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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警方 12 日表示，11 日发
生在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瓜
达尔市一家酒店的袭击事件已造

成 3 人死亡、3 人受伤，4 名武装分子已全
部被击毙。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瓜达尔警方高
级官员告诉新华社记者，事发时武装分子
身着巴安全部队人员服装发动袭击，死者
包括2名酒店警卫和1名安全部队人员。

俾路支省内政部长米尔·齐亚·朗高
说，事发时酒店中没有外国人。

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12日发表声
明谴责这起袭击事件，表示“巴国家及安
全部队将击败恐怖分子，政府决不会允许
他们的阴谋得逞”。

4名武装人员突袭酒店

巴基斯坦军方发表声明，说一伙武
装人员当天下午向珍珠洲际酒店入口
处的保安投掷手榴弹并开枪射击，随后
闯入酒店；一名保安身亡。

德新社报道，袭击当地时间下午5
时左右发生。巴基斯坦方面多名官员
早些时候说，3名枪手发动袭击。

军方说，安全部队出动，封锁酒

店周边区域，把武装人员围堵在通
往酒店顶层的楼梯上。瓜达尔市政
府官员穆罕默德·阿斯拉姆告诉法新
社，酒店房客全部疏散，剩余一些员
工，据信至少 3 人受伤。他没有披

露伤员是酒店员工还是安全部队人
员。

俾路支省内政部长齐亚·朗高当天
晚些时候说，安全部队击毙全部4名袭
击者。

恐怖组织宣称制造袭击
武装组织“俾路支解放军”在社交

媒体“推特”发布留言，说派出4名成员
发动袭击。“俾路支解放军”先前在俾路
支省策划发动多起袭击，巴基斯坦内政
部2006年4月把它列为恐怖组织。

巴基斯坦一些官员先前说，安全部
队已经提高警惕，防范5月初至6月初
斋月前后发生袭击。

瓜达尔市位于俾路支省首府奎达
市西南大约700公里，事发酒店坐落在
瓜达尔港附近一处山坡上，是当地唯一
一家豪华酒店。俾路支省是巴基斯坦
面积最大的省份，有分离主义和极端主
义势力活动。奎达市一座蔬果市场4月
12日遭自杀式炸弹袭击，20人死亡，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发动袭击；一伙
武装人员同月18日在俾路支省拦截多
辆客车，枪杀14名安全部队成员。

巴基斯坦塔利班武装人员2014年
12月袭击西北部白沙瓦市一所军人子
弟学校，致使150多人死亡。巴基斯坦
政府随后采取一系列反恐措施，加大对
恐怖主义的震慑力度。 据新华社

巴基斯坦一豪华酒店遇袭
事件造成多人死伤，4名武装袭击者被击毙

这是2019年3月8日拍摄的巴基斯坦瓜达尔市“珍珠洲际酒店”。新华社发

俄罗斯国际航空公司客机发生起
火事件后，不少外媒都曾报道称“部
分乘客执意拿行李耽误他人逃生”。

当地时间5月11日，事件突然反转，
俄罗斯多家主流媒体辟谣这一说法，称
由于猛烈火势和一氧化碳中毒，大多数
遇难乘客根本没有机会逃生，拿行李的
乘客并没有对撤离工作产生多大影响。

但毋庸置疑的是，在紧急逃生情况
下，“拿行李”的举动应当被谴责。

声讨：
有人拿行李堵塞通道？
俄航飞机5日发生起火事件并导

致41条宝贵生命逝去，令人痛心不已。
尤其是听闻有乘客在逃生过程中

执意拿行李人为堵塞通道的消息时，
耽误其他乘客逃生的“帽子”便被愤怒
的群众和媒体扣在了这些人的头上。

在大火中成功逃生的俄罗斯乘客
德 米 特 里·赫 勒 布 什 金（Dmitry
Khlebushkin）就是其中一名被声讨对
象。这名体型魁梧的乘客在逃生中坚持
带走行李，而在他后排仅有三人幸存。

