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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谜团1/

卡车车头和
集装箱分别入境

据BBC报道，涉事卡车的行车路
线初步确定：卡车被分为车头和车身
分别运送。

据新华社报道，涉事卡车据信19
日由爱尔兰搭乘渡轮抵达英国威尔士
西北港口霍利黑德。英国和爱尔兰

“共同旅行区”规定，往来两国的货物
和人员无需接受检查。

10月22日，集装箱抵达比利时泽
布吕赫港，随后前往英国普尔弗利特
港。车辆于次日凌晨完成组装，但上
路后不久就被警方查获。

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发言人
埃里克·范·杜伊斯23日证实，这个集装
箱“看来的确是从泽布吕赫港运出的。
我们要继续进行深入调查，目前我们不
知道它在比利时待了多长时间，可能是
数小时或数天，我们不知道。”他说。在
到比利时之前，人们更不知道集装箱里

的人们又曾到过哪里，待了多久。
这个装有39人的集装箱从比利

时繁忙的泽布吕赫港口，与数千个集
装箱一起被装上一艘货轮，22日下午
2点左右，货轮启航。在波涛汹涌的英
吉利海峡上漂泊了漫长的10个小时
后，在当天午夜零点左右抵达泰晤士
河畔的埃塞克斯郡普尔弗利特港。

据监控录像显示，在运抵英国普
尔弗利特港大约35分钟后，该集装箱
就被涉事卡车接走。

英国警方表示，23日凌晨1点05
分，装运该集装箱的卡车离开了普尔
弗利特。35分钟后，警方接到当地救
护车人员的报警电话，说他们发现了
这个集装箱，随后到达现场的警察看
到了上述悲惨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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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名遇难者
究竟是如何遇难的？

警方最初称，集装箱内39人全部

10月24日晚间，中国驻英
国大使馆发布发言人声明：“我
们以沉重的心情看到英国媒体
关于埃塞克斯郡发现39人死亡
的报道，正与英国警方联系，核
实确认相关情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稍早前与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取
得联系，使馆工作人员表示，已
关注到这起事件，并将及时对外
发布调查进展。

当地时间23日，英国警方

宣布，在英格兰东南部埃塞克斯
郡一个工业园区内的一辆集装
箱货车里发现39具尸体。埃塞
克斯郡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警
方当天凌晨收到急救机构报警
后赶往现场，发现货车中有39
人已死亡。

当地时间24日，英国警方
称，此前在英国埃塞克斯郡货车
货柜内发现的39名遇难者为中
国籍。警方正在继续对25岁的
卡车司机质询，后者因涉嫌谋杀

被捕。
据悉，英国警方已确认集

装箱货柜内 39名遇难者中 31
名为男性，8名为女性。涉事集
装箱从比利时泽布吕赫港被运
出，到达泰晤士河普福里特港，
随后被货车运离。比利时警方
调查的初步结果显示，该集装
箱于 22 日下午离开泽布吕赫
港乘坐渡船前往英国。目前比
利时与英国已开始合作进行联
合调查。

39名集装箱货车内遇难者是否是中国人？
我驻英大使馆就埃塞克斯郡发现39人死亡发布声明：

正与英国警方联系
核实确认相关情况

外交部领保中心：
使馆已派员赶赴现场

核实有关情况
24日，外交部领保中心回

应“英国货车内发现39名遇难
者为中国籍”时称：中国驻英国
大使馆工作人员正驱车赶赴现
场，核实有关情况。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
已要求

比利时相关部门
展开全面调查
24日，中国驻比利时使馆

发言人回应，高度关注有关在
英国发现39具中国公民尸体货
车案件的报道，已要求比利时
警方等相关部门展开全面调
查。使馆将密切跟踪案件调查
进展情况。

BBC报道分析称，英国边
境管理局在多佛尔等大型港口
部署了常态化的嗅探犬和二氧
化碳探测设备，以发现躲藏在
入境货车和集装箱内的偷渡
者，然而在普尔弗利特港口这
样不那么繁忙的地方，相关的
部署就会薄弱许多。

同时，走私团伙也在使用
更危险的方法来运送偷渡者。

由卡车拉运的集装箱已成
为最常见的一种方式，越来越
多的商业运输集装箱被走私团
伙所使用，有时他们甚至会使
用在此次埃塞克斯郡发现的冷
藏集装箱。

英国相关部门曾表示，英
国海岸线的长度以及进入英国
的客运和货运交通的绝对数
量，使得识别非法移民成为“一
个重大挑战”。

各方
回应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燕磊宁宁

综合新华社、央视、
国际在线、《环球时报》等

死亡，其中38人是成年人，另外
一人据信未成年。后来证实全
部为成年人。

据英国无轨运输协会首席
执行官理查德·伯内特称，货车
集装箱内的温度最低可以达到
零下25度。

“这样的集装箱一般被用来
运输花草或是新鲜的农产品。
如果冷藏，集装箱温度将设置
为 -5℃ ，如 果 冷 冻 ，则 是
在-25℃。常人在这样的条件
下，几乎没有生存的可能。”他说。

据当地媒体报道，39人或是
被锁在卡车冷藏集装箱这个“金
属棺材”中至少15个小时，忍受
着最低温度可能骤降至零下
25℃的低温，最终，他们在“可怕
的情况下缓慢地死去”。不过，目
前英国警方并没证实这一说法。

或许39人的真正死因，要
等到尸检后才能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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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身份成谜
英犯罪调查局正调查

