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件伤亡者的身份，警方还在确定过程中。
●凶手的作案动机。尽管警方说，相信凶手是受到了“国际恐

怖主义影响”，但由于凶手已被击毙，其具体动机仍需调查。
●警方逮捕的人员同袭击案和凶手存在怎样的关系？
●能否确定这是一次“独狼”行动？警方初步认为，凶手作案

时是一个人在行动。
●此案同一年前的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恐袭事件是否有关

联？3月22日正逢布鲁塞尔恐袭一周年。

五大悬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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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叙利亚
人权观察组织22日称，由美国领导
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多国
联军20日晚对叙利亚拉卡以西一
处村庄实施空袭，造成至少33人死
亡。

另一人权组织“拉卡正悄悄遭
到屠杀”称，整所学校被夷为平地，截
至当地时间22日早晨， 正在学校中
避难的50个家庭尚不知所踪。

另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
道， 多国联军本月16日实施空袭，
击中了叙利亚阿勒颇一处清真寺。
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称，空袭致死
42人，大部分是平民。然而美国国
防部发言人杰夫·戴维斯20日对此
表示，五角大楼对“可信的平民伤
亡指控”并不知情。 ■均据新华社

一名多次立功受奖的美国退
伍军人因仇视黑人，本周初在纽约
街头刺死一名66岁的黑人，并且企
图对更多黑人下手，但在身份败露
后向警方自首。

66岁的黑人蒂莫西·考夫曼20
日在纽约街头遭人用锐器多次捅
刺身亡。22日，退伍军人詹姆斯·哈
里斯·杰克逊走进纽约时报广场警
察局自首。

美国陆军证实，现年28岁的杰
克逊2009年至2012年在陆军服
役，职务是情报分析员，曾在阿富
汗服役，多次获得奖章。

纽约警方高官威廉·奥布里
说，杰克逊17日从马里兰州巴尔的
摩市坐长途汽车来到纽约，“专门
企图袭击黑人男子”， 因为他仇视
黑人“已经10年以上”。

考夫曼的前胸和后背有多处
伤，送医后不治身亡。杰克逊受到
二级谋杀罪名指控，但是当局打算
把案件定性为仇恨犯罪，而且把指
控罪名升级至一级谋杀。

日本为清理福岛核电站
污染投入巨额经费 ， 截至
2015年，政府已拨款2万亿日
元（1万日元约合618元人民
币），2016年投入经费预计达
1.2万亿日元。 日本企业看准
核污染处理的巨大市场，以
除污为主业的中小企业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

除污工程滋养了一批企
业，令一些公司扭亏为盈。这
种滋养效果甚至延伸到一些
令人意想不到的领域。《朝日
新闻》22日报道，为获得专业
机构“核污染处理技术评估
中心”的认定，一些企业对该
机构的领导人打起了主意，
多次招待这名理事长去东京
银座高级酒吧玩乐， 消费金
额高达数百万日元。

地位重要

福岛核事故发生后，不
少企业为获得除污业务开始
向地方政府毛遂自荐。 日本
政府随之开始对这些中小企
业进行技术评估。 核污染处
理技术评估中心 (RANDEC)
就是受日本内阁府认定的一
家专门从事核污染处理的民
间机构。

为何众多中小企业如此
依赖RANDEC？ 一名除污公
司高管告诉《朝日新闻》记者：
“如果中小企业想要研发核
污 染 处 理 技 术 ， 那 只 有
（RANDEC）这一家能提供技
术层面的咨询支持。”

这名高管指出 ，RAN-
DEC的评价书让众多核污染
处理公司分出高低上下。

据RANDEC介绍， 福岛
核事故发生后， 他们启动了
评估中小企业除污技术的业
务。一次评估收费在100万至

200万日元之间。RANDEC每
年评估费收入在2000万日元
左右。同时，除污相关公司和
机构也开始加入RANDEC成
为会员，2015年该机构共收
入会员赞助费2400万日元。

招待成风

RANDEC理事长菊池三
郎现年75岁， 他从2005年起
担任RANDEC理事长。

《朝日新闻》 记者在采访
中发现， 菊池多次接受相关
企业招待。菊池并非公务员，
却让人联想起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日本泡沫经济时期公务
员四处受人接待的情景。

东京都去污企业“放射物
处理促进中心”理事长藤井正
三郎告诉《朝日新闻》 记者，
2014年10月开始的一年内，
他总共18次支付了菊池在银
座酒吧的消费， 金额共计480
万日元。藤井还表示曾给过菊
池3万日元打车费。此外，另有
3家公司证实曾收到银座酒吧
寄来的菊池消费账单。

藤井解释招待理由称：
“为了让政府选用我们开发的
降低辐射量装置，希望菊池能
跟有关部门替我们说好话。”

菊池在接受《朝日新闻》
采访时承认曾受过“放射物
处理推进中心”招待、拿过车
马费，但反驳称“我觉得也有
其他人，（受招待的）不止我自
己。 也没办法确认是不是全
都是我花的”。

