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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鲁塞尔恐袭最大炸弹当时未爆
3 名人弹死亡,两人身份确认，第四名嫌犯仍在逃
比利时检方 23 日说，布鲁塞尔连环恐怖袭击的两名自杀式袭击嫌疑人身份已经确定。他们是一对
兄弟，分别在机场和一处地铁站发动了袭击。另一名在机场发动自杀式袭击的嫌疑人身份尚不清楚，
而视频中的
“白衣男”
仍然在逃，
身份也尚未确定。
比利时媒体援引检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其中一名嫌疑人据信与法国巴黎恐袭嫌疑人有直接关
联，
他曾为策划巴黎恐袭的武装人员提供了据点。

多名恐怖嫌犯
或逍遥法外

比利时公布视频照片，认为 3 名男子是机场爆炸案的嫌犯。

遭袭后的地铁站

“白衣男”
携带威力最大炸弹
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弗雷德
里克·范莱乌当地时间 23 日 13
时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系列
恐怖袭击的调查进展。
范莱乌说，目前已有两名
犯罪嫌疑人身份确定。他们是
一对兄弟，均在自杀式袭击中
身亡。他们分别名叫卜拉欣·
巴克拉维和哈立德·巴克拉维，
均拥有比利时国籍，均是布鲁
塞尔当地人。
比利时政府公布的监控画
面显示，3 名嫌疑人 22 日早晨
乘出租车抵达布鲁塞尔机场，
各自推一辆行李车进入出发大
厅，其中两人身穿黑色上衣、卡
其色裤子，左手均戴黑手套；另
外一人身穿淡色衬衫、白色夹
克，
头戴黑帽子。
根据范莱乌的说法，视频
画面中，中间的“手套男”就是
卜拉欣。他身旁的黑衣男子在
机场发动了第二场自杀式袭
击，但身份尚未确定，并非如媒
体先前所报道的是他的兄弟哈
立德。旁边戴帽子的“白衣男”
目前身份也未确定，仍在逃。

范莱乌说，
“ 白衣男”所携
的是这场袭击中威力最大的炸
弹。
布鲁塞尔市长确认，在爆
炸发生前几秒钟，这些 IS 恐怖
嫌犯刚刚在登机手续办理处托
运了行李，
“他们带着行李搭出
租车来到机场，炸弹藏在行李
箱里。他们把行李箱放到手推
车上，前两个炸弹爆炸了。第
三个人“白衣男”也把行李箱放
到手推车上，但他肯定慌了，因
为炸弹没有爆炸。”
“白衣男”赶在爆炸发生前
逃离了机场，从一个“似乎是事
先计划好的机场出口”
离开。美
国情报官员认为，他“平静地离
开”
表明他可能早就计划好了这
一切。拆弹专家赶往现场后，
炸
弹因极不稳定而爆炸。不过，
这
场爆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根据报道，一名出租车司
机告诉警方，他相信自己在不
知情的情况下把三名嫌犯送到
了机场。他回忆称，当他主动
提出帮忙拿行李时立刻遭到拒
绝，
被要求不要碰行李箱。

虽然比利时检方称尚未确
定“白衣男”身份，但一些当地
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
这名男子名叫纳吉姆·拉什拉
维，是一名与巴黎恐袭有关的
“危险人物”。
针 对“ 白 衣 男 ”的 抓 捕 行
动，比利时媒体 23 日闹了一场
“乌龙”。当地小报《最后一点
钟报》当天称，拉什拉维在布鲁
塞尔西南部郊区安德莱赫特一
家比萨店被警方逮捕，一些媒
体随后也
“跟进”
报道。
不过，约一小时后，这些媒
体撤回了“第 3 名嫌疑人被捕”
的消息。而比利时检方随后则
表示，
尚未确定这名嫌疑人的身
份。
根据媒体的说法，拉什拉
维因与巴黎恐袭有关。巴黎系
列恐袭中使用的几乎每个爆炸
腰带上都发现了他的 DNA（脱
氧核糖核酸）。而在巴黎恐怖
袭击在逃嫌疑人阿卜杜勒-萨
拉姆上周被捕的房间里，也发
现了拉什拉维的 DNA。此外，
拉什拉维还曾于去年 9 月和阿
卜杜勒-萨拉姆一起去过匈牙
利。
美国雅虎新闻 23 日援引
一位美国官员的话说，西方情
报官员相信有“超过 5 名”与布
鲁塞尔恐袭案相关的 IS 成员仍
然逍遥法外，并且这些危险分
子谋划发动更多袭击。
这位美国官员说，执行布
鲁塞尔机场和地铁站爆炸袭击
的嫌犯仅仅是一个更大的恐怖
网络的组成部分，这个网络里
有很多人——可能多达 30 至
40 人——他们也参与了去年
11 月的巴黎恐袭。其中部分人
仍未被捕或被击毙。
据新华社、中国日报报道

立德因抢劫汽车于 2011 年被判
处 5 年监禁。
报道说，哈立德曾用假名在
布鲁塞尔福雷区租下一套公寓。
在这处公寓里，警方在上周的一
场搜捕行动中打死一名武装分
子。正是因为这场搜捕，警方最
终逮捕了巴黎恐怖袭击在逃嫌疑
人萨拉赫·阿卜杜勒-萨拉姆。
此外，哈立德还据信在比利
时南部城市沙勒罗瓦租了另一
套房子，为策划去年 11 月巴黎
恐袭的武装人员提供据点。
目前，布鲁塞尔连环恐怖袭
击共导致至少 31 人死亡、270
人受伤。

