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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亚岛国斯里兰卡发生的连环爆炸袭击
事件震惊国际社会。截至23日，遇难人数已升
至320多人，其中包括数十名外国公民，另有
500多人受伤。这是自美国“9·11”事件以来，人
类所遭遇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之一。23
日，斯里兰卡为遇难者举行全国哀悼。斯国防
部长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这次袭击事件是极
端分子对上月新西兰清真寺枪击案的报复。当
天“伊斯兰国”（IS）首次就事件发声，宣称“IS
的战士”制造了这次袭击。斯里兰卡正沉浸在
悲痛之中，一个巨大的疑惑则在斯国内和国际
舆论场不断被问起：既然斯里兰卡安全部门早
就收到可能发生恐怖袭击的情报和警告，为何
没能阻止这场悲剧？从新西兰到斯里兰卡，惨
痛的血腥事件也向全世界警示着极端主义、恐
怖主义的危害。

对新西兰枪击案的对新西兰枪击案的““报复报复””
23日，斯里兰卡举行全国哀悼，悼念连环

爆炸袭击中遇难的人们。哀悼活动从上午8
时30分开始，这正是21日上午接连6起连环
爆炸中第一起爆炸发生的时间。斯里兰卡政
府大楼降半旗致哀，人们低头默哀 3 分钟。
斯总理维克拉马辛哈在推特上写道：“今天，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为在复活节失去的无辜
生命哀悼……作为斯里兰卡人，面对这场无
以言表的悲剧，我们必须保持团结。”

据路透社报道，斯里兰卡国防部长维杰
瓦德纳23日下午表示，爆炸造成的死亡人数
已经上升至 321 人，其中包括 38 名外国人。
他还表示，初步调查发现，21日的爆炸袭击是
极端分子对上个月发生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
奇市清真寺枪击案的报复。上月15日，由澳
大利亚极端白人种族主义者在新西兰发动的
清真寺枪击案导致50人死亡。

斯里兰卡警方发言人23日表示，目前已
经抓捕 40 名与自杀式连环爆炸袭击有关的
嫌疑人。有消息称，其中1人来自叙利亚。目
前，斯里兰卡方面把矛头主要指向国内一个名
为“全国认主学大会组织”（NTJ）的宗教极端
组织。法新社报道称，斯政府发言人塞纳拉特
纳说，调查人员正在寻找线索，以确定NTJ是
否得到“国际势力支持”，因为这样一个“小组
织”不可能实施如此规模的协调一致的自杀
式袭击。

23日晚些时候，IS通过其宣传机构“阿玛
克通讯社”宣布对爆炸事件负责，称那些在斯
里兰卡实施袭击的人是“IS 的战士”。英国

《卫报》称，IS并没有给出证据，近年该组织多
次做出虚假“认领”。不过，也有专家表示，3
座教堂和3家高档酒店同时受到自杀式爆炸
袭击带有IS袭击的特征。此后，IS又发布了一
张有8个人的照片，称他们制造了这次袭击。
8人中7个人蒙着面，另一人拿着突击步枪。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3日称，两名了解
情报的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已确定袭击案中
一名重要恐怖分子的身份，并初步断定此人
与包括IS在内的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有联系。
其中一名官员还表示，这是美国得出此次袭
击是受IS煽动的早期结论的重要原因，目前
美国正试图弄清IS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
袭击。《印度斯坦时报》等媒体则披露，印度情
报部门认为，NTJ可能与“基地”组织有联系。

斯里兰卡媒体23日还曝光了遇袭教堂之
一圣塞巴斯蒂安教堂爆炸当天的监控视频。监
控画面显示，爆炸发生前，一名年轻蓄须男性背
着大的双肩包匆匆进入教堂，教堂中坐满了人，
很快炸弹被引爆。仅在该教堂就至少有110人
死亡。

情报部门的失败情报部门的失败？？
关注事件进展的同时，舆论也在反思和质

疑：斯安全部门此前就收到袭击警报，为何还是
发生如此规模巨大的灾难？法新社23日称，斯

里兰卡议会于周二举行袭击事件以来的首次会
议，人们对爆炸事件是否可以避免存在争议。斯
警方4月11日曾警告，一个“外国情报机构”通
报，NTJ计划对教堂发动自杀式袭击。有关官员
正在调查为什么没有采取更多防范措施。斯政
府发言人说，这一警告并没有报告给总理维克
拉马辛哈。