当这名乘客拿着自己的背包现身
机场时，他遭到了围堵，对此他表示自
己血压高还心律不齐，并对俄航拒绝
退款感到愤怒，批评俄航很冷酷，招致
了网友更为激烈的怒骂。

就在大家都以为是因为“拿行李”
这种人为造成的通道堵塞影响后续乘
客逃生时，多家俄罗斯主流媒体近日
接连发文辟谣，称坐在飞机尾端的大
部分乘客死于大火和一氧化碳中毒，
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夺去生命，根
本没有机会逃生。

辟谣：
死者几乎没有时间逃生
据俄罗斯新闻社5月12日报道，

初步调查结果显示，SSJ-100客机紧
急迫降后，因为大火急速蔓延，导致一
些后座乘客一氧化碳中毒失去意识，
有些人甚至没有时间解开安全带，“几
乎没有时间逃生”。

按照RBK电视台的说法，后座乘
客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大火，“燃油和机
体元器件燃烧形成的高温，以及机舱
内的火势蔓延”。

“带有个人物品（逃生）的乘客并
没有影响撤离的速度。那些本可以撤
离的人，很快就撤离了。”对于人为堵
塞逃生通道的说法，一名消息人士将
这种指控称为“初步的情绪反应”。

俄罗斯最大的通讯社俄塔社，在11
日的报道中公开了从执法部门得到的最
新消息，称坐在后排但得以幸存的乘客，
是因为在飞机紧急着陆起火前，他们已
经转移到了客机前部才逃过一劫。

争论：
逃生时该不该拿行李？

5月11日，俄罗斯日报发表了一
篇名为“‘地狱之火’：是什么杀死了
SSJ-100客机乘客”的文章，再次证实
后排乘客死因的同时，还补充了起火
发生时逃生乘客们互帮互助的场景，
反驳在这起惨剧中“人心冷漠”。

许多获救乘客否认了人为堵塞逃
生通道甚至发生踩踏事件的相关报
道，哈巴罗夫斯克的一名律师指出，危
难关头乘客们互相帮助。“一位女士在
路上摔倒了，周围的人赶紧把她扶起
来，一起逃了出去。”

早些时候，另一名获救乘客马克
西姆·萨夫琴科还呼吁网友们不要人
身攻击或网络暴力这些逃生时执意拿
行李的人。

悲剧发生后，他在社交媒体上写
道：“我不认为在这个燃烧的地狱里，
会有人冷血无情、深思熟虑地只顾着
提行李箱。”

但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根据
航空公司的明令规定，发生紧急状况
时乘客必须将所有行李留在飞机上，
按照工作人员指示迅速逃生。因此，
即便实际上并未直接造成后座乘客遇
难，但紧急逃生时“拿行李”，这个举动
仍然会被众人谴责。

目前相关部门仍在确定所有遇难
者的死因，并且加快确认死者身份工作。
综合新华社、环球网、观察者网、光明网等

缅甸国家航空公司一架客机12日
准备在该国第二大城市曼德勒国际机
场降落时，因客机前起落架无法放下，
不得不紧急迫降，所幸无人员伤亡。

当地机场警方告诉新华社记者，
这架载有82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
的E190型客机当天早晨从缅甸最大
城市仰光起飞，按计划应于当地时间
8时20分抵达曼德勒国际机场。但
由于前起落架出现故障无法放下，飞
机不得不紧急迫降。

当地时间12日上午，缅甸国家
航空公司的UB-103航班在曼德勒
国际机场降落时遇到“麻烦”——飞
机前起落架无法正常打开。

缅甸民航局副局长叶图昂表示，
(降落时)飞行员反复尝试将飞机前部
的起落架放下——先是通过系统操

作，然后是手动。叶图昂说，他们绕飞
两圈努力了两次，试图减少飞行燃料，
并要求空中交通管制塔台检查前部起
落架是否放下。他表示，这是一起“技
术故障”。他说，“所以他们只能用后
轮着陆……飞行员可以熟练地着陆。”

