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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是法国国庆日。为庆祝阿尔及利亚国家
足球队闯入非洲国家杯足球赛决赛，一些身处法
国的球迷欣喜若狂、得意忘形，乃至制造骚乱、破
坏治安，甚至与警察冲突，促使法国警方逮捕 200
多人。

乐极生悲
非洲杯足球赛半决赛 14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举

行，阿尔及利亚队击败尼日利亚队，晋级决赛。这
一消息令不少身处法国的阿尔及利亚队球迷兴奋
不已。

法国曾经殖民统治阿尔及利亚。法国国内有
不少阿尔及利亚移民。

法国内政部确认，282人 14日晚因骚乱落网，
“绝大多数”是足球流氓，其中一些人在庆祝国庆
日的场合遭逮捕。

一些球迷和警察在法国首都巴黎香榭丽舍大
街发生冲突，大约 50 人被捕。法新社 15 日报道，
这条知名大道当天早晨随处可见破损的自行车和
电动车。

巴黎警方说，非洲杯半决赛以后，大约 200 人
因危险驾驶受到处罚。

马赛和里昂发生类似骚乱。在南部城市马
赛，警方试图阻止球迷在老港口庆祝。一些人避
开警方，在一处历史遗迹附近乱扔东西，遭警方阻
止，后与警察发生冲突，致 8名警察受轻伤。在东
部城市里昂，20多辆汽车一夜间遭焚毁。

并非首次
阿尔及利亚足球队参加国际比赛，不时触发

移居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球迷骚乱。
2014 年巴西足球世界杯比赛期间，一些阿尔

及利亚球迷庆祝球队晋级时发生骚乱，促使法国
多座城市在阿尔及利亚队比赛以前部署更多警
力。

阿尔及利亚队本月 11 日晋级非洲杯半决赛，
法国境内 44 人因破坏治安遭逮捕。一些足球流
氓在巴黎抢劫商店。在南部城市蒙彼利埃，一名
球迷得意忘形、开快车并且失去对车辆的控制，导
致车辆撞上行人，致死一名女子、重伤她的孩子。

持反移民立场的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发
言人塞巴斯蒂安·舍尼说，国庆日骚乱令法国“蒙
羞”，“他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噩梦，无论阿尔及利
亚足球队什么时候比赛，都会招致麻烦”。

新华社特稿

鲍里斯·约翰逊和杰里米·亨特都
批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 4 名
少数族裔美国国会女议员的言论；都
认为应取消现有“脱欧”协议中关联北
爱尔兰边界问题的“备份安排”，且英
国议会不应阻挠可能发生的“无协议
脱欧”。

批特朗普
辩论由英国《太阳报》和谈话广播

电台主办、《太阳报》时政新闻编辑汤
姆·牛顿·邓恩主持，是约翰逊和亨特
在党首选举结果 23 日揭晓前的最后
一场一对一辩论。

但按照《太阳报》的说法，两人把
对决变成“谈情说爱的聚会”，在主持
人邓恩眼皮底下“爆发和谐”。

就美国共和党籍总统特朗普 14
日和 15 日接连“炮轰”亚历山德里娅·
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等 4 名民主党籍
少数族裔女议员，说她们“憎恨”美国、
应回到“完全破败、犯罪猖獗”的祖籍
国，且“不少人对她们及其可怕恶心行
为生气”等，约翰逊和亨特都予以批
驳。

约翰逊说，特朗普言论“在一个现
代多种族国家完全不可接受”，作为

“多种族、多元文化社会领袖”，“根本
不能用那类语言谈及把人们送回祖籍
国”。而娶了中国妻子的亨特说，如果
有人对他的三个子女说同样的话，他
会“彻底震惊”，“那完全不是英国作
风”。

然而，当主持人邓恩追问是否认
同特朗普言论涉嫌种族歧视时，两人
都不愿作肯定答复。

重谈“脱欧”
《太阳报》报道，持续数周“激烈冲

突”后，亨特 15 日晚多次重申他“同意
鲍里斯”的观点，而约翰逊则称赞亨特
就英国“脱欧”后的未来变得更为乐
观。两人同意在相位之争结束后一起
喝酒。

就“脱欧”关键议题，两人认同不
需要用“脱欧”协议中的“备份安排”保
护北爱尔兰地区边界。

路透社报道，定于下周就任的英
国新首相需要说服欧盟放弃先前立
场，重新谈判与离任首相特雷莎·梅达

成的“脱欧”协议，否则可能让英国因
混乱“脱欧”而陷入经济不确定性。

“备份安排”旨在避免北爱尔兰地
区与爱尔兰之间恢复“硬边界”，即重
新设置实体海关和边防检查设施；作
为保险兜底政策，不设期限、不允许单
边退出。相关条款是导致“脱欧”协议
三次遭英国议会下院否决的重要原因
之一，也致使特雷莎·梅提前让出党首
和首相位置。

约翰逊和亨特认为，即便加上时
间限制，也无法接受“备份安排”，主
张与欧盟重新谈判协议。尽管两人
就是否必须在 10 月 31 日如期“脱欧”
仍有细微分歧，但依据亨特所言，两
人“都希望议会不会阻止‘无协议脱
欧’”。

亨特呼吁议员们不要排除“无协
议脱欧”选项，说这是议会能做的“最
危险和具有破坏性的事情之一”，因为
政府无法控制议会行动。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两人都认为
可能与美国达成“脱欧”后贸易协议，
但预期谈判过程十分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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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金融监管局 15日证实，西西里区维多
利亚镇警察局多年来向一个关联黑手党的家族
交房租。

