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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塞尔
“封城”反恐
大搜捕 16 人落网，巴黎恐袭一嫌犯仍在逃
23 日，比利时政府连续第三天“封锁”首都布鲁塞尔反恐。比利时警方 22 日晚在
反恐行动中逮捕 16 人，但依然没有发现法国巴黎系列恐怖袭击主要嫌疑人萨拉赫·阿
卜杜勒-萨拉姆的踪影。

一嫌犯依然在逃
比利时武装警察 22 日晚在
装甲车和直升机的掩护下，分别
突袭布鲁塞尔以及布鲁塞尔以
南大约 50 公里的工业城市沙勒
罗瓦的 19 处场所，
逮捕 16 人。
比利时检察官埃里克·范德
斯 23 日晨在记者会上说，警方
在行动中没有发现任何武器或
爆炸物，
“没有找到萨拉赫·阿卜
杜勒-萨拉姆”。他补充道，法官
将于 24 日决定是否进一步拘押

这 16 名嫌疑人。
根据法国警方的调查，巴黎
13 日晚发生的系列恐怖袭击中，
共有 8 名恐怖分子直接参与，其
中 6 人引爆自杀式炸弹背心毙
命，1 人遭警方击毙，另外 1 人在
逃。
在逃的正是 26 岁的阿卜杜
勒-萨拉姆。他最后一次“现身”
据信是 14 日晨穿过边境从法国
回到比利时，之后下落不明。多

人曾报告称看到他，但警方却一
无所获。
22 日，阿卜杜勒-萨拉姆的
兄弟穆罕默德·阿卜杜勒-萨拉
姆接受比利时电视台采访时说，
他认为阿卜杜勒-萨拉姆在巴黎
袭击的最后一刻放弃了行动。
他劝后者自首，说宁愿看见自己
的兄弟“被关进监狱而不是被埋
进坟墓”。

20 日晚间，比利时当局把布
鲁塞尔首都大区的安全警戒级
别提升至最高的第四级，意味着
恐怖威胁
“严重而紧迫”。
米歇尔同时说，除了布鲁塞
尔，比利时全国其他地方的安全
警戒级别维持在三级，意味着袭

击
“可能发生”。
按照他的说法，大型商场、
购物街和公共交通系统可能成
为袭击目标，即便已保持最高警
戒级别，政府仍将继续加强首都
的警力和兵力。

布鲁塞尔继续“封城”
比利时首相米歇尔 22 日晚
宣布，布鲁塞尔 23 日依然维持
最高安全警戒级别，意味着商店
和学校等继续关闭、地铁等继续
停运。
“ 我们担忧的是像巴黎那
样的袭击，多人可能同时在多个
地方发动袭击。”

民众“晒猫”配合反恐
美联社记者描述，
“封城”措
认，如果能阻止像发生在巴黎那
体，以免泄露情报、减弱搜捕效
施让布鲁塞尔变得异常安静，街
样的袭击，这些措施有必要。
果 。 于 是 ，比 利 时 民 众 纷 纷 晒
上空无一人，一些知名的酒吧和
此外，比利时 22 日起出现
猫，以期用庞大的数据量扰乱潜
饭店里冷冷清清。
“万众晒猫”奇观，民众纷纷在社
在恐怖分子的视线。短短几小
“我无法相信他们‘关闭’了
交 媒 体 上 晒 自 家 猫 咪 ，并 冠 以
时内，比利时民众在社交媒体上
这座城市，这很疯狂，但他们必 “布鲁塞尔封城”标签以配合反
晒出了成千上万只猫咪，让人看
定有个很好的理由，”布鲁塞尔
恐搜捕行动。
得眼花缭乱。比利时民众的幽
居 民 约 瑟 菲 娜·莱 门 斯 说 。 她
原来，比利时警方实施封城
默感迅速受到其他国家网民的
说，因为学校停课，自己不知道
搜捕恐怖分子行动，并呼吁民众 “点赞”。
怎么安排 11 岁的儿子。但她承
不要把街头见闻发布于社交媒
新华社特稿

母爱伟大！

鸭子妈妈一肩
“搭载”16 只小鸭

阿根廷首富之子
马克里当选总统
或终结 70 年来主导阿政坛的庇隆主义
阿根廷亲市场派领袖毛里西奥·马克里 22 日基本锁定
总统选举胜局，预示着左翼政府 12 年执政的结束。
观察人士注意到，马克里将成为拉美第三大经济体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经济理念最自由的总统，有望终结长期主
导政坛的庇隆主义。
马克里的胜选，将使阿根廷挣脱过去 70 年来主导政界的
前总统庇隆的束缚；他的胜利也终结基什内尔和妻子费尔南
德兹从 2003 年至今连续 12 年的政权。

立场明确,取消经济管制
阿根廷中右翼“变革”竞
选联盟候选人马克里出身富
商家族，年轻时步入商界，然
后由商转政。
阿根廷现阶段经济发展
停滞，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
围绕国家今后经济政策走向，
阿根廷国内出现两种声音，在
本次总统选举中得到体现。
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的两
名候选人中，马克里主张变
革，通过取消经济管制恢复增
长，受到大企业和海外投资者
的欢迎；左翼执政联盟“胜利
阵线”候选人肖利则主张延续