“早在4月4日，国际情报机构就已多次
发出警告，包括美国和印度情报部门；4月9
日，国防部长写给警察总监的机密信件中，提
及NTJ这个团体的名称；4月11日，警察总监
通报给司法与外交安全部门中掌管安全事务
的首长……”“德国之声”23日引述斯政府发
言人塞纳拉特纳的话这样描述情报预警流通
的经过。文章称，总理维克拉马辛哈与他的
内阁直到爆炸发生之后才得知相关情报。去
年10月，总统西里塞纳曾解除维克拉马辛哈
的总理职务，虽然之后最高法院扭转了这项
决定，但总理至今仍不能参加国防委员会会
议。而事发当时，总统本人正在国外。

《纽约时报》23日称，一份机密安全备忘
录甚至将部分嫌疑人的信息列了出来，包括
姓名、地址、电话号码等。多名部长敦促警察
总监贾亚孙达拉辞职。城市规划部长哈基姆
说：“我们对所发生的一切感到羞耻，如果已

经知道涉案人员的姓名，为什么不逮捕他
们？”他还称，这次袭击是“情报部门的巨大
失败”。

面对外界的质疑声音，斯总统高级顾问
拉克提拉卡否认有任何安全漏洞。他说，“每
个人都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这类警报不
时出现，即使是美国或其他国家也不会试图
让人们感到恐慌”。拉克提拉卡表示，总统已
经任命由最高法院法官牵头的特别委员会
来调查此事。斯里兰卡《每日镜报》援引国防
部官员费尔南多的话说，情报没有表明可能
袭击的规模，显示的只是孤立的暴力事件。
此外，在国家没有进入紧急状态的情况下，
只能寄希望于警察。

恐怖主义恐怖主义，，全世界的危害全世界的危害
鲜为人知的本地极端组织，在国际恐怖

组织的帮助下，发起致命的袭击……这是目
前为止斯里兰卡连环爆炸案呈现出的轮廓，
它给斯里兰卡造成巨大创伤，也再次提醒人
们恐怖主义对全人类的危害。

英国广播公司称，尽管与全球“圣战”组
织的联系尚不清楚，但袭击者选择大型豪华
酒店和基督徒作为目标，加上行动的复杂性，
显示当地激进主义受到全球恐怖组织网络影
响的推断是合理的。最新暴行的残忍无情与老
练手法表明，斯里兰卡安全部队将面临挑战。
斯里兰卡公众最不愿意看到的，是更多的暴力
和相互指责。

“新战线，旧伤口”，半岛电视台称，对许
多人来说，斯里兰卡复活节发生的袭击让他
们回想起了 10 年前结束的那场漫长的种族
战争。暴力可能加剧根深蒂固的种族和宗教
裂痕，加剧紧张局势，并可能助长更多暴力。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3日表示，斯里兰卡
爆炸袭击遇难者中至少有 45 名儿童。据外
媒报道，孟加拉国总理的一个8岁亲戚在爆
炸袭击中遇难。据初步统计显示，遇难的外
国人至少来自英国、印度、美国、中国等12个
国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 23 日在记者
会上介绍，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1名中国
公民在事件中不幸遇难，5 名中国公民失
联。另外有5名受伤的中国公民正在当地医
院接受救治，其中2人伤势较重。耿爽还表
示：“我愿再次强调，我们愿同包括斯里兰
卡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加强反恐合作，共
同维护地区及世界的和平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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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热线：6117648 6117649 24小时：18935588489 18935589085
报名地址：新华百货超市一楼4号铺面

北京天津单飞/双飞6日游 5月1/7/9/11/13日 派全陪含送机 2100元/人起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双飞6日游 4月28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1600元/人
昆明大理丽江西双版纳四飞8日游 5月1/3/5/6/7/8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2880元/人
张家界袁家界黄龙洞天门山凤凰古城双飞6日游 4月29日/5月1/6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2750元/人
厦门鼓浪屿曾厝垵土楼武夷山双飞9日游 4月27日5月7/14/21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2500元/人
贵阳桂林双飞8日 4月29日/5月7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3100元/人起
沙坡头通湖草原金沙岛花海两日游 4月27日/5月1/2/3日 派全陪 580元/人
庐山井冈山三清山景德镇婺源双飞8日游 5月9/16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3900元/人
青岛烟台蓬莱威海大连双飞6日游 4月25日/5月1日 派全陪含接送机 1800元/人起

