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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25日表示，
中国政府将同巴基斯坦方面一道，
继续尽最大努力，争取被绑架的两
名中国公民早日安全获释。

陆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国
政府高度重视海外中国公民安全，
谴责一切形式的人员绑架行为。事
件发生后，中国政府有关部门、驻巴
基斯坦使馆、驻卡拉奇总领馆第一
时间启动应急机制，与巴方保持密
切沟通，协调巴有关部门采取一切
必要措施，在确保人员安全的前提
下解救中方被绑架人员，并进一步
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在巴中国公民
和机构安全。

另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说，24
日中午时分，3 名中国人在奎达地
区真纳镇一家餐馆就餐时遭武装分
子持枪绑架。这3人中包括1名男性
和 2 名女性。他们的保安进行了反
抗，但被武装分子开枪打伤。混乱
中，武装分子带走了2名中国人。

另有当地媒体报道，人质是在
从餐馆返回路上被劫持的。其间，一
名路人试图制止武装分子并救下一
名女性，但该路人被武装分子开枪
打伤，目前正在医院救治。报道说，
武装分子强迫两名人质登上一辆汽
车后，逃离了现场。而法新社则报道
称，当他们一行人外出就餐时，他们
被三名不明身份的男子拖进了一辆
没有车牌的车子里。然后绑架者开
始向空中鸣枪以吓跑旁观者。一名
中国女子成功逃脱返回所在工作单
位，而一名路人被枪打伤。

目击者扎哈尔告诉法新社称，
“当时我正走在路上看见三名男子将
一名女子强制拖进一辆白色车内。该
女子拒绝并大喊，但是最终无果。随
后他们还将一名男子拉进车内。”

扎哈尔还称，“我走上前问他们
在做什么，他们中的一人说他们来
自警方的犯罪小组，将这些人带走
调查。我告诉他不应该这么对待行
人。随后这辆车的司机走出来，然后
朝我的腿开枪。

（新华社、央视、法制晚报）

被绑两人并非夫妇
两人是朋友，关系很好

艾莎称，在得知两位中国朋
友被绑架的消息后，她简直不敢
相信。艾莎表示，就在被绑架的前
一天，两人和另外一名中国女孩
才在她家中做客。“他们是前一天
下午 3 点来的，一直待到 5 点 15
分才离开。”这是艾莎最后一次
见到他们。

“他们过去每周来我家一次，
教我中文，我们会一起唱歌，一起
看电影。”艾莎说，她和被绑架的
孟丽思及李欣恒，是 6 个月前在
街头偶遇认识的。她本人去过中
国，对中国很感兴趣，而孟李两人
又非常喜欢她的孩子们，因此双
方很快成为朋友，并互相交换了
电话号码。

艾莎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孟
丽思和李欣恒两人并非媒体报道
中的夫妇关系。“他们一起来到巴基
斯坦工作，两人是朋友，关系很好。”
她说，孟思丽和李欣恒与另外13名
中国人在一家由韩国人开设的语
言机构教中文，每个月工资3万巴
基斯坦卢比（约合人民币1971元）。

艾莎透露，孟思丽和李欣恒
计划开设一个中文教学班。因教

学需要，他们必须先掌握乌尔都
语，因此两人最近一直在学习乌
尔都语。

艾莎称，两人的韩国老板还
为他们取了巴基斯坦名字，孟思
丽为穆萨（Musa），李欣恒为达伍
德（Dawood）。

两人不使用智能手机
他们很善良 相信巴基斯坦人

艾莎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
自己家就在孟丽思及李欣恒工作
的韩国语言机构旁。孟李二人曾
告诉她，韩国老板不允许他们使
用智能手机，因此他们只能使用
没有摄像头的诺基亚手机。

