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据塞内加尔媒体报

道，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一体育场 15

日晚发生球迷踩踏事件， 造成至少 8

人死亡、60多人受伤。

报道说，15 日晚， 塞内加尔足球

联赛决赛开赛， 比赛接近尾声时，双

方球迷发生斗殴，现场混乱，导致体

育场一面墙体倒塌，多人被埋，疏散

过程中又发生了踩踏。

据目击者称， 事发后一个小时，

仍有大批球迷聚集在场内， 等待疏

散，但双方球迷间的轻微冲突仍然不

断。 事发后，塞内加尔体育部除宣布

受伤人员已被紧急送医院救治外，还

保证将采取措施，确保日后不再发生

类似事件。

据报道，这是今年以来，塞内加

尔国内发生的第二起重大安全事故。

4月 12 日，塞内加尔坦巴昆达地区一

处宗教场所发生火灾， 造成至少 20

人死亡、上百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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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开罗城外一辆巡逻警车遭

到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袭击，5 名警察

死亡。 事发地点距离著名的阶梯金字塔

很近。 埃及内政部官员说，多名骑摩托

车的枪手用机枪朝一辆停靠在路边的

警车扫射，一名警察开枪回击后，枪手

逃离现场。

不过，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段据称

为目击者录制的视频显示，枪手从警察

手中抢过枪支和无线电对讲机，开枪打

死警察后纵火焚尸。 目前尚无任何组织

“认领”这起袭击。 埃及官员推断，袭击

者可能是被怀疑与埃及穆斯林兄弟会

有关联的“决断” 组织。

上周，23 名埃及安全部队士兵在西

奈半岛一处偏远检查站被武装分子杀

害。 这是近两年来埃及军方人员损失最

惨重的一次袭击。 极端组织 “伊斯兰

国” 埃及西奈半岛分支“西奈省” 组织

宣称制造了这起袭击。 据新华社

红海酒店游客被砍死

金字塔附近警察遇袭

埃及不太平

埃及官员 14日说，埃及红海度假胜地胡尔

加达当天发生一起明显针对外国游客的持刀

伤人事件，两名德国女游客被砍死，另有 4名外

国游客被砍伤。 凶手已经落网，是一名二十几

岁的埃及男子，警方正在调查行凶动机。 这是

一年半来胡尔加达发生的第二起针对外国游

客的袭击事件。

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埃

及官员告诉路透社记者，凶

手一开始在胡尔加达的加哈

比亚酒店行凶， 持刀砍死两

人、砍伤两人后，游泳抵达隔

壁酒店的海滩上继续行凶，

砍伤另外两人。 随后他被酒

店保安制服，被押送警方。不

过， 法新社和美联社的报道

则说， 凶手是在同一地点作

的案。

另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

埃及安全官员告诉美联社记

者，凶手明显针对外国游客，

他持刀砍人时用阿拉伯语喊

道“躲开，我要找的不是埃

及人！ ” 关于遇害者的国籍，

媒体存在不同说法。 埃及国

家新闻局证实， 两名死者是

德国人，均为女性。 埃及《舒

鲁克报》以安全部门为消息

源报道， 两名伤者是亚美尼

亚人，另外两人是捷克人。也

有媒体报道称， 伤者中包括

俄罗斯人。 德国外交部也发

表声明谴责这起袭击事件。

目前， 德国使馆工作人员已

前往事发地与埃及有关部门

接洽。

胡尔加达位于埃及首都

开罗以南 400 公里处， 是知

名旅游城市。 这座城市上一

次发生游客遇袭事件是在

2016 年 1 月。 两名配备枪

支、 刀具和自杀式炸弹背心

的武装人员袭击了一家海滨

旅馆， 致使一对奥地利夫妇

和一名瑞典青年受伤。 当时

袭击者也是从海路游泳进入

酒店私家海滩行凶。

据新华社电 美国夏威夷檀香山

一栋高层公寓 14 日发生火灾， 火焰

从 26 楼烧到 28 楼，数百名住户紧急

疏散。 令人庆幸的是，火灾没有蔓延

到整座大楼，过火面积不大，事故造

成 3 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美联社报

道， 失火大楼名叫马可波罗公寓，共

有 36 层楼、568 间套房，位于夏威夷

著名景区怀基基海滩附近， 均价 56

万美元一套。

当地消防部门官员内韦斯说，大

楼于当地时间 14 日下午 2 时 15 分

起火，起火地点在 26 层，起火原因暂

不清楚。这座老楼建成于 1971年，天

花板上没有安装自动喷水灭火器。内

韦斯说，如果像新楼一样有自动喷水

灭火器，大火不会蔓延到起火房间以

外的地方。 檀香山市市长柯克·考德

维尔说，市政厅需要考虑立法要求所

有的老式建筑加装自动喷水灭火器。

居住在 32 层的住户阿尔·西特

伦说， 起火房间就在他公寓的正下

方。“我们听到爆炸声，低头往下看，

看到火焰……于是赶紧撤离。 ” 西特

