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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伦敦 6月 12日电 （记
者桂涛） 英国 《泰晤士报》 12 日
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访问英
国的安排可能因英国民众强烈反对
被搁置，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未来
几天可能公布这一消息。

不过，英国首相府发言人回复
新华社记者询问时说，邀请特朗普
访英的计划目前“没有改变”。

英国 《卫报》 11 日报道说，
特朗普与特雷莎·梅通电话时表
示，除非英国民众欢迎他，否则他
将不会访英。报道并未指明消息来
源。

今年 1月，特雷莎·梅访问美

国时宣布，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正式邀请特朗普今年下半年对英国
进行国事访问，特朗普接受了邀
请。但随后不久，英国超过 180万
人在议会请愿网站一份请愿书上签
字，呼吁取消英国对特朗普发出的
国事访问邀请。请愿书说，特朗普
表现出的“对女性的厌恶与粗俗，
让他不配接受英国女王夫妇的邀请
前来访问”。

按照相关规定，一旦请愿人数
超过 10 万，议会就应考虑对相关
议题进行辩论。但英国首相府曾表
示，不会取消此前对特朗普的邀
请。

英媒称

特朗普访英国计划
或因英民众反对被搁置

新华社德黑兰 6 月 12 日电
（记者穆东） 据伊朗媒体 12 日报
道，伊朗警方 11 日在南部霍尔木
兹甘省击毙与极端组织“伊斯兰
国”相关的4名嫌疑人。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霍尔
木兹甘省警方负责人马利基的话报道
说，当地警方11日下午在霍尔木兹甘
省鲁丹市附近山区与4名武装分子发
生冲突并将他们全部击毙。警方还缴

获一批武器弹药和“伊斯兰国”旗帜。
7 日，位于德黑兰的伊朗议会

大楼和德黑兰南部的伊朗已故最高
领袖霍梅尼陵外分别发生恐怖袭击
事件，造成至少 17 人死亡、52 人
受伤。

据伊朗情报部门通报，德黑兰
发生恐袭后，已有 40 余名与“伊
斯兰国”相关的恐怖活动嫌疑人在
伊朗境内被抓捕。

伊朗警方击毙4名
恐怖组织嫌疑人

新华社仰光 6 月 12 日电
（记者庄北宁） 缅甸国防军司令
部12日发布通报说，已找到7日
失事军用运输机 62 名遇难者的
遗体。

根据通报，缅甸船只当天早上
在安达曼海东部浪弄岛附近海域找
到 3 名遇难者遗体。截至 12 日上
午，失事军用运输机上的 122 人
中，已找到 62 名遇难者的遗体，

其中27名遇难者身份已得到确认。
自 7日展开搜救行动以来，相

关海域天气时好时坏，缅甸军方使
用军用船只、民用捕鱼船、军用飞
机和直升机等执行搜寻任务。军方

表示搜寻行动还将继续。
本月7日，一架载有122人的军

用运输机在从海滨城市丹老飞往仰
光途中失联。缅甸军方 8 日宣布找
到飞机部分残骸和遇难者遗体。

缅甸已找到失事军用运输机62名遇难者遗体
据新华社雅典 6 月 11 日电

（记者陈占杰 刘咏秋） 希腊国家
通讯社雅典通讯社 11 日报道说，
该国北部一个褐煤矿 10 日发生滑
坡，受到影响的村庄将搬迁。

发生滑坡的煤矿为希腊国家电力
公司所拥有，公司因此遭受的损失可
能高达5亿欧元（约合38亿元人民币）。

报道援引希腊能源部长斯塔萨

基斯的话说，希腊政府在与当地政
府及受影响的村民商讨后做出了这
一决定。

该村庄名为阿纳吉洛伊，位于
雅典以北约 540公里处的阿米塔乌
镇附近。在 10 日的滑坡中，大约
8000 万立方米的土石发生位移，
至少10座房屋严重受损，约180名
村民撤到附近的酒店。

希腊北部一村庄
因矿山滑坡搬迁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新华社记者闫亮 周珺 赵博

近年来，恐怖袭击事件在全
球各地频繁发生。国际反恐专家
认为，全球恐袭事件频发与“伊
斯兰国”因遭受沉重打击而采取
的报复行动有关，也是中东恐怖
主义势力外溢的一种表现。打击
恐怖主义，需要加强全球反恐合
作，合力斩断恐怖主义的根源。

