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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袭击发生后，波兰、斯洛伐克等国
担心难民潮伴随“安全风险”。 一些人呼吁
抵制叙利亚等国难民进入欧洲， 主张欧盟
以及申根国家加强彼此间的边境管控。

对此， 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
克 15 日提醒欧盟各国要 “慎重考虑”，不
要屈服于巴黎恐怖袭击发生后的最初情绪
反应中。

容克眼下正在土耳其参加二十国集团
（G20）领导人峰会。 他告诉媒体记者：“那
些组织、实施袭击的人，正是（中东）难民
试图逃离躲避的人。 ”

“我们不应把前来欧洲的不同种类的
人混为一谈……袭击者是罪犯， 而不是难
民，也不是寻求避难者。 ”他说。

容克认为， 欧盟各国先前达成的安置
16 万难民方案仍应被遵行，“我知道难度
很大， 但是我认为没有必要改变基本方
案”。

德国内政部长托马斯·德迈齐埃 14 日
也呼吁，“不要仓促把（巴黎恐怖袭击）与
当前难民情况扯上关系”。

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表示，
欧盟将呼吁二十国集团达成难民危机协调
应对方案，“团结一致应当是我们作出决
策的关键”。

谈及申根国家公民可以免签证通行的
制度，容克 15 日表示，申根制度不会受到
动摇。 “申根制度面临威胁， 但不是来自
（巴黎恐怖）袭击，而是由于边境管控缺乏
效率”。

8人中， 唯一活命在逃的是
萨拉赫·阿卜杜勒·萨拉姆。 阿
卜杜勒·萨拉姆现年 26 岁，居
住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郊区
莫伦贝克。 他据信以自己名义
在比利时租了至少两辆汽车，
流窜到巴黎后作案。

巴黎恐袭发生数小时后，
阿卜杜勒·萨拉姆出现在法国
与比利时边境地区。 法国警察
拦下他乘坐的汽车， 盘问并查
看身份证件后，将他放行。

英国《泰晤士报》报道，
警察拦车时，车内坐的除了阿
卜杜勒·萨拉姆，还有另外两
人。 这两人目前已经被捕。

阿卜杜勒·萨拉姆的哥
哥易卜拉欣， 现年 31 岁，
在巴黎伏尔泰大街引爆自
杀式炸弹背心身亡。 他的
另外一名兄弟默罕默德
已被比利时警察抓捕，
不清楚后者是否参与
了巴黎恐怖袭击。

根据法国警方最新调查，实施 13 日晚巴黎系列恐怖袭击的 8 名恐怖分子
中，至少 3 人是法国公民，其中包括一名土生土长的巴黎人，还有一对亲兄
弟；至少一人可能以难民身份进入欧洲，有人可能在叙利亚受过训，是回流
的“圣战分子”。

这 8 人中，7 人已经在袭击中毙命，另外一人在逃，目前下落不明。法国
和比利时警方已经对他发布逮捕令。 此外，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警方还
在搜捕另一名可能没有实施袭击、但与案件相关的恐怖嫌疑人。 警方尚无
法确定是否还有其他恐怖分子卷入这起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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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巴黎恐袭凶手

他们是谁？

断指穆斯塔法伊
奥马尔·伊斯梅尔·穆斯塔法伊

是法国警方认定的第一个恐怖分子。
他有一根手指残缺，警方根据在巴塔
克兰剧院袭击现场找到的尸首，确认
他的身份。

穆斯塔法伊现年 29 岁， 出生于
巴黎南郊库尔库罗讷，父亲是阿尔及
利亚人，母亲是葡萄牙人。 他们一家
一直居住在库尔库罗讷，2012 年搬至
附近的沙特尔镇。