伦说。 另一名住户帕特里克·威廉森

则对火灾感到愤怒。他告诉美联社记

者：“火情竟会发展到如此失控地步

实在可疑。 要么是消防部门反应迟

钝，要么是出事公寓另有蹊跷。 住在

这里让我感觉不再安全了。 ”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

龙 15日披露,他日前与美国总统

唐纳德·特朗普会晤时讨论了美

国“重回”《巴黎协定》 的可能

性,特朗普称将为此“想办法” 。

特朗普 13日抵达法国巴黎,

随后与马克龙举行会谈, 话题涉

及打击恐怖主义、叙利亚问题、气

候治理、自由贸易等。

马克龙 15 日在接受法国

《星期日报》采访时说,特朗普倾

听了他有关《巴黎协定》的意见,

双方就美国“重回《巴黎协定》

的条件” 进行了“详细” 讨论。

“他(特朗普)告诉我,他将在接

下来几个月里试着找出办法。 ”

13 日与马克龙会谈结束后,

特朗普本人也暗示可能改变退出

《巴黎协定》的决定。他当时在联

合记者会上说:“关于 《巴黎协

定》, 可能会发生某些事情……

让我们拭目以待。 ”

14 日,英国维珍集团创始人

理查德·布兰森在美国纽约参加

一场讨论会时说, 他感觉特朗普

正为退出 《巴黎协定》 而后悔,

“但愿他会改变主意” 。

布兰森说,不少美国“企业

和城市” 坚定支持发展低碳能

源,而美国政府却退出《巴黎协

定》,这“非常、非常奇怪” 。 这一

决定置美国于首位而把“我们美

丽的地球”放在末位,“显得异常

可悲” 。

布兰森建议特朗普政府逐步

淘汰煤炭工业, 大力投资可替代

能源,帮助煤炭工人转行,如进入

清洁能源行业。 “这对煤炭工人

好,对美国好,对世界好。 ”

一同参加这场讨论会的美国

陶氏化学公司负责人、 白宫顾问

安德鲁·利夫里斯说, 他相信,

“我们 (美国政府) 能够找到方

法、重回《巴黎协定》,这样做并

非基于深厚知识, 而是因为我们

曾作出承诺。 ”

2015年 12 月,《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近 200 个缔约方

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巴

黎协定》。 2016 年 11 月,《巴黎

协定》正式生效。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说,一旦

当选,将设法使美国退出《巴黎

协定》。上任后,特朗普谋求废除

美国一些环境规定,称这些规定

“没必要” ,有碍煤矿、石油、天

然气等领域工业发展。 他还要求

美国环境保护局 “重写” 贝拉

克·奥巴马执政时期制定的旨在

减少碳排放的 《清洁电力计

划》,而这一计划正是《巴黎协

定》谈判过程中美国政府作出的

重要承诺。

6 月 1 日, 特朗普宣布美国

退出《巴黎协定》。 他称《巴黎协

定》给美国带来“苛刻财政和经

济负担” , 但表示愿意谈判,“看

看能否达成一个公平协议” 。

新华社专稿

据新华社电 美国航天局

(NASA)官员 15 日说,要在未来

二三十年内送人去火星, 前景并

不乐观,原因不光是技术难度,还

包括资金不足。

美国航天局负责载人探索与

行动的官员威尔·格斯登美尔当

天说,“我无法给出人登陆火星的

时间表” ,因为“基于我们刚才所

说的每年 2%增幅的预算,我们造

不出登陆火星的地面系统。 ”

格斯登美尔说, 虽然经费差

强人意, 但航天局在登陆火星前

期准备的主要项目上按部就班,

希望按计划完成每一步。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 3 月签

署一项法案, 批准美国航天局

2017 财年 195 亿美元的预算方

案,并要求其研究 2033 年送人去

火星的可行性。

这份“过渡授权法案” 是特

朗普就任总统后签署的第一份美

国航天预算法案, 所批准预算比

2016财年只多出 2亿美元。

法案要求美国航天局制定一

份路线图, 以便在 21 世纪 30 年

代实施抵达 “火星附近或火星表

面”的载人任务。

持刀专砍外国游客

多名枪手扫射警车

美航天局：登陆火星差钱

特朗普后悔退出《巴黎协定》？

夏威夷

36层高楼着火

竟无自动喷水灭火器，

造成多人死伤

与法国总统会晤时讨论了重回协定的可能性

达喀尔体育场

发生踩踏事件

致 8 人死亡，60多人受伤

本报北京电 温布尔顿网球锦标

赛男单决赛昨日进行，瑞士名将费德

勒直落三盘 6-3，6-1，6-4 轻松击败

一度受脚伤困扰的 7 号种子西里奇，

创纪录第八次捧起温网男单冠军。

还有不到一个月就年满 36 岁的

费德勒因此成为公开赛年代最年长

的温网男单冠军。

与此同时， 费德勒还是 1976 年

博格之后，首位不失一盘拿下温网男

单冠军的球员。 下周一的世界排名，

费德勒将超越德约科维奇，重新回到

世界前三。

另外，温网女单决赛中，赛会 14

号种子西班牙的穆古鲁扎以 75，6-0

击败 37 岁的美国老将大威廉姆斯，

第一次捧起温网女单冠军。

费德勒

夺得温网第 8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