艾莎称，两人所在的语言机构
没有名字，就设立在一个屋子里，
韩国女老板精通巴基斯坦的多种
语言。学校在真纳镇的一栋民居
中，那里没有标识、没有广告。

25日，艾莎曾前往该语言学
校，虽然警方允许她进入，但韩国
老板拒绝她与侥幸逃脱的那名中
国女子见面。

“我从来没有见过像他们这
样善良的人。”艾莎称，得知两人
被绑架后，她立即联系了另一名
中国朋友，对方告诉她，会在 15

分钟后回复。当她再次拨打对方
电话时，电话那头却无人接听。截
至目前，她都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艾莎说，由于孟李两人在韩国
人开设的语言机构工作，所以未得
到巴基斯坦安保力量的保护。

此前媒体有报道称，被绑架
的两名中国人是夫妇，他们的私
人保安也在事件中受伤。

5 月 25 日上午，巴基斯坦俾
路支省发言人对此进行了否认，
他表示，此前政府错将受伤路人
当做这对夫妇的私人保安。

“我经常问他们，为何不找巴
基斯坦（政府）的安保力量保护
自己？他们说，不用不用，巴基斯
坦人非常友好，他们相信巴基斯
坦人。”艾莎告诉红星新闻记者。

红星新闻记者试图拨打艾莎
所提供的中国朋友电话号码，但
无人接听。

艾莎称，现在警察已封锁了
学校附近，那里的中国人现在不
允许与外界联系。红星新闻记者
就此拨通了位于奎达真纳镇的
Gawalmandi警局电话，被绑架的
两名中国人正是居住在这所警局
的管辖范围内。电话拨通后，红星
新闻记者表明身份想要了解情况
后，对方挂断了电话。

阻止曼城恐袭
英政府错失数次良机

英国警方 24 日对曼彻斯特恐怖
袭击事件嫌疑人同伙进行搜捕，一名
男子在距曼彻斯特不远的一个小镇被
捕。曼彻斯特体育馆恐怖袭击事件发
生后，至今已有7 名相关嫌疑人在英
国被捕，包括嫌疑人的父亲、哥哥和弟
弟。英国警方表示，相信袭击事件嫌疑
人萨勒曼·阿贝迪并非“独狼”式袭击
者，其背后有一个网络团伙。

据悉，在曼城恐袭发生前的 5 年
内，英国政府至少在5 个不同场合收
到线索举报，称制造这起自杀式袭击
的22岁嫌疑人萨勒曼·阿贝迪是危险
分子。不幸的是，这些举报均未引起足
够重视。

曼彻斯特体育馆发生恐怖袭击
后，英国警方和安全部门考虑到后续
调查，一直严密封锁部分消息，例如拒
绝公布嫌疑人身份。岂料美国情报部
门官员却“大嘴”向媒体走漏风声，率
先曝光了嫌疑人萨勒曼·阿贝迪的诸
多信息，让英国方面大为恼火。

曼彻斯特卫生部门官员 24 日将
受伤人数从59人修正为119人，新增
加人数多为自行就医人员，其中64人
仍然没有出院，20人伤势严重。

路透社报道，将近1000名士兵已
被部署到全国各地最主要的地标式建
筑和旅游景点，不少地方的执勤警力
被军队替代。

英国内政大臣安伯·拉德说，英国
的恐怖威胁级别将维持在“危急”级，直
到警方查清爆炸事件，以及安全部门确
信英国面临的恐怖威胁不是近在咫尺。
伦敦市长萨迪克汗表示，伦敦街头将增
派警力巡逻，以防止恐怖袭击发生。英
国警员一般不携带枪支，但本周末伦敦
温布利地区和特威克纳姆地区将举办
体育赛事，届时配有枪支的警察将出现
在赛事场地周边维持治安。

利比亚特种部队24日证实，特种
部队 23 日晚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
逮捕了恐怖袭击案嫌疑人萨勒曼·阿
贝迪的弟弟哈希姆·阿贝迪。特种部队
一名官员说，通过对哈希姆的调查发
现，他与萨勒曼一直都和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有联系。哈希姆还交代，曾接
受过萨勒曼的一笔汇款，用于策划在
的黎波里实施恐怖袭击。

