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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游客骑行塔吉克斯坦遇袭
造成四死两伤 袭击真凶暂难确定

马来西亚民航局局长辞职

事发地段

马来西亚民航局局长爱兹哈尔丁·阿
卜杜勒·拉赫曼 7月 31日辞职，原因是
马来西亚航空公司 370航班客机安全调
查组前一天发布报告，列举马来西亚空
中交通管制人员不当行为。拉赫曼说，空
管失职不是马航 370失事原因，但他愿
意辞职。马航 370航班失事调查组 30日
在报告中说，无法确定客机失事原因，同
时对航空管理机构提出建议。
引咎辞职

塔吉克斯坦警方 7 月 31 日说， 两天前在首都杜尚别郊区一条乡间道路上袭击
外国游客的凶徒出自一个 3 年前遭取缔的前反对党。“伊斯兰国”7 月 30 日发布声
明，宣称袭击由一支“分遣队”发动，目标是“十字军联盟国家公民”。 这起袭击导致 4
人身亡、两人受伤。

车撞刀刺

依据塔吉克斯坦警方和美国驻塔大
使馆 7月 30日发布的声明，7月 29日下
午，杜尚别以南大约 100公里处当哈拉区
一条乡村道路上，一辆韩国“大宇”牌小轿
车撞向一队正在骑自行车的外国游客，车
内人员随即“下车并持刀捅刺骑手们”。
这队外国骑行客共 7人。4名死者
中，两人是美国公民，另两人国籍为瑞士
和荷兰。一名瑞士人和一名荷兰人受伤，
已住院接受治疗。

荷兰外交部 7月 30日说，遇袭身亡
的荷兰公民 56岁，事发时正与现年 58
岁的伴侣一起骑行。
一名法国游客没有受伤，接受警方
询问。法新社报道，法国大使馆正与塔方
协调安排这名游客回国。
事发路段是当地有名的自行车骑行
路线，连接帕米尔公路。帕米尔公路始建
于苏联时期，穿行几个中亚国家，高山环
绕，风景优美。

真凶是谁

塔吉克斯坦警方 7月 30日逮捕一
名袭击嫌疑人，从嫌疑人身上搜到刀具
和枪支。内务部长拉马宗·拉希姆佐达当
天说，警方正在调查袭击动机的所有可
能性，包括“道路交通事故、谋杀和恐怖
主义”。
警方 7月 31日发表声明，据那名嫌
疑人交代，政府已经取缔的“塔吉克斯坦
伊斯兰复兴党”策划了这场袭击。
警方认定，嫌疑人名为侯赛因·阿卜
杜萨马多夫，现年 33岁，是 7月 29日袭
击游客团伙的头目，作为塔吉克斯坦伊
斯兰复兴党的“活跃成员”，曾在伊朗境内
接受训练，原本打算完成袭击后逃往阿
富汗。
警方说，安全部门已击毙至少四名嫌
疑人，除阿卜杜萨马多夫，另外拘留四名
怀疑与袭击者有关联的嫌疑人。

法新社援引杜尚别地方官员的话报
道，被击毙的嫌疑人包括 21岁的贾法里
丁·优素福夫，是那辆“大宇”轿车的车主。
塔吉克斯坦政府 2015年取缔塔吉
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指认它“策划未遂
政变”。路透社报道，这一组织流亡海外
的领导层否认牵涉政变。
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 7月 31
日先于警方发表声明，向袭击遇难者
家属和所属国家政府表示哀悼，希望
调查结果能够“平息谣言”，暗示它与
袭击无关。
另一方面，根据设在美国的国际恐
怖组织搜索情报集团所提供信息，“伊斯
兰国”7月 30日发布声明，宣称袭击由
一支“分遣队”发动，目标是“十字军联盟
国家公民”。不过，声明没有为佐证这一
说法提供任何证据。

保持警惕

美国国务院 7月 30日发布声明，谴
责这起袭击事件，同时提醒打算赴塔旅
行的美国公民随时关注政府发布的安全
提示。
瑞士外交部发言人西尔维娅·穆勒
说，虽然袭击事件动机不明，瑞士政府发
布的赴塔旅行提示已说明塔境内“存在
发生袭击风险及道路旅行环境不佳”。
“假如最后确定这是一场恐怖袭击，旅行
提示将记录这一情况。”
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马利·拉赫蒙
当天向遇害游客所属国领导人发出唁
电，表达哀悼和慰问。他当天召集执法部
门主管官员开会，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加
强安保。
拉赫蒙今年 3月提醒国内司法、执

