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刹住 美国波音客机“掉” 河里

是天气作祟还是刹车失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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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厉打击非法有害读物 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巴勒斯坦以色列冲突又起

■新闻速递

据新华社电 塞内加尔国民议

会 4 日通过宪法改革法案， 决定永

久取消总理职位。

当天， 塞内加尔国民议会经过辩

论，最终以 124 票赞成、7 票反对、7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此项法

案， 决定将总理职位从塞内加尔政

治体制结构中去除。

塞内加尔司法和掌玺部长马利

克·萨勒当天对媒体表示，取消总理

职位并以总统为中心的行政程序，

将允许总统直接接触到公共政策的

实施、监督和评估。 他说，取消总理

职位将在未来 4 年为塞内加尔节约

3.3亿美元的预算。

塞内加尔现任总理穆罕默德·

迪奥纳 4 月 7 日组建新政府时曾宣

布，政府首脑职位将被永久取消，他

将是塞内加尔 1960 年独立以来第

13位、也是最后一位总理。

塞内加尔决定

永久取消总理职位

据新华社电 “印度洋上明

珠” 斯里兰卡两周前遭遇多起爆炸

袭击， 不少国际游客出于安全考虑

退订机票和酒店， 取消赴斯里兰卡

旅行。

“这对经济和旅游业构成重大

打击，” 斯里兰卡总统迈特里帕拉·

西里塞纳 4日告诉路透社记者，“经

济要发展， 重要的是让旅游业恢复

到袭击发生以前。 ”

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等地 4

月 21 日发生系列爆炸事件，多家豪

华酒店和教堂成为袭击目标，250 多

人死亡、500多人受伤，包括游客。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 宣称发动这些

袭击。

西班牙“前进指南” 旅游信息

公司数据显示， 袭击发生后的那一

周， 斯里兰卡酒店的净预订量与去

年同期相比平均减少 186%，意味着

退订量高于预订量。

斯里兰卡旅游局主席基舒·戈

梅斯说，截至 4 日，这一南亚国家全

国各地酒店平均退订率达 70%，科

伦坡的情况更糟糕。“一些航空公司

停飞航班， 上座率比以往低得多

……令人担忧。 ”

斯里兰卡海岸线绵延 1600 公

里。 旅游业在 2009年内战结束后腾

飞，去年创收 44 亿美元，占国内生

产总值(GDP)的 5%，成为外汇收入

第三大且增长最迅速的来源。

遭遇恐怖袭击以来， 斯里兰卡

的豪华酒店、海滩小酒店损失巨大。

瓦勒海纳海滩酒店位于科伦坡以南

本托特海滩度假区，有 7间客房。 袭

击发生后，所有顾客都取消预订。

斯里兰卡旅游业

遭遇“退订”

受恐袭事件影响

据新华社电 以色列国防军 4

日晚发表声明说，截至当晚，以军

轰炸了加沙地带约 120 个军事目

标。

声明说，截至当晚，200 多枚火

箭弹从加沙地带发射至以色列境

内。 作为回应，以军出动战机和坦

克轰炸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

动（哈马斯）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

战组织（杰哈德）位于加沙地带的

约 120 个军事目标，并将继续对加

沙地带的军事目标进行轰炸。

声明还说，以军摧毁了杰哈德

修建的一条地道，该地道从加沙地

带南部延伸至以色列境内，拥有多

个入口，深 20 多米，同时还轰炸了

哈马斯的一栋多层军事情报大楼。

据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当天发

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的

轰炸共造成 4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3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死者中包括