阿贝迪据信最近多次往返于利比
亚与英国之间，英国情报部门正在查
他与哪些极端分子或组织有往来。法
国内政部长热拉尔·科隆接受法国商
业调频电视台采访时透露，英国和法
国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阿贝迪去过
叙利亚，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关
系“已得到证实”。英国官方尚未就阿
贝迪与“伊斯兰国”的关联给出说法。

（新华社、北京晚报）

崔顺实女儿
同意被引渡回国

丹麦检察官 24 日说，韩国“亲信
干政”案主角崔顺实的女儿郑某撤回
上诉，同意被引渡回国接受调查。韩国
法务部25日说，正同丹麦方面协商遣
送事宜。

丹麦奥尔堡地方法院说，把郑某
引渡回韩的决定“现在不可更改”，遣
送日期尚未确定。根据丹麦法律，检方
将在30天内把郑某遣送回国。

韩国法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丹
麦司法部向韩方发来通知，证实决定
引渡郑某，“我们已同丹麦方面就何时
引渡开始协商”。

郑某现年20岁，2015年以“马术特
长生”名义被韩国名校梨花女子大学招
收。2016年年初，韩国媒体爆料，郑某通
过“走后门”才进入梨花女大，这所知名
高校为录取她甚至专门修改招生简章。
此外，郑某在校期间种种“耍大牌”的行
为引发师生抗议，校长引咎辞职，郑某
最终也被校方取消学籍。

除了涉嫌上学“走后门”，郑某还
卷入“亲信干政”案。韩联社报道，三星
集团曾与崔顺实名下一家位于德国的
企业签订价值 182 万美元的合同，用
于资助郑某的马术训练、马匹购买等
以及她在欧洲的奢华生活。

韩国前文化体育观光部次官金钟
5月10日告诉检方调查人员，崔顺实
曾明确表示要他帮忙，让女儿获得梨
花女大的保送资格。崔顺实则否认“走
后门”。

今年1月1日，郑某因护照过期，
在丹麦北部城市奥尔堡被拘留，截至
本月25日，已被关押144天。（新华社）

一华侨华人家庭
在法国遭遇车祸4人死亡

中国驻马赛总领事馆 24 日向新
华社记者证实，一华侨华人家庭日前
在法国南部埃罗省出行时，所乘车辆
与一辆重型卡车相撞，导致4人死亡、
2人重伤。

据中国驻马赛总领事朱立英介
绍，事故发生在 22 日，死者包括一对
华侨华人夫妇、他们尚在襁褓中的女
儿及女方母亲。一名 3 岁男童和女方
哥哥重伤，尚未脱离生命危险，男童系
死者夫妇另一个孩子。

朱立英说，目前法方仍在调查事
故原因。遇难夫妇生前在法国南部一
个小镇开餐馆，车祸发生后，很多顾客
都去他们的餐馆门前摆花悼念。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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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俩不是夫妻
被绑前曾在我家做客

中国前驻巴基斯坦大使周刚
向红星新闻介绍，奎达是巴基斯
坦俾路支省的首府，地方大、人口
少、局势不稳定，并且存在一些搞
独立分裂的势力。据媒体报道，要
求独立的反叛武装曾多次与巴基
斯坦警方发生暴力冲突。

周刚 1991 年至 1995 年在巴
基斯坦担任大使，期间他曾遇到
多起中国人在巴被绑架事件。

周刚介绍，遇到这类事件，使
馆通常会第一时间联系人质被绑

架的当地政府以及巴基斯坦外交
部、内政部等部门，要求对方及时
解救人质并且确保人质的人身安
全，因为中巴关系历来友好，所以
巴方对中国人被绑架事件通常都
比较重视。由于中方工作人员在
海外没有执法权，所以使领馆工
作人员无法参与到当地有关部门
的破案过程中，但会和对方保持
密切联系，及时获取有关人质的
信息并向国内反馈。

对于绑架者的身份，绑架目

的，以及人质多久能被营救出来，周
刚表示，由于当地情况比较复杂，无
法一概而论。“有时人质可能第二天
就被放出来了，有时可能需要几个
月，有时甚至会被绑架好几年。”