十九年海天旅行社
L-QH-00032 24小时特价咨询6111116 13897252544
北京+天津双飞6日2180元（4月21/24/27/28）青岛/大连双飞6日（4月28日）1680元
厦门/武夷山/鼓浪屿/土楼/南昌双飞8日 4月23/25/30日 1499元
云南/大理/丽江/版纳四飞8日3180元（4月25/28/29） 5月1.3.5日2980元
上海/南京/苏州/杭州/无锡双飞6日（一价全含）1800元（4月24/26/28）
贵州双飞6日2480元+桂林9日2980元 西安双动4日 1480元
张家界/玻璃栈道/凤凰古城双飞6日（一价全含）2880元（4月24/29/5月1）
四川成都双卧6日纯玩1880元 重庆三峡7日游1980元
重庆+贵州双飞7日游1499元 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双飞7日游2580元
宁夏沙坡头/通湖草原2日游580元 新疆/天山/天池/喀纳斯湖8日游2280元
更多省外路线及省内周边游电话咨询 所有线路均上门接送带全陪
总社地址；城西区五岔路口燃气公司旁21世纪大厦13楼城北；【小桥医院】
向北十字路口农行对面5506386 湟中；县广电局门口0971-2229011
节假日正常营业/可上门服务/赠送双肩包

大型夕阳红旅游包列、专列走进青海

百事通旅游金旅商务东稍门店报名地址：东稍门路北公交车站旁 咨询电话：13209788049 0971-7733559 13086268211

1、广州、深圳、珠海、香港、珠港澳大桥、澳门、桂林、阳朔、韶山、花明
楼空调品质包列13日 报名截止时间5月5日
上铺：2480元 中铺：2780元 下铺：3080元 5月20日发团
2、东北六省--山海关、北戴河、哈尔滨、大同云冈石窟、海拉尔满洲
里、呼伦贝尔、长白山、沈阳环游专列13日 报名截止时间5月20日
上铺：2480元 中铺：2780元 下铺：3080元 5月25日发团

L-QH00110

青海省华夏国际旅行社
中国著名旅游品牌 全国110家连锁 诚信企业 十佳旅行社

1.昆明/大理/丽江/沙甸/西双版纳四飞八日游 3280元 特色餐团双飞十日 3680元
2.长沙/韶山/张家界/凤凰古城双卧八日游2280元 双飞六日 2380元
3.青岛/大连/烟台/威海/日照/蓬莱双飞六日游 1980元 特色餐团双飞六日 1980元
4.贵州双飞六日游 2280元 +桂林八日2980元 特色餐团双飞六日 3380元
5.乌鲁木齐/白沙湖/五彩滩/喀纳斯/吐鲁番/天山天池双飞八日游 2480元
6.南京/上海/无锡/苏州/杭州双飞六日游1980元 特色餐团双飞六日 2980元
7.厦门/武夷山/集美/鼓浪屿/土楼双飞八日游 2700元 “0”购物纯玩 3680元
8.三亚双飞六日游 2580元 特色餐团双飞六日3380元 海南北海桂林双飞十日 3180元
9.北京+天津双飞六日游2280元 +华东3380元 西安双动四日 1480元
10.成都/乐山/峨眉山/都江堰/青城山双卧六日游1880元 重庆+三峡双卧七日 2980元
11.桂林双飞六日1999元 特色餐团双飞六日 2980元
12.西藏双卧九日游 2880元 青海湖品质一日游220元 青海湖/茶卡盐湖二日游 540元
报名热线: 0971—8122555 8110222 13109739999（夜间）网址：www.qh57.com
报名地址：西宁市城东区西宁大厦对面黄河源假日饭店大厅

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青海新梦想国际旅行社
许可证号L—QH00254

本公司免费上门服务 报名电话：18997272605 18935525172

地址：长江路103号山水国际1号楼1单元17楼1171室

老年团(60岁以上）—包船（涉外5星）长江三峡+武汉+庐山+黄山双卧11日游(5月 14/24) 3480元/起
北京/天津双飞6日游(5月7/9/11/13) 2380元/人 云南/丽江/版纳四飞8日游(5月1/2/4/5) 2980元/人
醉美江西/井冈山双飞7日(天天发) 3480元/人 醉美桂林+贵州双飞9日游（5月9/14/18) 3380元/人
醉美厦门/土楼双飞8日游(天天发） 3780元/人 华东五市双飞6日游（5月1/4/8/9/11) 2480元/人
醉美贵州双飞6日游(天天发） 纯玩 3080元/人 厦门/鼓浪屿/土楼双飞 6日游(天天发) 2780元/人
青岛/大连双飞6日游（5月6/10/13/17） 2280元/人 玩美张家界双飞6日游（5月8/15/29) 2980元/人
官鹅沟汽车3日游（5月1/2/3/10/17） 780元/人 宁夏/沙湖/影视城/沙漠徒步双卧4日游 1380元/人