国家干预，保持对低收入人群
补贴，受到国内企业家和中低
收入群体支持。
与肖利“渐进式”改革不
同，马克里倾向于“休克式”调
整，例如打开阿根廷的大门，
取消外汇和进口等金融管制，
改善国家投资环境，争取国际
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支持。
马克里的外交顾问蓬佩
奥说，马克里当选总统后将把
修复与最大贸易伙伴巴西的
关系视为“头号任务”，并寻求
发展与其他拉美国家以及美
国、欧洲的经贸关系。

亲市场派,雄心勃勃
马克里现年 56 岁，出生
于阿根廷东部农业地区，毕业
于精英院校。马克里父亲佛
朗哥·马克里是阿根廷首富，
因此年青时的马克里主要是
协助其父亲打理家族生意。
马 克 里 1995 年 至 2007
年担任阿根廷著名的博卡青
年足球俱乐部主席，2007 年
开始出任首都布宜诺斯艾利
斯市市长，直到本次总统选举
前夕。
作为亲市场派，马克里主
张减少政府干预，常令人联想
美国共和党。观察人士表示，
他有望使阿根廷挣脱过去 70
年来主导政坛的庇隆主义民

粹运动束缚。
不过，马克里并非仅关注
争取大企业和外国投资者的
支持，在本次竞选中也越来越
多地回应选民对社会福利等
方面的关切。
例如，马克里探访多个贫
困省份，与贫困儿童和老人拥
抱问候，并向他们承诺不会夺
走他们的福利救济，而会为他
们带来就业机会。由此，包括
部分经济弱势选民在内的多
派政治势力均对马克里表示
支持。
马克里 22 日锁定胜局后
表示，
他会致力于
“帮助阿根廷
人每天都过得更幸福一些”
。

新总统的跌宕人生
马克里两度离婚，共有 4
个孩子，现任妻子是模特兼时
尚企业经营者朱莉安娜·阿瓦
达。
社会政策方面，马克里持
保守立场，反对堕胎、反对同
性恋婚姻，并且反对现任政府
推行的自由移民政策。
母爱的力量是伟大的。据
英国《每日邮报》11 月 22 日报
道，近日有人拍摄到一只鸭子妈
妈或背或带，领着 16 只小鸭子
游 过 水 塘 的 一 幕 ，令 人 倍 感 温
馨。
从照片上看，大约有 6 只小
鸭幸运地干脆站在母亲的后背

上，另外大约 10 只则紧跟在鸭
子妈妈身后，让母亲带着前进，
路更好走。
49 岁的摄影师马克·克莱姆
斯在英国兰开郡看到这一幕，拍
下不少照片。克莱姆斯说：
“当
我开始数鸭子妈妈背上有多少
只小鸭子的时候，数目高得不可

思议。”
16 个孩子不仅仅对普通人
类家庭来说简直不可想象，这数
量在鸭子当中也是相当的多。
一般来说，鸭子一次能产下 12
个卵，但和这一家的 16 个孩子
相比，
存在明显差距。
中国日报特稿

医院防化服疑失窃,法国担心化武袭击
法国政府高官 22 日再次表
示，不排除极端人员用化学或生
物武器袭击法国的可能。
国防部长让-伊夫·勒德里
昂说，对潜在袭击者而言，化学
武器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袭击
方式，但法国政府不排除这种可
能。勒德里昂同时试图安抚公
众：
“ 我们已经采取一切预防措
施，
阻止这类危险发生。”

这是法国高官 4 天内第二
次提及法国遭化学或生物武器
袭击的可能。总理曼努埃尔·瓦
尔斯 19 日警告道：
“ 我们不能排
除任何可能性……有遭化学或
生物武器的袭击危险。”
英国《每日邮报》22 日报道，
巴黎一家医院本周“失窃”多套
化学和生物防护服。医院发言
人说，院方 18 日发现，12 套防护

服 和 超 过 30 双 防 护 靴“ 不 见
了”。它们用于防护化学物质和
病毒，
包括埃博拉病毒。
报道说，法国军方已经开始
保护巴黎供水设施，检测人员正
在监测水质。
法国政府 21 日批准军方向
民间急救部门发放军用化武解
毒剂，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的预防性安保措施。新华国际

马克里的生活跌宕起
伏。1991 年，马克里遭绑架，
其家人向绑匪支付 600 万美
元赎金，他终于在半个月后获
释。马克里 20 世纪 90 年代
被控走私、勾结足球流氓等，
但后来均洗清相关指控。 新
华社特稿

“中年危机”最低谷
或只有两年
据新华社电 人们常说
“中年危机”，好像一过 40 岁
人生就陷入低谷，不知何时才
能“重见天日”。其实也没有
那么可怕啦！
英国沃里克大学研究人
员调查了澳大利亚、英国和德
国的 5 万名成年人，让他们填
写生活满意度调查问卷，为快
乐程度打分。通过数据比较，
研究人员发现，人一生中的快
乐程度呈“U”形变化，从童年
到成年期间幸福感不断降低，
40 岁 到 42 岁 达 到 最 低 值 。

不过，它会在“触底”后反弹，
幸福感不断增加，一直到 70
岁都处在“一年更比一年幸
福”
的状态中。
研究人员说，童年和老年
时，人会受到额外关照，不用
太操心。但中年时期必须去
关照家里的孩子和老人，
“随
叫随到，认真安排每分每秒。
因此日子格外漫长，钱总不够
花”。这是一个全球现象，无
论你住在哪个地方都一样。
相关研究报告将发表在近期
出版的《经济学杂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