“没有人员伤亡。”据称，这名飞
行员有丰富的飞行经验，而且是一名
飞行教员。

据了解，当天9时许，机长妙模
昂依靠机鼻配合后轮实施迫降，在前
起落架没有放下的情况下成功着
陆。机鼻因与地面发生摩擦，出现少
量烟雾和火花。迫降过程中无人受
伤。该航班上的一名乘客表示：“我
们着陆的时候冒出了一点烟……所
有乘客都很好。”

据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仰光营业部有关人士说，当天机上有
3名中国乘客，他们与其他乘客一起
被安全疏散撤离。

这是不到一周时间内，缅甸发生
的第二起飞机故障事件。

本月8日，一架孟加拉国航空公
司客机在缅甸仰光国际机场降落时
遭遇大雨，滑出跑道，造成多人受
伤。 综合新华社、央视、宗欣

/同步播报

机头触地惊险着陆
缅甸一载89人客机成功迫降无人伤亡

缅甸一客机遇起落架故障后成功迫降。

俄航起火客机。

俄航客机起火时
有人拿行李耽误他人逃生？

俄媒辟谣：并未妨碍撤离

南非独立选举委员会11日公布8
日大选的结果，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
（非国大）获胜。根据选举法关于胜选
政党领导人将就任总统的规定，非国大
主席、现任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将连任。

分析人士认为，拉马福萨在新任期
内需要重振南非经济，但诸多棘手问题
解决起来并不容易，他将面临严峻挑
战。

史上最激烈选举
计票结果显示，非国大得票率为

57.51%，反对党民主联盟得票率为

20.76%，经济自由战士党得票率为
10.79%。按比例，非国大将获得国民议
会400个席位中的230席，民主联盟将
获得84席，经济自由战士党将获得44
席。另有其他11个政党获得议会席位。

对于此次大选，南非独立选举委员
会首席选举官赛·马马博洛评价说，这
是南非历史上最复杂、竞争最激烈的一
次选举。

非国大在本次大选中的得票率比
2014年上次大选的62.15%有所下降，
也是该党在南非结束种族隔离政策后
的6次大选中支持率首次跌破六成。分

析人士指出，这与非国大近年来政绩不
佳有关。

振兴经济面临难题
尽管拉马福萨在过去一年多的执

政里取得了一定成绩并在此次大选中
成功赢得连任，但他面临的执政形势并
不乐观。

南非的经济增长率 2018 年只有
0.8%，世界银行预计该国2019年增长
率也只有1.3%。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南
非当前的失业率为27.1%，35岁以下年
轻人的失业率更是达到惊人的53%。

除了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高企，
经济不平等问题也困扰着南非。当前，
南非有五分之一的黑人家庭生活在极
端贫困之中，而被列为极端贫困的白人
家庭只有2.9%。虽然白人占人口总数
的比例不足10%，但南非大多数可耕种
土地仍在白人手中。世界银行认为，南
非目前仍是全球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

分析人士认为，发展经济是南非的
当务之急，只有立即查处腐败官员、振
兴国有企业、减少外债，才有可能缓解
失业、贫困和不平等等社会问题。

据新华社

南非执政党非国大赢得大选
连任总统新任期面临严峻挑战

印度计划发射“月船2号”
将于9月登陆月球南极

新华社新德里5月12日电 印
度空间研究组织日前发布消息说，
印度将于今年7月9日至16日发射
第二个月球探测器“月船2号”，该
探测器将携带14个有效载荷或研
究装置，计划9月6日前后在月球南
极区域着陆。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的网站介绍
说，“月船2号”重达3800公斤，包
括轨道器、着陆器和月球车3个模
块，这3个模块将分别携带8个、4
个和2个有效载荷或装置，但未说
明其具体任务和目标。目前所有模
块已准备就绪。

