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3
日在社交媒体上宣称制造了
前一晚在英国第二大城市曼
彻斯特发生的恐怖袭击。

“伊斯兰国”用即时通信软
件“电报”和其他几个社交媒体
的账号发表声明称，这起爆炸是
该组织一名成员放置在曼彻斯
特体育馆人群中的炸弹所致。

英国警方说，至少22人丧
生，其中包括一名袭击者，另有
59人受伤，死伤者多为青少年
和儿童。

法新社报道，“伊斯兰国”在
支持该组织的阿马克通讯社发
表的另一份声明中称，这次爆炸
由“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实施，暗
示这并非一起“独狼”式袭击。眼
下无从判断这两份声明的真伪。

22日晚的爆炸是英国近十

年来死伤最严重的袭击事件。英
国首相特雷莎·梅谴责这一自杀
式袭击事件“骇人听闻”。

英国警方根据线索初步判
定，这可能是一起单人行动，一
名自杀式袭击者在曼彻斯特体
育馆出入口的门厅处引爆携带
的简易爆炸装置， 目的是造成
尽可能多的人员死伤。 事发时
正值体育馆内的演唱会刚刚结
束，上万名歌迷正在离场。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调查
人员告诉路透社记者， 袭击者
在炸药中放置了能加大杀伤力
的东西， 显然是为了造成最大
规模的伤害。在受伤的59人中，
19人情况危急，有生命危险。

警方已经在曼彻斯特南
部抓捕一名现年23岁、疑似与
爆炸案有关联的男性嫌疑人。 有利保守党选情 政策只会继续强硬

英国近年来反恐举措
� � � �英国警方曾多次表示， 恐怖袭击对英国而言，“不
是是否会发生的问题，而是何时发生的问题”。英国警
方近年来挫败十多起针对英国的恐怖袭击阴谋。 在全
球恐怖主义活动呈现“回流”态势的背景下，英国加强
了对本土恐怖主义的打击。 时任首相戴维·卡梅伦
2014年9月宣布实施“更加严厉的反恐措施”，阻止恐
怖嫌疑人跨国旅行， 并对境内涉恐分子加大管控和打
击力度。这些措施包括：立法赋予警方在英国边境临时
没收恐怖嫌疑人护照的权力； 阻止英国籍恐怖嫌疑人
返回英国境内；增加对恐怖主义的预防和调查措施，强
制恐怖嫌疑人参加“去极端化”教育改造；要求航空公
司提供有关乘客往返冲突地区的信息。

此外，英国加强监控一些极端人员的电话和网上
活动， 避免网络成为传播恐怖主义和极端分子的联络
工具。 不久前， 英国两名内阁要员敦促谷歌、“推特”、
“脸书”等美国互联网企业“付出更多努力”阻止极端主
义和恐怖主义在网上传播。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 � � �英国6月8日将举行“脱欧”公投后的首次议会选
举。史志钦认为，这起爆炸将引发选民对安全和反恐
问题的关切，有利于特雷莎·梅领导的保守党。

高健也认为，虽然看不出此次袭击有影响选举的
意图，但就实际效果而言，这确实是特雷莎·梅分散国
内注意力、强化个人执政风格的好机会，有助于她在
此次选举中带领保守党赢得选举胜利。

高健认为，英国尽管选择了“脱欧”，在军事和反
恐合作上， 尤其是借助北约加强欧洲共同防御问题
上，英国与欧盟其他国家不存在根本分歧。

“保守党竞选纲领中并未太多谈及国际事务问
题，但特雷莎·梅本人的执政理念和风格，决定她对恐
怖主义的认识始终不变，英国政府今后在反恐问题上
不可能有任何松动。”他说。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史志钦教授则认为，在英
国“脱欧”的背景下，这起恐怖袭击或会导致恶性循
环：一方面坚定英国“脱欧”的决心，加速“脱欧”进程；
另一方面，要警惕恐怖组织借机生事，制造更大混乱，
搅乱人心。

不过，高健指出，袭击不一定会让英国的移民政
策走向更保守。一方面，英国当前的移民政策已经相
当严苛；另一方面，英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会非常小
心，如果措施过于极端，会引发国内政治骚乱甚至非
常深远的政治灾难，这会是一种政治冒险。