注：更多线路请来电咨询！

现代国旅 国家旅游局特许经营出境游组团社
青海省旅行社综合业绩排序前十名单位

国内游精品线路咨询电话：0971-8246007 18997266165
★“夕阳红”北京双卧7日游 2180元
★“夕阳红”山西+皇城相府 壶口瀑布双动8日游 2880元
★“夕阳红”昆明 大理 丽江西双版纳双卧14日游 3180元
★“夕阳红”华东五市+扬州 镇江 绍兴宁波 舟山普陀山双卧10日游 2880元
★“夕阳红”安徽全线(三河古镇 宏村九华山 黄山)双卧9日游 2980元
★“俏夕阳”青岛 威海 大连双飞6日游 2380元 +北京单飞10日游 3280元
★郑州 郭亮村 南坪村 云台山“深度”双卧8日游 2880元
★海南双飞6日游 2980元 +北海桂林双飞10日游 3180元
★贵阳双飞6日游 2980元 +桂林双飞双动8日游 3280元
★张家界 十里画廊 天门山 黄龙洞 凤凰古城 湘西苗寨双飞6日游 2880元
★厦门 鼓浪屿 永定土楼双飞6日游3280元 +武夷山双飞7日游 3980元

出境旅游精品线路咨询电话0971- 8246777 18997265365
★日本本州8日游 6680元
★韩国首尔济州岛8日游 4780元
★韩国首尔济州岛+日本本州10日游 9800元
★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12日游 4980元
★曼谷芭提雅普吉岛10日游 5999元
★清迈+清莱+普吉岛10日游 5980元
★越南柬埔寨双卧双飞15日游 4880元
★南非克鲁格花园大道10日游 13900元
★土耳其12日游 8680元 +埃及18日游11800元
★澳大利亚 新西兰墨尔本12日游 9800元
★美国东西海岸+夏威夷+大瀑布16日游 17800元
★荷兰+德国 法国 意大利瑞士14日游 14800元
★英国+爱尔兰12日游 16900元 +16日深度游 19800元
★俄罗斯9日游 6980元 +北欧四国+爱沙尼亚13日游 13800元

另备多条出境邮轮、海岛蜜月亲子游，国内旅游线路，欢迎来电咨询!
总公司地址：西宁市北大街商贸大厦七楼（一楼门市）总公司：0971-8243629 8246007 海湖新区0971-5113308 湟中0971-2234599 2299255 通海十字0971-2215889
南 川 东 路 0971-4325033 城 西 0971-6182817 湟 源 0971-2435192 大 通 0971-2828432 互 助 0972-8395866 民 和 0972-8517376 乐 都 0972-8631111

旅游咨询电话：0971-8243031 18997263361 18997263365
“夕阳红”港澳湘桂“5月8日”“空调”包列火热报名中（独家安排赤柱）

广州 深圳珠海 香港 港珠澳大桥澳门 桂林 阳朔韶山 花明楼夕阳红空调包列13日游 2580元/起

“夕阳红”东北、俄罗斯“5月8日，26日”非空专列火热报名中
A线：山海关北戴河 哈尔滨 漠河北极村 海拉尔 满洲里呼伦贝尔大草原 长白山 沈阳专列15日环游 2580元/起
B线：山海关北戴河 哈尔滨 牡丹江镜泊湖 绥芬河 俄罗斯海参崴 延吉珲春长白山 沈阳专列15日环游3380元/起

L-QH-CJ00009

青藏甘肃宁夏旅游线路：0971-8241777 18997263126
★嘉峪关方特双动2日游 950元
★张掖水上乐园2日游 520元
★敦煌莫高窟/月、鸣/嘉峪关双动3日游 1530元
★敦煌莫高窟/月、鸣/嘉峪关/张掖双动4日游 1750元
★青海湖/茶卡盐湖/甘肃敦煌/嘉峪关/张掖/祁连大环线汽车7日游 2580元
★宁夏沙湖/影视城/中卫沙坡头双卧4日游 1180元
+西夏王陵5日游 1500元
★西藏布达拉宫/大昭寺/纳木错/林芝双卧9日 3050元
+日喀则11日游 4230元
★新疆天池/吐鲁番/坎儿井/火焰山/葡萄庄园/库木塔格沙漠 双动5日游 2750元

44月月2323日日，，在斯里兰卡尼甘布在斯里兰卡尼甘布，，一名男子在爆一名男子在爆
炸袭击遇难者的墓前哭泣炸袭击遇难者的墓前哭泣。。 新华社新华社//美联美联

伊斯兰国“认领”斯里兰卡恐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