对于绑架者的目的，周刚表
示，需根据具体情况判断。周刚在
任期间，曾遇到一起中企员工被
绑架事件，对方绑架的目的并不
是求财，而是对方部落的几个首
领被当地政府抓捕，他们希望用
绑架的中国人质交换部落首领。

位于伊斯兰堡的
孔子学院院长张道建
向红星新闻介绍，奎
达是巴基斯坦最不安
全的城市之一，该院
的所有老师出于安全
考虑都没有去过奎
达，将来也不会去。

两人在当地的好友
表示，“他们是一起来到
巴基斯坦工作的，两人
是朋友，关系很好。”两人
与另外13名中国人在一
家由韩国人开设的语言
机构教中文。

好友还向红星新闻
记者表示，自己家就在
两人工作的韩国语言机
构旁。两人曾告诉她，韩
国老板不允许他们使用
智能手机，因此他们只
能使用没有摄像头的诺
基亚手机。

中国前驻巴基斯坦大
使周刚表示，由于当地情
况比较复杂，无法一概而
论。“有时人质可能第二天
就被放出来了，有时可能
需要几个月，有时人质甚
至会被绑架好几年。”

红星新闻
独家采访
被绑同胞好友

两中国公民巴基斯坦被绑架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5月

24日证实，有2名中国公民当天在
巴基斯坦西南部俾路支省奎达地区
被绑架，使馆已启动应急机制，并要
求巴方尽快查清事实真相并全力解
救人质。目前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
造了此次绑架事件。

据外媒报道，当地警方证实，2
名中国人当天中午离开语言学校，
与另1名中国女子准备外出就餐时，
被3名身份不明、伪装成警察的歹
徒持枪拦截。1名女子侥幸逃脱。随
后，2名中国人被塞进无牌的汽车中
带走。被绑架的两人是夫妇。

另据外媒报道，警方称被绑架者
身份被确认为Li Xin Heng（男），
Meng Li（女）。（疑似护照信息上显
示，被绑女性名为Meng Lisi）。

25日，红星新闻记者联系到了
被绑架者孟丽思（音译，女）和李欣
恒（音译，男）在巴基斯坦奎达当地
的朋友艾莎（音译），还原了他们在
当地的生活。

周刚介绍，由于瓜达尔港邻
近奎达，这里有很多基建项目是
有中国企业在运营，所以现在到
奎达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人质绑
架事件也时有发生。

位于伊斯兰堡的孔子学院院
长张道建向红星新闻介绍，奎达
是巴基斯坦最不安全的城市之
一，该院的所有老师出于安全考

虑都没有去过奎达，将来也不会
去。同时，为了确保人身安全，尽
量避免意外，目前学院已禁止所
有老师离开伊斯兰堡。

据美国VOA报道，奎达是一
个和极端恐怖组织塔利班有关联
的神秘城市。

2 年前，包括英国 BBC 在内
的西方媒体曾报道称，塔利班武

装组织的头目奥马尔已经死亡。
而阿富汗方面认为，奥马尔过去
一直居住在奎达。但对于这点，巴
基斯坦进行了否认。

阿富汗政府官员、部分媒体
报道均声称，塔利班的头目们经
常在奎达召开一系列会议。

对于塔利班在奎达地区的活
动，当地媒体鲜有报道。

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徐缓
记者 王雅林 蒋伊晋

实习生 翟佳琦

巴基斯坦好友亲述 艾莎表示，就在被绑架的前一天，两人和另外一名中国女孩才在
她家中做客，并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

中国前驻巴基斯坦大使周刚 人质有时次日被释放人质有时次日被释放 有时则被绑数年有时则被绑数年

绑架经过绑架经过
就餐途中被拖进车
一名路人被打伤

媒体刊发的监控拍下2名中国人被绑架后上的白色车子

孟丽思和李恒欣与艾莎的孩子玩
耍 受访者供图

被绑架者工作的语言学校附近街
道 受访者供图

两名遭绑架的中国公民照片

一名在绑架事件中受伤的巴
基斯坦男子在接受治疗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