合物。

2750吨硝酸铵爆炸的威
力有多大？有业内人士表
示，贝鲁特港口区此次事故
的破坏性，相当于一枚小型
核弹爆炸产生冲击波和气浪
的影响，毁坏了大量建筑物。

专家介绍，为保证安全、避
免此类事故再次发生，硝酸铵
务必储存在阴凉、干燥、通风良
好的库房，远离火种、热源。同
时，硝酸铵应与易燃物、还原
剂、酸类、活性金属粉末分开存
放。由于硝酸铵受到撞击以后
容易发生爆炸，在存储、搬运的
时候严禁撞击、摩擦。

（新华社北京8月6日电）

展示“敌旗”
黎巴嫩国旗图案上下为两条平行

红带，中间是以白色为背景的绿色香
柏树。香柏树被视作黎巴嫩的国家符
号。北京时间6日近1时，13层高的
特拉维夫市政大楼面向伊扎克·拉宾
广场一侧的窗户被红白绿三色灯光照
亮，呈现这一图案。

这一举动出自特拉维夫市长罗
恩·胡尔代的命令。他当天早些时候
在社交媒体推特上解释：“人性先于任
何冲突。恐怖灾难降临后，我们的心
与黎巴嫩民众在一起。”

路透社报道，以色列和黎巴嫩技
术上仍处于交战状态，视黎巴嫩真主
党为以北部边境最大安全威胁。特拉
维夫市政府的举动招致以政界保守阵
营人士反对。以色列耶路撒冷事务部
长、极右翼党派犹太人家国党成员拉
斐尔·佩雷茨和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
胡的大儿子亚伊尔都认为，这是在展
示“敌国旗帜”。

不过，特拉维夫市民
拉塞尔告诉法新社，他对生
活在这座城市“非常骄傲”。“无辜民众
身亡，我们的心与他们同在。这无关政
治，无关边界……只关乎人和人。”

以色列特拉维夫市政府当地时间5日晚用投影在市政大楼外墙上
打出黎巴嫩国旗图案，为一天前遭遇惨烈大爆炸的黎巴嫩民众打气。

以黎两国处于敌对状态。作为以色列经济中心，特拉维夫市这一
举动实属罕见。

罕见示团结

以城市“点亮”黎巴嫩国旗

硝酸铵爆炸
为何威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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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志哀

以色列之外，多个中东国家表达哀悼，
火速驰援。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
宣布5日为全国哀悼日，要求降半旗以示与
黎巴嫩团结。加沙地带南部拉法难民营的
巴勒斯坦民众当天举着黎巴嫩国旗和蜡烛
游行。当地官员告诉法新社，正和国际红十
字与红新月运动合作，把民众捐赠的血液送
往黎巴嫩救助伤者。

社交媒体图片显示，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
国迪拜的世界最高建筑哈利法塔和位于埃及
开罗的吉萨金字塔5日也“点亮”黎巴嫩国旗。

另外，卡塔尔和科威特已向黎巴嫩运送
移动医院设备等医疗装备，以缓解当地医疗
系统压力。一架搭载数十名搜救人员的希
腊军用运输机已抵达贝鲁特机场。

海洋（新华社专特稿）

愿伸援手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区4日
傍晚发生大爆炸，已造成至少137
人死亡、超过5000人受伤。

爆炸发生后数小时，以总理内塔
尼亚胡宣布，以色列国家安全委员会
经由联合国方面表达向黎巴嫩提供
援助意愿。他5日在议会说，“我代
表以色列政府向黎巴嫩民众表示哀
悼”，以色列已准备好对受影响黎巴
嫩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以
色列国防部长本尼·甘茨和外交部
长加比·阿什克纳齐4日傍晚共同宣
布，愿向黎巴嫩政府提供医疗协助，
救治在爆炸中受伤民众。部分以色
列医院也接到通知，准备好收治在
爆炸中受伤的联合国人员。

美国社交媒体平台运营商脸书5
日在美国等50多个国家正式推出与美
版抖音类似的短视频服务，遭美版抖音
首席执行官凯文·迈耶直指“山寨”。

美联社报道，脸书旗下的照片墙软
件当天嵌入新服务版块“胶片卷”
（Reels），供用户录制并编辑短视频，
分享给“粉丝”或发布在“故事”版块。
胶片卷去年11月开始在巴西测试，今
年夏初扩展至法国、德国和印度。

按照路透社的说法，胶片卷功能类
似美版抖音，用户可录制15秒竖屏短视
频，添加画面特效和背景音乐。这让迈
耶直呼胶片卷是个“山寨产品”。迈耶还
指出，脸书先前有意模仿美版抖音的产
品“套索”业已失败。套索同样提供短视
频服务，2018年推出，今年7月下架。

照片墙分管产品的副总裁维沙尔·
沙阿4日在一场视频会议上向媒体记
者承认，“产品的灵感来自各处”，包括
脸书团队和“更广泛的生态系统”。

按照美联社的说法，脸书“克隆”竞
争对手产品的传统由来已久。脸书首
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7月29日出
席国会听证会时，议员们质疑脸书复制
对手产品的习惯做法。照片墙故事版
块允许用户分享照片和视频，有效期
24小时，与“阅后即焚”照片分享应用
程序类似。