法机构，虽然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战
事接近尾声，但“伊斯兰国”等极端、恐怖
组织依然处于活跃状态，不可对恐怖威
胁放松警惕。
塔内务部今年初发布的数据显示，
塔吉克斯坦去年破获超过 1300起涉极
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犯罪案件，抓获加
入“伊斯兰国”等极端和恐怖组织的塔吉
克斯坦籍极端分子 392人。
塔政府先前宣布 2018年为“旅游
年”，以推动旅游经济发展。官方数据
显示，今年前 5个月，访塔游客人数比
去年同期高三倍。袭击事件可能给这
个中亚国家的旅游业带来何种影响，
尚待观察。
据新华社

拉赫曼的辞职声明说，调查组在报告
中认定，马航 370航班失事当天，马来西
亚首都吉隆坡空管人员没有按照常规操
作程序行事，包括发现马航 370航班从
雷达上消失后没有立即启动“应急程序”，
没有持续在雷达显示器上追踪航班信号，
仅仅依靠马航作为运营商提供的信息，以
及没有向空军方面求助。另外，吉隆坡空
管机构与越南胡志明空管机构的联络有
问题。
2014年 3月 8日，从吉隆坡飞往中
国北京的马航 370与地面失去联络，客
机载有 239人。2015年 1月 29日，马来
西亚民航局宣布这架客机失事，推定所有
人员遇难。
“经过深思，带着歉意，我决定辞去马
来西亚民航局长一职，”拉赫曼说，“辞职
决定将在 14天后生效。”
马 来 西 亚 交 通 部 长 陆 兆 福 7月
30日说，就马航 370航班调查组报告
中所列不当行为，马来西亚政府将予
调查并采取措施。议会 将 设 立 委 员
会，研究可能对涉事空管人员采取的
处罚措施。

原因不明

马航 370安全调查组负责人郭师传
7月 30日在记者会上说，调查组无法确
定客机失事原因。
他说，由于缺乏客机主体残骸和飞行
记录仪数据，无法认定客机本身或飞行系
统故障是客机失事原因。
另外，没有证据显示两名飞行员或机
组人员有不正常举止或承受压力，因而无
法推定系他们劫持客机。警方对乘客的
背景审查同样没有发现问题，没有乘客接
受过飞行训练。
郭师传说，不排除“第三方”人为干预
导致客机转向，可能是由某个人将飞行员
劫为人质，但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宣称劫
持马航 370航班，也没有人索要赎金。
郭师传说，这不是关于马航 370的
最终报告。在没有新证据出现的情况下，
调查组不久可能解散。
交通部长陆兆福说，马方不放弃找到
马航 370客机的希望。“我们仍然希望，
当有可信新证据出现时，可以找到答案。”
据新华社

掌掴以军少女有意从政

因掌掴以色列士兵而获称巴勒斯坦
“英雄少女”的阿赫德·塔米米 7月 30日
说，不后悔自己的所作所为，希望能有“政
治前途”。
塔米米当天接受多家国际媒体采访，
说她希望攻读法律专业并成为律师，“传
达祖国和巴勒斯坦民众的声音和信息”。
塔米米现年 17岁，去年 12月在家
门口掌掴两名以色列军人。事发时拍摄
的视频显示，塔米米和母亲、表姐与以军
士兵理论，要求对方离开。塔米米推搡、
掌掴全副武装的以军士兵。
以方当月逮捕塔米米，今年 3月判
处她监禁 8个月，刑期从被捕之日起算。
塔米米上月 29日获释回家。
塔米米说，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去年 12月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
首都后，巴勒斯坦民众每天都会示威并
与以色列军人发生冲突。
“以军士兵过去时常故意去我家附
近，”塔米米说，士兵向她家投掷催泪瓦
斯，全然不顾家中还有一对年迈的夫妇。
“我浑身充溢着强烈的情感，”塔米米回溯
事发经过，
“失望……从内心燃烧出来。”
塔米米所在的奈比·萨利赫村位于约
旦河西岸。过去 8年间，村民每周都会联
合其他国家活动人士在约旦河西岸集会，
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领土。阻碍巴
以和平进程的症结之一是耶路撒冷地

位。以色列 1967年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
占领东耶路撒冷，单方面宣布整个耶路撒
冷为“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巴方要求
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
坦国。
掌掴以军士兵让塔米米成为巴勒斯
坦民众眼中抵抗以色列占领的英雄。塔
米米说，她的生命因入狱“发生巨大改
变”，只是她不后悔。
8个月囚徒生活让塔米米变得“更
专注、敏感”，但没有洗去她作为少女的
天真。获释后，她做的第一件事是去约旦
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一家冰激凌店买冰
激凌。
“监狱里当然没有冰激凌。我非常喜
欢吃。我夏天不想吃饭，愿意早餐、午餐和
晚餐都只吃冰激凌。”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