他认为，多元主义的态度已深入英国政治文化内
核之中的，如果采取排外色彩的极端措施，社会负面
效应会非常之大。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 � �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
中心常务副主任高健说， 英国
在反恐问题上的态度非常强
硬，特雷莎·梅领导下的英国政
府和以美国为主的其他西方国
家政府立场一致， 都与恐怖极
端组织的立场完全对立。

据路透社报道，本次袭击发
生前， 英国反恐警察已经在以
“平均每天逮捕一人” 的效率筛
查恐怖活动嫌疑人，但来自本土
的威胁依然层出不穷。近年在英
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发生的恐怖
袭击，袭击者多为在欧洲本土出
生、接受外国极端组织“洗脑”和
培训后“回流”到欧洲国家、伺机

发动袭击的人员。
高健认为， 英国的反恐措

施“已经是欧洲国家中目前为
止做得最好的”。然而，曼彻斯
特作为英国第二大城市， 却早
已被极端组织“盯上”。2015
年， 一名巴基斯坦籍大学生在
美国法庭受审获罪， 他被控与
“基地”组织合谋在曼彻斯特市
中心购物中心和纽约地铁等多
处地点发动爆炸袭击。2009
年， 英国警方就因怀疑他参与
预谋袭击曼彻斯特而逮捕他，
后来在美国要求下再行逮捕，
并引渡至美国。如今，曼彻斯特
未能逃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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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彻斯特发生爆炸袭击 死亡人数升至22人

英国为何再成恐袭目标
� � � �当地时间22日晚，英国曼彻斯特一座正在举行演唱会的体育馆发生爆炸袭击，至少22
人死亡，59人受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3日在社交媒体上宣称制造了这起曼彻斯特恐怖
袭击。英国警方宣布，已逮捕一名与爆炸案有关的男性嫌疑人。这是2005年“基地”分子制造
伦敦公交系统爆炸惨案以来，英国发生的伤亡最严重的一次恐怖袭击。当时的袭击造成52
人遇难，700多人受伤。

“伊斯兰国”“认领”曼城恐袭

强硬反恐立场“招恨” 本土威胁层出不穷

①

②

� � � �图①：这是5月23日在英国曼彻斯特体育馆附近拍摄的花束与玩具熊。
� � � �图②：5月23日，在英国曼彻斯特，法医在曼彻斯特体育馆附近工作。

均为新华社发

新华时评

� � � �英国伦敦议会大厦恐袭事件仅过去两个月，曼彻
斯特又传来爆炸声。无论是威斯敏斯特的悲剧，还是曼
彻斯特体育馆的喋血，无辜生命的逝去让人无限悲伤。

自2015年法国连环恐怖袭击之后， 欧洲诸多国家
安全压力不断上升，屡屡发生袭击事件。从巴黎巴塔克
兰剧院血流成河到布鲁塞尔连环爆炸， 从尼斯卡车碾
压惨案到柏林圣诞市场货车冲撞， 恐怖阴霾一直笼罩
在欧罗巴上空。欧洲怎么了？曾经以和平安宁著称的欧
洲，如今怎么陷入了恐袭“疲劳症”之中？

从宏观层面来说， 恐怖和极端主义发展壮大
与西方国家多年来实施的对外干涉政策脱不了干
系：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与欧洲紧邻的中
东地区持续动荡， 极端主义快速滋长， 越过地中
海、巴尔干向欧洲大陆蔓延。从微观层面看，移民融
入问题多年来一直困扰欧洲， 内生性恐怖主义已侵
入欧罗巴的骨髓。无论柏林、巴黎、伦敦，还是罗马、布
鲁塞尔、阿姆斯特丹，移民与融合问题越来越成为欧
洲一个顽疾。在此背景下，极端主义趁机而入，恐怖
组织渗透触目惊心，内生性恐怖主义威胁日益凸显。

有一点是肯定的，恐袭频发使得反恐成为欧洲政
治的“主旋律”，英国虽走上“脱欧”轨道，但在反恐问题
上仍与欧洲大陆绑在同一条船。但是，除了提升恐怖主
义威胁等级、增加警力之外，欧洲目前反恐办法不多，
陷入疲于应付的窘境。

还有什么比血的教训更刻骨铭心？ 全世界需
要痛定思痛，反恐需要“刮骨疗伤”。要摒弃双重标
准和私心杂念， 加强团结协作， 携手铲除恐怖主
义。 （据新华社北京5月23日电）

曼彻斯特喋血，
欧洲恐袭阴霾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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