在脸书上架新服务的同时，美版抖
音因美国政府施压而不得不与微软公
司洽谈收购事宜，否则将在美国遭全面
封禁。

媒体先前披露，脸书为“吸走”用
户，不惜花钱请在美版抖音有影响力的
用户改用胶片卷。照片墙方面对此回
应说，企业长期致力于“接触新兴创造
者并打造新星”。

美联社推断，美版抖音比照片墙好
用，部分吸引力在于，用户无须关注任
何人或发帖就能坐在那里不停观看短
视频。 海洋（新华社微特稿)

脸书推出“山寨版”抖音

新华社新加坡8月6日电 新加
坡贸工部长陈振声6日与澳大利亚贸
易、旅游和投资部长西蒙·伯明翰举行
视频会议，以电子方式签署两国数字
经济协议。

陈振声当天在会后表示，该协议不
仅会促进双方贸易往来的数字化，也会
使新加坡企业与澳方进行跨境商业活

动的程序更便捷、更有效益。
陈振声说，新冠疫情促使商家考虑

采用创新方式与消费者保持联系并适
应新的商业模式，而这类协议正可以使
新加坡企业利用新科技开发新的数字
产品和服务。

6月，新加坡与智利和新西兰签署
了数字经济协议。

新加坡与澳大利亚签署数字经济协议

新华社莫斯科8月5日电 俄罗
斯战机5日在黑海上空拦截了两架美
军侦察机。

俄罗斯媒体援引俄国防部消息
报道说，俄军当天在黑海中立水域上
空发现两个目标正在接近俄罗斯边
界。俄南部军区当即出动一架苏-27
战机接近目标，在安全距离对其进行
识别和拦截。两个目标分别为美军
RC-135战略侦察机和P-8A“海神”

巡逻机。
消息说，俄罗斯战机在飞行过程中

始终遵守国际空域使用规则。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这是近8天来

俄战机第5次在黑海上空拦截美军侦
察机。本月4日，俄战机在巴伦支海中
立水域上空拦截了一架挪威侦察机。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飞机经常抵近
俄边界进行侦察活动，俄罗斯一直对此
坚决反对。

俄战机在黑海上空拦截美军侦察机

8月1日，一对情侣戴着口罩在日本东京的购物街自拍。
日本总务省8月5日公布的人口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日本人口下降数量及

下降率均为1968年开始此项调查以来的最大降幅，连续11年下降。报告显示，截
至今年1月1日，日本人口比上年再降50.5万人，至1.2427亿人。同时，老龄化趋
势进一步加剧。 新华社/法新

日本人口连续11年下降

英国一名女子说，她从镇上麦当劳
买炸鸡块带回家给孩子们吃，结果女儿
被鸡块里的口罩碎片噎住。

这名女子名为劳拉·阿伯，现年32
岁，住在奥尔德肖特镇。英国广播公司
5日援引阿伯的话报道，她4日从美国
快餐连锁企业麦当劳在镇上的分店买
快餐，带回家给家人吃。吃饭时，她发
现6岁的女儿吃炸鸡块被噎住，“不得
不伸一根手指到她口中，让她呕吐”。
结果，阿伯在女儿的呕吐物中发现多个

蓝色碎片。她起初不清楚那是什么，但
她检查鸡块盒后，发现20个鸡块中还
有一块内有同样蓝色碎片，且能分辨出
那是一次性口罩，随鸡块一起烹炸。

阿伯随后返回麦当劳分店投诉。
经理说，鸡块不是现场炸制。

按照阿伯说法，那家分店当时仍继
续出售炸鸡块。她和女儿“这辈子”都
不会再吃麦当劳的快餐。麦当劳一名
发言人说，他们向顾客道歉，提供全额
退款。 王鑫方（新华社微特稿）

英女孩从炸鸡块里吃出口罩

美国佛罗里达州3名15岁少年躲
避警方检查时，翻墙跳进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名下的俱乐部海湖庄园，最终被
逮捕。

警方发言人迈克尔·奥格罗德尼克
5日介绍，这3名少年在路上看到一辆
执行任务的警车，误以为对方奉命前来
拦截，随即弃车逃跑，而后翻墙进入海
湖庄园。

警方派出警犬和直升机，最终抓获
他们，还在他们丢弃的一个背包里发现

一把迷你版AK-47式步枪和一个装
有14发子弹的弹匣。不过3人均否认
枪支为自己所有，声称是“捡来的”。

美联社报道，事发时，特朗普和家人
不在海湖庄园。奥格罗德尼克说，3名少
年“很幸运”，如果特朗普当时在庄园，保
护他的特工很可能开枪打死他们。

三人眼下被羁押在当地一处少年
拘留所，面临多项罪名指控，检方尚未
决定是否按照成年人标准对他们提起
诉讼。 刘江（新华社微特稿）

3名美国少年误入海湖庄园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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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前右二）访问爆炸后的贝鲁特港口。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