恐袭接连不断

今年 3月以来，英国先后发
生 3 起恐袭事件。3 月 22 日，一
名男子驾驶汽车在伦敦市中心的
议会大厦附近冲撞人群并随后弃
车持刀行凶，造成 5人死亡、约
40人受伤。5月22日，曼彻斯特
体育馆发生自杀式爆炸，造成
22 人死亡、59 人受伤。6 月 3 日
晚，在伦敦泰晤士河上伦敦桥附

近，一辆货车冲撞行人，袭击者随
后弃车并持刀伤人，造成至少 7人
死亡、48人受伤。“伊斯兰国”宣
称实施了这3起袭击事件。

印尼首都雅加达一个公交车
站 5 月 24 日晚发生两起自杀式爆
炸袭击，造成包括两名袭击者在
内的至少 5 人死亡、10 人受伤。

“伊斯兰国”宣称制造了这一袭击
事件。

5月31日上午，阿富汗首都喀
布尔发生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造
成至少90人死亡、400人受伤。

6 月 5 日，澳大利亚第二大城
市墨尔本发生劫持人质事件。警方
在交火中击毙一名索马里裔嫌疑
人，一名平民遇害，3 名警员受
伤，人质获救。当地警方认为，这
似乎是一起“独狼式”行动。

6 月 6 日，法国巴黎圣母院前
广场发生一名男子持械袭警事件。
这名男子自称是“伊斯兰国”成
员。

6 月 7 日，位于伊朗首都德黑
兰的伊朗议会大楼和伊朗已故最高
领袖霍梅尼陵外分别发生恐怖袭击
事件，造成至少 17 人死亡、52 人
受伤。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斯兰
国”宣称制造了这两起袭击事件。

形势骤然升级

最近发生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事
件，大多与“伊斯兰国”有关。分
析人士认为，这个极端组织之所以
频繁发动恐怖袭击，主要是因为其

在中东的控制区遭到围剿，生存空
间被大大压缩，因此急于展开报
复，同时其成员也在迅速分散到各
国，从而给这些地区带去了不稳定
因素。

目前，在美俄等国的强力介入
下，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战场态势都
在朝着对“伊斯兰国”极为不利的
方向发展。该组织在叙利亚的大本
营拉卡和在伊拉克的大本营摩苏尔
都在遭到围攻，其控制的地区越来
越少，呈节节败退之势。在此大背
景下，一些来自中东以外地区的

“伊斯兰国”成员纷纷撤回本国，
并在这些国家制造恐袭事件。

调查显示，近来发生的恐袭事
件中，多数嫌疑人受到“伊斯兰
国”极端思想影响，他们或为外来
移民，或是本地人。而且，发生在
欧洲的恐袭越来越多采取“独狼
式”袭击的手法，让反恐机构防不
胜防。

专家认为，英法等国近来发生
的恐袭事件表明，在“伊斯兰国”
成员回流本土的背景下，“内生性
极端主义”对欧洲国家的安全构成
严峻挑战。频频发生的恐怖袭击事
件已经让欧洲国家陷入反恐困境。

强化反恐合作

欧洲反恐专家亚历山大·里茨
曼认为，当前欧洲反恐形势复杂，
袭击者既有贫困、受教育程度低、
具有犯罪前科的人员，也有受过良
好教育、拥有正当职业的人员，但

极端化是他们的共同特征。
里茨曼认为，全球反恐涉及诸

多层面。对欧洲而言，打击恐怖主
义，不仅需要欧洲决策者部署更多
反恐力量，共享反恐情报，还需要
教育部门和社会工作者共同努力，
关注青年弱势群体，促进外来移民
积极融入当地社会。既要防止互联
网成为传播极端思想的工具，又要
在不同族裔之间构建信任，通过政
府和社会机构的共同努力，防范恐
怖主义的滋生。

目前，澳大利亚政府已推出新
的反恐策略，涵盖多方面内容，其
中包括遏制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形
成；与社区领袖合作，阻止民众加
入恐怖组织；进行及早干预，防止
发生恐怖袭击等。

此外，澳大利亚政府认为，应
对全球恐怖主义威胁，最好的方法
是与国际伙伴密切合作。澳大利亚
已经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签署反恐合
作备忘录，共享反恐情报，打击恐
怖组织的洗钱活动，以切断其资金
来源。