事实上，自去年 11 月巴黎恐怖袭击发生以来，作为这场连环
恐袭“准备和组织地点”的比利时已经加强防范，国内警戒级别此
前一直维持较高等级，
时刻提醒民众恐怖袭击
“存在可能”。
严密布防之下，有着“欧洲心脏”之称的布鲁塞尔为何仍成恐
袭发生地？恐袭之后，
比利时又该弥补哪些安全短板？

恐袭前已有风声
事后回顾和分析显示，22
另有美国消息人士透露，
日布鲁塞尔恐袭发生前早有风
巴黎恐袭发生后，美国和比利
声和预警。
时方面认定，类似袭击“非常可
就在 4 天前，巴黎恐怖袭
能”再次发生，但由于缺乏确切
击在逃嫌疑人萨拉赫·阿卜杜
的情报，一直不清楚具体时间
勒-萨拉姆及其 2 名同伙在布
或地点。
鲁塞尔莫伦贝克区被捕。整个
实际上，巴黎恐袭的惨重
追捕行动耗时 4 个多月，这对
教训已经给比利时敲响了警
比利时安全部门来说只能算是
钟，因为比利时正是这场恐袭
一场“迟到的胜利”，威胁远未
的“策源地”，布鲁塞尔莫伦贝
解除，
甚至更加逼近。
克区已成为众多媒体口中的
比利时首相夏尔·米歇尔 “恐怖分子巢穴”。去年 12 月，
20 日 曾 警 告 说 ，比 利 时 面 临
首相米歇尔宣布，将在 2016 年
“一个真正的威胁”。有媒体猜
财政预算中追加 4 亿欧元加强
测，在阿卜杜勒-萨拉姆落网
反恐行动，加强对从叙利亚战
后，他背后的恐怖网络可能发
场回流人员的监控，并拆除传
动袭击，或为报复，或为担心计
播极端思想的宗教场所。
划败露提前动手。

情报短板严重
安全专家普遍认为，政府
机构间相互掣肘、情报机构长
期经费不足、极端思想传播、武
器黑市泛滥等多种复杂因素综
合在一起，已让西欧小国比利
时被恐怖阴影所笼罩，成为欧
洲反恐行动中最薄弱的国家之
一。
22 日恐袭发生后，多家媒
体在跟进报道和发声谴责的同
时，也开始反思比利时在安全
方面的疏漏，而其中一个重点
就是情报短板。
当前，比利时情报机构仅
有 600 名工作人员，是邻国荷
兰的三分之一。比利时虽然在
面积和人口上略逊于荷兰，但
显然面临更大的恐怖威胁，尤
其是比利时有更多人前往叙利
亚、伊拉克等国作战。
根据美国和欧洲官员估

计，如果对一名嫌疑人进行全
天 24 小时秘密监控，需要 36
名情报人员。即便是人手充足
的英国军情五处，在特定时间
内也只能监控有限的嫌疑人。
阿兰·怀南特斯 2006 年至
2014 年担任比利时情报机构
负责人。按照他的说法，比利
时利用现代技术获得情报的时
间不长，在欧洲属于最晚的国
家之一。
首相米歇尔也承认情报工
作有待改进，
但即便紧急增加经
费，
可能难以起到立竿见影的效
果。何况，同其他国家相比，比
利时还长期存在条块分割管理
的难题。比利时联邦政府与地
方当局协调不够通畅，
北部弗拉
芒语区与南部法语区长期对立，
使得政府无暇顾及极端势力，
为
其滋长提供了空间。

移民难以融入

与巴黎恐袭有直接关联
范莱乌同时表示，调查人员
在一处垃圾桶内发现了卜拉欣
的遗言。这段遗言保存在一个
笔记本电脑中。其中写道，他
“很着急，没有安全感，不知该躲
到哪里，不想像他一样在监狱里
度过余生”。
调查人员分析，这段话中提
及的“他”指的是上周刚刚被捕
的巴黎恐袭嫌疑人萨拉赫·阿卜
杜勒-萨拉姆。
比利时媒体报道，巴克拉维
兄弟都有犯罪前科，但此前没有
被警方列入涉恐人员清单。卜
拉欣曾因抢劫和枪击警察在
2010 年 10 月被判 9 年监禁。哈

严防之下
布鲁塞尔为何仍遭袭

遭袭后的机场

比利时是一个接纳移民较
组织的影响，易受蛊惑产生极
早、移民人数较多的国家，一战
端思想。而当地社会的就业歧
后经历过多次移民潮，全国人
视使得穆斯林年轻人失业率
口的近一半是移民或其后代。 高，对现实易产生不满。在比
很多外来移民并未真正融入比
利时一些地区，年轻人失业率
利时当地社会，他们通常聚居
高达 40%。
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形成
比利时皇家国际关系学会
自己的社区，
相对封闭和独立。 反恐专家里特·科尔塞特认为，
比如被称为“恐怖分子巢 “由于难以融入一个充满敌意
穴”的莫伦贝克区，虽然这里距
的社会，他们（移民）寻找其他
离欧盟总部区域只有数公里， 能够融入的组织”，这给犯罪团
但堪称“另一个世界”。媒体报
伙或恐怖组织以可乘之机。
道，过去 4 个多月，巴黎恐袭嫌
恐袭发生后，比利时政府
疑人阿卜杜勒-萨拉姆一直躲
短期内势必出台更多安全措
藏在这一区域，被家人、朋友或
施，以防范和粉碎恐袭阴谋，但
同伙藏匿。
要从根本上消除恐怖主义威
和法国一样，在比利时移
胁，弥补安全方面的明显短板，
民中，来自西亚北非地区的移
仍面临诸多挑战。
民较多。部分人由于宗教激进
新华社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