一名 37 岁孕妇和她年仅 14 个月

大的女儿。

记者从以色列警方获悉，火箭

弹袭击导致部分民宅受损，2 名以

色列平民受伤， 其中一人伤势严

重。

当天，以军关闭了位于以色列

与加沙地带北部边界的埃雷兹检

查站以及以色列与加沙地带南部

接壤处的凯雷姆沙洛姆商品过境

口岸。

以色列军方大规模轰炸加沙地带

据以色列军方 5 日消息，截至

当天，加沙地带武装向以色列境内

发射约 450 枚火箭弹。 作为回应，

以军出动战机和坦克打击巴勒斯

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巴

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

在加沙地带的约 260 个军事目标。

双方至今已死伤数十人。

这轮冲突为何会爆发？ 以色列

长期封锁加沙，加沙武装组织是否

还有抵抗能力？ 冲突是否会升级？

自去年 3 月底起，加沙居民每

周五都会聚集在边境地区进行“回

归大游行”抗议活动。本月 3日，两

名以色列士兵在抗议活动中被开

枪打伤，以军随后轰炸加沙地带致

两名哈马斯人员死亡。 哈马斯和杰

哈德随即向以境内发射数百枚火

箭弹，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此

前曾承诺放松对加沙封锁，包括扩

大捕鱼区、减少对加沙居民出行限

制等。 但以色列随后并未明显放松

对加沙封锁。 加沙方面认为以色列

此前的承诺不过是内塔尼亚胡大

选期间的 “权宜之计” ， 自己被

“骗” 了，新一轮巴以冲突就在这

样的背景下爆发了。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 1948年 5

月 14 日，以色列宣布建国，次日，

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近百万巴勒

斯坦人沦为难民。 巴勒斯坦将 5月

15 日定为“灾难日” ,每年都要举

行大规模示威游行等活动。 2019年

的“灾难日” 临近，也是巴以冲突

爆发的重要背景之一。

以色列严密封锁加沙地带，严

格控制物资和人员进出，武器及用

于制造武器的材料很难从以色列

偷运入加沙。 另一边，哈马斯在加

沙南部与埃及接壤处挖掘大量地

道，走私民用及军用品等，维持对

加沙的控制。 但一名哈马斯安全人

员表示， 目前仅有不到 10 条地道

在运转， 其余 20 多条地道已被关

闭。

加沙地带消息人士告诉记者，

哈马斯等武装组织具备“抵抗” 以

色列的能力，但与以军实力相差悬

殊。 2014年后哈马斯向以发射火箭

弹的频率大幅降低，但单次发射的

数量明显增多，以此向以方示威并

展示实力。

分析人士指出，以色列和加沙

双方近年来的冲突都在可控范围

内， 每轮武力冲突都是 “点到为

止” ，达到政治目的后就停火。新一

轮巴以冲突也不太可能演变成大

规模战争。

尽管内塔尼亚胡 5 日称将继

续对加沙地带进行大规模打击，但

分析人士认为，他的这一表态一方

面是向加沙地带武装分子施加压

力，另一方面是为了给以色列民众

一个交待。 目前，内塔尼亚胡的新

政府正在组建中，且以色列即将迎

来“独立日” 等纪念活动，加上特

朗普将推出“世纪协议” ，以色列

并不想让冲突升级为战争。

美国官员近期透露，美国将在

斋月后向巴以送上“大礼” ，暗指

美国将推出“世纪协议” 。 这一美

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就开始酝酿

的设想，因不包括“以 1967 年边界

为基础建立两个国家” 等内容，一

直遭到巴方反对。

目前从巴方表态看，巴方强烈

反对美国提议的立场没有变化。 巴

总统阿巴斯等多次表示拒绝接受

美国的“世纪协议” 。 哈马斯政治

局领导人哈尼亚也指出，巴勒斯坦

人民挫败“世纪协议” 的决心是一

致的，不管在加沙地带还是约旦河

西岸，任何巴勒斯坦人都不会接受

这一协议。

据新华社

■新闻解读

巴以缘何爆发新一轮冲突

这轮冲突为何爆发

加沙武装能否抵抗

本轮冲突会否升级

据新华社电 美国官员 3 日

说，一架波音 737 型客机当晚在佛

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一座军用机

场降落时，从跑道上一路滑入附近

河中。 全部 143名乘客和机组人员

得以逃生，其中多人受伤。

杰克逊维尔海军航空站发

言人说，这架客机从古巴关塔那

摩湾起飞， 抵达杰克逊维尔，降

落时在跑道上没有刹住，一路滑

入不远处的圣约翰斯河。 客机搭

载 136 名乘客和 7 名机组人员。

杰克逊维尔市市长伦尼·柯里

在社交媒体“推特” 发文说，已经

核实全部乘客和机组人员的状况，

确信没有人遇难。工作人员正在处

置河面上漂浮的客机泄漏燃油。

当地治安官办公室在推特发

布照片， 证实圣约翰斯河比较浅，

“客机没有被河水淹没” 。

多名官员介绍，海军陆战队当

即出动军人协助。 当地 WOKV 电

视台早先报道， 至少两人受轻伤。

另有官员随后确认，21 名伤员被送

至医院，伤势不重。

市长柯里说， 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打电话给他，表示愿意提供帮

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