反恐专家认为，打击恐怖主
义，需要在全球范围内加强反恐合
作。伊朗德黑兰大学政治系教授萨
德克·齐巴卡拉姆指出，伊朗恐袭
事件让人们看到，叙利亚、伊拉克
等地的恐怖分子今后很有可能继续
潜入伊朗以躲避国际反恐高压，并
在伊朗制造事端。因此，只有通过
全球反恐合作这一联合作战方式，
才能彻底铲除恐怖组织，解除恐怖
主义对各国的安全威胁。

全球为何恐袭频发
近年来，恐怖袭击事件

在全球各地频繁发生。伊
朗、澳大利亚、英国和法国
等地连续遭遇袭击事件，造
成较大规模人员伤亡。

相关专家认为，频频发
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已经让欧
洲国家陷入反恐困境。

新华社巴黎6月11日电
新华社记者韩冰 应强

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一轮投
票 11 日全部结束。据法国内政
部初步统计，法国总统马克龙所
在的以共和国前进党为首的联合
阵营得票率遥遥领先，有望在国
民议会中开创罕见的“一超多
弱”格局。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这
一轮选举中，选民放弃投票率也
创造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1958
年建立以来历次议会选举之最。
内政部初步统计表明，弃投率达
到51.4％。

舆论认为，这些结果的背后
既有法国政坛形势演变的客观原
因，也反映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马克龙就任
一月以来表现不俗，已成功获得
选民信任，而超高的弃投率则映

射出法国民众的“民主疲劳”。
法国总统选举 5 月结束后，从

传统左右两翼政党到代表民粹势力
的“国民阵线”“不屈法国”，大多在
选举失利的阴影下陷入低谷。左派
社会党内部各自为战、四分五裂，右
派共和党受“空饷门”牵累形象短期
难以恢复，“国民阵线”内部亟待重
新统一思想、“不屈法国”自身主张
的硬伤依旧……如此形势在客观上
有利于共和国前进党乘胜追击。

马克龙没有辜负机遇，上任后
带领法国内阁迅速启动新政：内政
上，从布局劳动法改革到成立反恐
中心，再到制订反腐新法，招招扣
住法国民众内心的需求，给人们留
下真改革、求实效的印象；外交
上，出席北约峰会落落大方，和美
国总统特朗普“握手不落下风”，
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做客凡尔赛宫
为欧俄关系带来一股清流，对美国
决定退出 《巴黎协定》 坚定表态，

这些无不赢得法国媒体称赞。
巴黎政治学院政治研究中心秘

书长迈达尼·舍尔法说：“马克龙
上任以来几乎没有失分表现，为其
所在阵营在议会选举中的强势表现
提供有力支撑。”

此轮投票的超高弃投率则同样
存在两方面原因：客观上，自去年
下半年以来，法国选民在不到一年
时间里历经法国右派总统选举初
选、左派初选、总统选举首轮投
票、总统选举决赛等重要选举活
动，接二连三的选举集会、此起彼
伏的宣传口号令很多即使对政治原
本充满热情的选民也感觉吃不消。

法国 《费加罗报》《快报》 11
日晚发表文章说，各大选举间隔太
短，过于紧凑的日程安排令法国选
民深陷“民主疲劳”，是此次投票
弃投率超高的重要原因。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法国民众
内心对法国式民主体制的治理有效

性怀疑渐增。最近十年来，民主选
举产生的总统并未能成功带领法国
走出社会经济发展困境，大规模的
街头运动频繁爆发。今年总统选举
期间，记者在法国多地采访发现，很
多中下层民众对于所谓的民主选举
不再信任如前。在这一背景下，这一
轮议会选举不少人或出于怀疑，或
是出于观望，便干脆放弃投票。

展望未来，共和国前进党和中
间派政党法国民主运动党组成的联
合阵营如果最终获得议会选举绝对
多数地位，无疑将对马克龙保证施
政效率、加快改革节奏有利。

不过，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高级研究员吕克·鲁邦在研究中指
出，马克龙阵营的议员候选人群体
结构，高度集中于社会精英和商界
人士，这在中长期范围内不利于社
会阶层争议通过政治渠道发泄出
来。对马克龙政权来说，主动建立社
会各阶层共识的重要性不容忽视。

在法议会选举首轮投票中

马克龙阵营为何大获全胜？

6月11日，在叙利亚拉卡市西部城区，“叙利亚民主军”成员持枪站立。
由库尔德武装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9日宣布解放拉卡省首府拉卡

市的战役取得进展，成功从“伊斯兰国”手中夺取两处街区。目前，战役
仍在继续。 （新华社/法新）

战役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