据介绍，如果“月船2号”按计
划成功在月球南极区域着陆，印度
空间研究组织将成为第一个让探测
器在月球南极登陆的机构。

“月船2号”是印度第二次月球
探测任务。印度曾于2008年10月
成功发射首个月球探测器“月船1
号”，它携带11个有效载荷，获得大
量图像和探测数据。

2018年，美国科学家通过分析
“月船1号”月球探测器发回的数据
确认月球南极存在水冰，月球南极
的科学、经济和战略价值因此大幅
提升。美国高级官员今年 3月宣
布，要在5年内将美国宇航员再次
送上月球，并将选择在月球南极迈
出第一步。

“伊斯兰国”宣称
在印度建“省”

“伊斯兰国”10日经由发声渠道
阿马克通讯社宣称，在印度新建立
一个“省”。按照路透社的说法，这
是这一极端组织首次在印度宣称建
省。

“伊斯兰国”在声明中宣布这一
决定，同时声称这一组织的成员在
印控克什米尔绍比安地区打死印度
士兵。

当天早些时候，印度警方在一
份声明中说，安全部队在绍比安地
区与武装人员交火，击毙一名名为
伊什法克·艾哈迈德·索菲的武装人
员。声明说，这次行动“干净利落”，
没有造成其他损失。

印度安全官员说，索菲涉嫌发
动多起针对安全部队的手榴弹袭
击。他据信在效忠“伊斯兰国”以前
加入过多个活跃在克什米尔地区的
极端组织。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印度军官
告诉路透社记者，印控克什米尔地
区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极端分子
可能只有索菲一人。

国际恐怖组织搜索情报集团
分析师里塔·卡茨说，“伊斯兰国”
宣称在印度建省的说法“荒唐可
笑”，显然是“大话”，但“我们不能简
单忽视”。

卡茨说：“人们或许会对这一进
展翻白眼，但对在脆弱地区的极端
分子来说，这是一个有象征意义的
姿态，可以为他们重建‘哈里发国’
打下基础。”

“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
先后丧失所有地盘，重新捡回“老
策略”，采取自杀式袭击和“打了就
跑”的策略维持影响力。这一极端
组织在东南亚和南亚的动向同样令
人担心。

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和拜蒂克
洛等地多处教堂、高档酒店4月21
日遭遇连环爆炸袭击，致使大约
250人死亡、超过500人受伤。“伊斯
兰国”宣称发动袭击，只是现有证据
无法确认这一极端组织直接参与。

据新华社

立陶宛举行总统选举
新华社维尔纽斯5月 12日电

立陶宛12日举行总统选举投票，选
民将投票在 9名候选人中选出总
统，同时就两项宪法修正案举行全
民公决投票。

据立陶宛中央选举委员会介
绍，本次选举注册选民总数超过
247万。

9名总统候选人中获支持率较
高的包括：独立参选人、经济学家
吉塔纳斯·瑙塞达，祖国联盟-立
陶宛基督教民主党人党提名的候
选人、前财长因格丽达·希莫尼特，
立陶宛绿党和农民联盟提名的候
选人、现任总理绍柳斯·斯克韦尔
内利斯。

当天，立陶宛选民还要就两项
宪法修正案举行全民公决，其中一
项将允许立陶宛公民拥有部分国家
的双重国籍，另一项将议员人数由
目前的141人减至121人。

立陶宛宪法规定，如果选民投
票率超过半数，则得票率超过50%
的候选人直接当选总统；如果投票
率不足50%，但某候选人得票数超
过选民总数的三分之一，该候选人
也可直接当选。否则将对得票率最
高的两位候选人进行第二轮投票，
得票多的当选。

立陶宛总统任期5年，最多连
任两届。现任总统达利娅·格里包
斯凯特2009年当选总统，2014年
获得连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