他否认将工作与接待挂
钩，称“我们只负责说明技术
优点， 不可能因受款待情况
而产生偏见”。菊池还抱怨，虽
然有些公司主动提出要为他
支付酒水费，但也有“好多还
是我自己付的”。 ■据新华社

英国伦敦市中心议会大厦附
近3月22日下午发生恐怖袭击事
件， 造成包括1名警察和1名恐怖
分子在内的至少5人死亡。截至发
稿，约40人受伤。

国家主席习近平23日向英国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致慰问电，对
恐怖袭击事件表示强烈的谴责，
对无辜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
向伤者和遇难者家属表示诚挚的
慰问。

1名中国游客受伤

袭击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2
时40分左右， 袭击者驾驶一辆汽
车从伦敦市中心议会大厦附近的
威斯敏斯特大桥由南往北撞向行
人，导致包括3名警察在内的多人
受伤。 汽车驶过大桥在议会大厦
附近撞到路边护栏停下， 袭击者
下车持刀追赶行人并试图进入议
会大厦， 在刺死一名负责安保的
警察后，袭击者被警方开枪击毙。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3
月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目前
已发现1名中国游客袭击事件中
受轻伤。华春莹说，我们将密切跟
踪事件进展， 妥善处理相关后续
事宜。她说，驻英国使馆已第一时
间启动应急机制， 并在使馆网站
发布领事提醒。

伦敦警察局副局长、 反恐部
门负责人马克·罗利稍后在市中
心举行新闻发布会说， 已确认这

是一起恐怖袭击。
当地时间晚上， 英国警方宣

布，袭击死亡人数升至5人，另有
约40人受伤。

据路透社报道， 除警察和袭
击者外，另外3名死者是在威斯敏
斯特大桥上遭汽车撞击的行人。
伤者包括3名警察，3名15至16岁
的法国学生。

警方目前公布了一名死者的
身份，他是被刺身亡的警察基思·
帕尔默。罗利对媒体说，警方目前
相信只有这一名袭击者， 并且相
信是知道他的身份的， 不过罗利
拒绝透露更多细节。

2005年来遭遇最惨重的袭击

特雷莎·梅当晚召开相关紧
急委员会会议， 商讨具体应对措
施。会后她在首相府外发表声明，
严厉谴责这起恐怖袭击， 称这是
一起令人厌恶、 极其邪恶的恐怖
袭击。

特雷莎·梅在声明中说，英国
不会因为这起袭击调高目前恐怖
威胁级别， 仍然维持在五个级别
的第二高等级“严重”级。

这是伦敦自2005年以来遭遇
的最惨重的袭击事件。2005年7月
7日，4名恐怖袭击者分别在伦敦3
列地铁和一辆双层巴士上引爆自
制炸弹，致死52人，致伤700多人。

袭击当天正是布鲁塞尔恐袭
一周年纪念日。 ■据新华社

伦敦遭恐袭致5死40伤，留五大悬念
行凶者开车冲撞人群，试图进入议会大厦被击毙 一中国游客受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说， 中方对在英国伦敦发生的恐
怖袭击事件表示强烈谴责， 向无
辜遇难者致以深切哀悼， 向遇难
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习
近平主席、 李克强总理及王毅外
长已分别就此向英方致慰问电。

“恐怖主义是世界各国的共
同敌人。”华春莹说，中方坚决反
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 愿同英
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 加强合
作， 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和挑
战，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

【欧盟】 这次事件正逢比利时
首都布鲁塞尔遭恐怖袭击一周年。
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
说：“就在同一日期，伦敦发生了类
似事件，的确使我难以……用言语
形容内心的感触是多么深。” 欧洲
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表示：
“欧洲坚定支持英国与恐怖主义作
斗争并随时准备施以援手。”

【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说，
德国将“坚定地与英国站在一起，与

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作斗争”。
【法国】巴黎埃菲尔铁塔当天

午夜熄灯， 哀悼伦敦恐袭中的遇
难者，同时对英国表达支持。法国
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说：“法国
近来也经历艰难， 对英国今天发
生的事件感同身受。”法国近几年
发生多起恐袭事件， 至今仍处于
全国紧急状态。

【美国】白宫发言人肖恩·斯派
塞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全
力支持”英国做出的应对措施。

【俄罗斯】 外交部发言人玛丽
亚·扎哈罗娃说：“我们有必要共同
与这股邪恶势力作斗争。此时此刻，
我们的心一如既往地与英国人民在
一起，对他们的痛苦感同身受。”

【土耳其】 总统雷杰普·塔伊
普·埃尔多安表示， 土耳其人民
“感受和深切理解英国的悲痛”，
坚定支持英国“打击恐怖主义”；
总理比纳利·耶尔德勒姆说，恐怖
主义是“全球灾难”，各国应该共
同与之作斗争。

多国谴责伦敦恐袭

福岛除污“蛋糕大”
评估机构“捧上天”

多国联军空袭拉卡
至少33人死亡

美退伍兵
策划种族杀戮

3月22日，在英国伦敦，警察封锁威斯敏斯特大桥。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