一些人怀疑死者是偷渡
客。英国议员杰基·多伊尔-普
赖斯在社交媒体“推特”写道：

“贩卖人口是肮脏、危险的勾当
……我们希望能将凶手绳之以
法”。英国无轨运输协会首席执
行官理查德·伯内特说：“这件事
凸显乘卡车偷渡有危险。”

英国货物运输联合会分管
北爱尔兰事务的西默斯·勒亨尼
说，涉事车辆没有走常见的偷渡
路线，即从法国加莱港到英国多
佛尔港，而是多走了一天车程。

2014年8月，埃塞克斯郡蒂
尔伯里码头工人听到一个货运
集装箱内有人尖叫、敲击，随即
救出30多名阿富汗偷渡客。那
些人当时严重缺水、缺氧、体温
过低。

埃塞克斯郡警方23日暂时
没有把事件定性为贩卖人口。

埃塞克斯郡警察皮帕·米尔
斯说，疑点之一是那辆卡车如何
驶入爱尔兰。

爱尔兰总理利奥·瓦拉德卡
说，一旦确认涉事卡车由爱尔兰驶
入英国，爱尔兰当局将作必要调查。

英国国家犯罪调查局则表
示，目前正在努力确定“可能参与
其中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并调查
死者是否被犯罪团伙贩运到英
国，然后将他们作为奴隶卖给美

甲店、妓院、按摩院、餐馆等。
根据埃塞克斯郡警方的说

法，涉事货车目前已被移出工业
园区，以便下一阶段调查工作得
以平稳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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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司机朋友：
他打开车门时被吓坏了

目前警方已逮捕卡车司
机。嫌疑人名叫莫·罗宾逊，现年
25岁，来自北爱尔兰，涉嫌谋杀。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
说，他正在跟进调查进展，“内政
部与埃塞克斯郡警方密切配合，
调查究竟发生了什么”。

23日，英国警方对与该司
机有关的两所住所进行了突击
搜查，警方还表示，已派出人员
调查“可能参与其中的有组织犯
罪集团”。

据英媒报道，卡车司机是在
打开卡车的门去拿文件时才发
现的。

卡车司机一位朋友表示，
“当他打开集装箱看到所有的尸
体时，他完全被吓坏了，任何人
都会这样。然后打电话给救护
车上的人，后者随后报警。听说
集 装 箱 被 冷 藏 了 ，温 度
是-25℃，尸体被冻住，已经死
了一段时间了。”

据BBC报道，议员保罗贝
里说，卡车司机一家居住的阿玛
郡劳雷瓦尔村“完全震惊”。他
说，他一直与卡车司机的父亲保
持联系，后者是通过社交媒体得
知了儿子被捕的消息。

究竟莫·罗宾逊对案情知道
多少，目前仍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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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剧为何屡屡发生？
犯罪团伙的策略有变化？

据公开报道，英国长期以来
一直是非法移民的目的地，这起
惨剧的发生，再次引发了人们对
跨越英吉利海峡犯罪与边境安
全审查的关注。

经常来往英国边界的卡车
司机注意到，犯罪团伙的策略正
在发生变化，他们说，注意到走
私团伙正在让“弱势”的偷渡者
从更远的地方上车，以应对入境
时的安全检查，但也将他们置于
更高的风险当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柳青 滕瑾

一辆卡车，一趟不归的旅程。
英国警方23日确认，当天凌晨在一

辆停放在首都伦敦附近的卡车集装箱内
发现39具遗体。

埃塞克斯郡警方说，格雷斯镇一处工
业园区内停放一辆卡车，里面有39具遗
体，由急救车救护人员发现，凌晨1时40
分左右报警。

据英国媒体报道，在这趟起点未知，
终点很可能是英国的夺命旅途中，39个
人被锁在卡车冷藏集装箱这个“金属棺
材”中至少15个小时，忍受着最低温度可
能骤降至零下25℃的低温，最终，他们在
“可怕的情况下缓慢地死去”。不过，英国
警方目前还没证实这一说法。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从目

前警方公布的信息来看，这起事件具有人
口走私犯罪的所有特征，可能是英国有史
以来最严重的人口走私惨剧之一。近年
来，在欧洲各地类似的惨剧屡屡发生。

这39个人是谁？他们是怎样来到英
国的？他们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当地
警方表示，这一切目前仍是谜。

英国警方表示，准备请验尸人员展开
尸检，并承诺尸检会在给予遇难者最大尊
严的前提下进行。警方同时表示，每位遇
难者都必须经过一个完整的验尸流程才能
确定死因。一旦确认死因，将第一时间公
布。目前无法评估尸检过程需耗时多久。

事发后，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第一时间飞赴英国，调查了解该事件最新
消息。

10 月 23
日，在英国埃
塞克斯郡一个
工业园区内，
警察在发现尸
体的集装箱货
车附近工作。

新华社发

死亡之路
卡车

据新华社报道，涉事卡车据信19日由爱
尔兰搭乘渡轮抵达英国威尔士西北港口霍利
黑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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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货柜”5大疑团待解

英国警方拟启动尸检确认死
因。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飞
赴英国，调查了解该事件最新消息

事发
据监控录像显示，在运抵英国普尔弗利特港大约35

分钟后，该集装箱就被涉事卡车接走。
英国警方表示，23日凌晨1点05分，装运该集装箱的

卡车离开了普尔弗利特港。35分钟后，警方接到报警电
话，之后发现了该集装箱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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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比利时泽布吕赫港口，与数千个集装箱一起
被装上一艘货轮。22 日下午 2 点左右，货轮启航。
在英吉利海峡横上漂泊了漫长的10个小时后，在当
天午夜零点左右抵达埃塞克斯郡普尔弗利特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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