穆斯塔法伊曾在当地一家蛋糕
店工作过。 他有 8 起犯罪记录 ，但
都是无证驾驶之类的轻微罪行，在
13 日前，从未牵扯进恐怖组织或遭

到调查。
巴黎检察官弗朗索瓦·莫林说，

安全部门 2010 年时认为穆斯塔法
伊已经变得极端化， 并把他列为
“高优先级监控目标”。

安全部门怀疑，穆斯塔法伊
2013 年冬天曾赴叙利亚接受极
端分子的培训， 返回法国前可
能在叙利亚打过仗。

穆斯塔法伊 13 日晚在巴
塔克兰剧院行凶后引爆炸弹
背心自杀。 法国警方目前已
经拘捕穆斯塔法伊的 7 名
亲人。

比利时三兄弟

20岁的哈德菲
身份已查明的恐怖分

子中，最年轻的是 20 岁的
比拉勒·哈德菲。 《华盛顿

邮报》报道，哈德菲也住
在比利时，曾在叙与“伊
斯兰国”成员并肩作战。

拿叙利亚护照的难民
法国警方在一名袭击者尸体旁找到一本叙利亚

护照。护照持有者名叫艾哈迈德·默罕默德，现年 25
岁，他的指纹信息显示，他上月曾在多个欧洲国家
登记为难民。

希腊当局 14 日说， 默罕默德 10 月 3 日在希
腊莱罗斯岛登记为难民。 他是 70 名乘坐小船从
土耳其抵达希腊的难民中一员。

塞尔维亚当局 15 日证实， 抵达希腊几天
后，默罕默德在一处从马其顿通往塞尔维亚的
边境口岸登记为难民。

克罗地亚内政部一名女发言人则说，这名
男子 10 月 8 日在奥帕托瓦茨难民营被登记，
他从那里入境匈牙利，之后前往奥地利。

之前媒体报道，另一名毙命的恐怖分子
也是混入难民、经希腊进入欧洲的。 这一说
法后来遭到希腊官方否认。

此外，一名知情人士告诉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CNN）记者，调查人员还发现
了一本据信属于另一名袭击者的埃及护
照。

眼下无法判断这些护照的真伪。 恐
怖分子可能使用假护照或他人护照掩
盖自己的真实身份。法国《世界报》报
道，一些官员暗示，恐怖分子手中的
护照很可能是假的。

法国警方眼下仍在查证其他恐
怖分子的身份。巴黎 13 日晚遭遇系
列恐怖袭击， 遇袭地点至少 6 处，
导致至少 129 人死亡 、352 人受
伤。

一本护照引发的调查
法国巴黎系

列恐怖袭击发生后，
在巴黎北郊法兰西体育场

附近的袭击现场， 警方在一
名袭击者的尸体旁发现一本
叙利亚护照。 15 日，根据调
查显示， 这本护照的持有
者上月曾在多个欧洲国

家登记为难民。

方案不变方案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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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当局 14 日说，持

有这本护照的男子 10 月 3
日在希腊莱罗斯岛登记为
难民。他是 70 名乘坐小船从
土耳其抵达希腊的难民中一
员。

塞尔维亚当局 15 日证
实， 这名男子姓名的首字母为
A·A，抵达希腊几天后，他在一
处从马其顿通往塞尔维亚的边
境口岸登记为难民。

“法国安全部门感兴趣的一
名恐怖嫌疑人 A·A 今年 10 月 7
日在普雷舍沃边境口岸注册登记，
在那里他正式申请避难。 ”塞尔维
亚内政部在一份声明中说，“经检查
确认， 他的详细资料与 10 月 3 日在
希腊被识别出的那人相匹配。 国际刑
警组织没有对这个人发出通缉令。 ”

克罗地亚内政部一名女发言人则
说， 这名男子 10 月 8 日在奥帕托瓦茨
难民营被登记， 他从那里入境匈牙利，
之后前往奥地利。

“登记时，没有关于他的（警方）记
录。 ”这名女发言人说，“无论如何，我们
没有理由阻止他。 ”

对此，奥地利内政部发言人卡尔·海因

茨·格伦德伯克说， 断言这名嫌疑人过境奥
地利 “没有确切依据……根据最新信息，这
只是推测”。

法新社评述，关于这名枪手难民身份的
信息意义重大，因为如果最终证实巴黎袭击
案的一名或多名枪手是以难民身份进入欧
洲，可能会改变欧洲目前关于接受难民的政
治讨论。