意大利《共和国报》早些时候报道，维多利亚
镇警察局每年向卢卡斯家族支付 10.5万欧元（约
合 81.3 万元人民币）房租，理由是它所在的建筑
物 2012年由卢卡斯家族获得 50％所有权。

卢卡斯家族在西西里从事汽车和房地产交
易，受到为林齐维洛黑手党团伙洗钱指认。这一
家族 3 名成员涉嫌勾结黑手党，遭到审前拘禁。
意大利金融监管局发言人 15 日说，已经扣押那
栋警局所在的建筑。

西西里区警察局长萨尔瓦托雷·拉罗萨告诉
《共和国报》记者，建筑物 2012 年易主时，区政府
不清楚卢卡斯家族关联黑手党。他说，维多利亚
镇警局将搬家，已经准备数月，将加快推进。

新华社特稿

找目标
特朗普 14 日在社交媒体“推特”

发布多条文字，声称四名民主党籍议
员如果不喜欢美国，就应该回到她们

“完全破败、犯罪猖獗”的来源国。
特朗普没有点出四名议员的姓

名，但依照媒体报道，四人分别是纽约
州联邦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
奥·科尔特斯、明尼苏达州联邦众议员
伊尔汉·奥马尔、马萨诸塞州联邦众议
员阿亚娜·普雷斯利和密歇根州联邦
众议员拉茜达·塔利布。

四人全部是处于第一届任期的少
数族裔女议员，对特朗普政府政策多
持批评态度。她们中三人在美国出
生，另一人 1992 年以索马里难民身份
进入美国。

特朗普 15 日在一场主推“美国制
造”产品的活动中再次“炮轰”四名女
议员。“她们所做的一切就是抱怨，”特
朗普告诉媒体记者，“这些是憎恨我们
国家的人，如果你们在这里不开心，你
们可以离开。”

造分裂
四名女议员当天晚些时候在国会

山举行记者会，予以“回击”。她们说，
特朗普的做法意图“制造分裂，转移公
众对他在移民、医疗和税收领域失败
政策的注意力”。

“缺乏底气的……领导人会拿对
我们国家的忠诚说事儿，”奥卡西奥·
科尔特斯说，“以此避免（他人）挑战并
辩论（政府）政策。”

国会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南希·
佩洛西说，众议院民主党人将表决一
份决议，谴责特朗普的言论。美联社
报道，这份全长 4 页的决议批评特朗
普在“推特”所发文字助长人们对“新
美国人和有色人种的恐惧和仇恨”。

众议院民主党二号人物斯滕尼·
霍耶告诉媒体记者，这份决议最快 16
日提交众议院讨论。

路透社解读，这样一份决议恐怕
会把国会共和党人置于“尴尬境地”，
迫使他们要么投票赞成、要么选择捍
卫特朗普的言论。

谋选举
一些国会共和党人 15 日把批评

矛头对准特朗普。
共和党籍参议员米特·罗姆尼说，

特朗普的言论“具有破坏性和贬低性，
不利于团结，坦白说，非常错误”。

共和党籍非洲裔参议员蒂姆·斯
科特认为，特朗普使用“个人攻击和种
族冒犯的语言，让人无法接受”。

政治分析师说，特朗普的言论一
方面着眼于巩固自身选举基本盘；另
一方面意图在政治对手中间挑起种族
紧张和分裂，变相给对方“贴标签”。

戴维·阿克塞尔罗德曾为贝拉克·
奥巴马两次竞选总统充任首席策略
师。他认为，特朗普故意用种族主义
言论提升攻击对象的知名度，意在迫
使民主党出面维护这些人并使后者成
为整个民主党的“标志性人物”。

“这是一个冷酷、强硬的策略，”阿
克塞尔罗德说，“系好你的安全带，随
着（2020 年总统）选举临近，情况只会
越来越糟。” 新华社特稿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 15日确认，执法人员在罗
斯托夫州南部地区捣毁一处恐怖嫌疑人窝点，3
名俄罗斯公民涉案，关联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声明说，3名嫌疑人先前阴谋袭击警察、在人
群密集的公共场所发动恐怖袭击。

执法人员截停窝点头目所乘车辆，那名头目
持自动步枪开火。声明说：“交火过程中，车内不
明爆炸物爆炸，犯罪分子当场死亡。”

上星期，莫斯科地区军事法院判处 7 名塔吉
克斯坦籍“伊斯兰国”成员 15年至 21年监禁。德
新社报道，这伙人落网前试图破坏往返莫斯科和
圣彼得堡之间的高速列车。 新华社特稿

警局竟向黑手党交房租

两百多名足球流氓被捕

捣毁恐怖嫌疑人窝点

气氛融洽

法国

意大利

俄罗斯

英首相候选人最后一辩一团和气

竞逐英国执政
党保守党党首暨下
任首相的两名候选
人 15 日晚投入最后
一 场 辩 论 ，就 脱 离
欧洲联盟等多项议
题 观 点 相 似 ，让 主
办方直呼两人像在

“谈情说爱”。

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对四名民主党
籍少数族裔国会女议
员出言不逊，15日招致
国会民主党人乃至部
分共和党人批评。国
会众议院民主党人打
算本周表决一份决议，

“强烈谴责特朗普的种
族主义言论”。

鲍里斯鲍里斯··约翰逊约翰逊 杰里米杰里米··亨特亨特

言语攻击民主党女议员

特朗普惹众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