不过，调查人员仍在确认这本护照的真
伪以及它是否属于其中的一名袭击者。

另外，一名了解调查进展的人士告诉美
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调查人员还发现了
一本据信属于另一名袭击者的埃及护照。
“很有可能这些护照是假的。 ”他说。

法国警察“放跑”恐怖分子?
巴黎系列恐怖袭击中，7 名

恐怖分子毙命，至少 1 人逃亡。多
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法国官员证
实，这名在逃恐怖分子在法国与比
利时边境曾被警方拦下盘问 ，但

“不知为何”，没被逮捕，反被放行。
此人目前下落不明。

谁是第八人？

法国和比利时警方已对这名恐怖
分子发出逮捕令。 这名恐怖分子名叫萨
拉赫·阿卜杜勒·萨拉姆， 现年 26 岁，居
住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

法国警方掌握的线索表明， 阿卜杜
勒·萨拉姆在比利时租用至少两辆汽车，前
往巴黎后， 于 13 日晚与同伙在巴黎多处地
点发动袭击。 他的 4 名同伙引爆炸弹背心自
杀，另有 3 人在与警方对峙中死亡。

调查显示， 恐怖分子分 3 个小组分头行
事。 第一个小组至少 3 人，在法兰西体育场外
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 第二个小组至少 3 人，
在巴塔克兰剧院劫持人质，杀死近百人，在与警
方对峙中身亡；第三个小组至少两人，袭击目标
为餐馆和酒吧，在一个地方作案后驾车流窜到另
一个地方行凶，其中一人引爆炸弹背心自杀，另一
人据信就是阿卜杜勒·萨拉姆。 警方怀疑，阿卜杜
勒·萨拉姆在作案途中下车， 而后乘坐别的车辆逃
离巴黎。

谁的过错？

14 日清晨，阿卜杜勒·萨拉姆出现在法国与比利
时边境。 正在执勤的法国警察将他乘坐的车拦下，进
行例行检查。 车里还有另外两名不明身份的乘客。

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法国官员证实， 警察当时
还查看了阿卜杜勒·萨拉姆的身份证件，但未发现异
常，很快将三人放行。

此时， 距离巴黎系列恐怖袭击发生已经好几个
小时。 法国总统奥朗德已经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加强边境管控，以防恐怖分子逃出法国。 调查人员也
已经查明，停靠在巴塔克兰剧院外、据信是恐怖分子
所驾轿车的租车人就是阿卜杜勒·萨拉姆。

问及当时警察系统内部是否共享这一情报，这
些官员都说：“我不能给出解释。 ”

比利时警方 14 日对外来人口密集的布鲁塞尔
莫伦贝克区展开突袭行动，逮捕多人，其中包括阿卜
杜勒·萨拉姆的一名兄弟。

与阿卜杜勒·萨拉姆同乘一辆车的两名可疑人
员也已被比利时警方逮捕。

法国警方查证，目前已知的 8 名恐怖分子中，至
少有 3 人是法国公民，除阿卜杜勒·萨拉姆外，还包
括他的另外一个兄弟易卜拉欣以及阿尔及利亚裔法
国人奥马尔·伊斯梅尔·穆斯塔法伊， 后两人均引爆
炸弹背心自杀。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 巴黎恐袭涉及的恐怖分子
应该不止 8 人，至少还有一名“炸弹专家”，他负责
组装自杀式炸弹背心和其他武器， 应该不会亲自去
现场“送命”，因为“他的技能太宝贵”。

11月 16 日，
比利时警方在布
鲁塞尔莫伦贝克
区再次展开搜捕
行动， 抓获一名
巴 黎 恐 袭 嫌 疑
人，名叫萨拉赫·
阿卜杜勒·萨拉
姆。

新华社发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特稿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特稿

11月 15 日，旅居休斯敦的法国侨社近
千人在休斯敦的山姆·休斯敦公园集会，悼
念巴黎系列恐怖袭击中的遇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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