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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联盟委员会主席
乌尔苏拉·冯德莱恩2月29
日说，欧盟注意到从土耳其
涌向希腊、保加利亚等欧盟
国家的难民潮激增，随时准
备出动欧洲边境管理局人
员阻止难民潮。

土耳其高官连日来接
连表态，由于叙利亚西北部
局势升级、30多名土耳其
士兵被炸死，土耳其“不再
有能力容纳难民”，如果欧
洲国家坐视不管，土方将允
许境内数百万叙利亚难民
进入欧洲。

据国际移民组织估算，
最近几天，至少1.3万难民
聚集在土耳其边境，试图进
入希腊境内。希腊警方在
边境动用催泪弹阻止，数次
与难民发生冲突。此外，不
少难民尝试进入保加利亚。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
莱恩2月29日在社交媒体

“推特”上说，欧盟委员会和

欧洲理事会均密切关注难
民潮事态，她和欧洲理事会
主席夏尔·米歇尔与希腊、
保加利亚等国领导人保持
接触，“现阶段，头号优先任
务是确保希腊和保加利亚
获得我们的全力支持”。

联想2015年难民潮高
峰之际，许多难民和非法移
民在希腊、意大利等欧洲

“门户国家”登陆，利用申根
区国家互相开放边境的便
利，继续北上进入更为富裕
的德国等国家。当时，申根
区多国为阻止难民涌入，不
惜下令关闭边境。

《申根协定》有26个签
字国，其中仅瑞士、挪威、冰
岛和列支敦士登不是欧盟
成员国。

针对外界关切，欧盟委
员会一名发言人回应说，眼
下尚无申根区国家宣布有
意关闭边境。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说，

欧盟委员会仍然希望土耳
其遵守2016年难民安置协
议，这一立场不变。

根据土耳其与欧盟
2016年达成的协议，欧盟
出钱，土耳其出力，一方面
限制难民从土耳其去欧洲，
另一方面土耳其接收从欧
洲遣返的难民。不过土方
多次抱怨欧盟承诺的资金
没有全部兑现。现阶段，土
耳其境内有大约360万叙
利亚难民。

欧盟近来不断加强移
民管控措施，例如欧洲边境
管理局增募人手，但是要达
到1万人的执法人员规模
还需好几年时间。

另外，欧盟协助希腊在
靠近土耳其的多个岛屿建
造难民营，用于临时安置和
初步筛选申请庇护的难民
及非法移民。随着难民潮
加剧，这些难民营人满为
患、不堪负荷，人道主义状
况堪忧。

（新华社）

卢森堡 2月 29 日取消
列车、电车和公共汽车车费，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公共交通
免费的国家。卢森堡政府希
望以此减少交通拥堵和空气
污染，并减轻低收入人群负
担。

据路透社报道，卢森堡
公交免费政策不适用于乘坐
头等车厢。卢森堡过去购买
一张公共交通年卡需要花费
440欧元（约合3391元人民
币），头等车厢年卡费用为
660欧元（5087元人民币）。

卢森堡负责交通事务的
大臣弗朗索瓦·鲍施说，对于
低收入或领取最低工资的
人，乘坐公交车的费用是“一

大笔钱”。
为了应对公共交通客流

量增加，卢森堡计划在2018
年至2028年期间向公交建
设领域投资39亿欧元（300
亿元人民币），发展铁路、升
级公共汽车网络、在边境公
交车站建更多停车场。

卢森堡政府预计，到
2025年仍会有65％通勤者
开车上下班，但仍低于2017
年的73％。

卢森堡本地人口只有
60多万，但每天有超过21.4
万外来人员从德国、比利时
和法国到卢森堡上班，其中
多数驾车，造成交通拥堵。

（欧飒）

天文学家发现，距离地
球3.9亿光年宇宙深处发生
爆炸，是人类已探测到的规
模最大的宇宙爆炸。

英国《泰晤士报》29日
援引澳大利亚柯廷大学天
文学家梅拉妮·约翰斯顿－
霍利特的话报道：“这是宇
宙大爆炸以来最大的能量爆
发。”10亿个太阳发光10亿
年所产生的能量也不及引起
这次爆炸的能量的百分之
一。研究人员在最新一期美
国《天体物理学杂志》上报告
他们的发现。

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多
国天文学家联合研究发现，
距离地球3.9亿光年的蛇夫
星座星系团中央有一个巨
大黑洞，猛烈释放能量引发
爆炸，在其周围砸出一个巨
大空洞，直径为 150 万光
年。美国海军研究所研究
人员西蒙娜·吉亚辛图奇

说：“这次爆炸在这个星系
团的热气中砸出一个大洞，
可以装下15个银河系。”

研究人员2016年注意
到，蛇夫星座星系团热气中
似乎有一个巨大的空洞，但
不敢相信这是爆炸结果，因
为所涉及能量巨大，可能是
已知宇宙爆炸的6倍。

研究人员后来梳理美国
钱德拉X射线天文台望远
镜、欧洲航天局XMM牛顿
X射线空间望远镜、澳大利
亚默奇森和印度巨米波射电
望远镜阵列所收集数据，确
认这个空洞为黑洞爆炸所
致。

他们分析，蛇夫星座星系
团中的一个巨大黑洞数百万
年来持续向外释放能量，引发
缓慢但强大的爆炸。黑洞不
仅会吞噬物质，也会将坠入其
中的物质喷射出去，砸向周
围气体和尘埃。 （袁原）

肯尼亚警方 2月 29 日
解救了一名被绑架的中国公
民，击毙4名绑匪。

根据肯警方通报，该中
国公民38岁，27日在内罗毕
一家商店内遭绑架，绑匪随
后向其家人索要赎金。

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
接报后高度重视，第一时
间敦促肯尼亚警方破案，

全程跟进并协助解救人
质。

肯警方通报说，警方找
到绑匪和藏匿人质处后要求
进行搜查，4名绑匪向警方
开枪，警方击毙绑匪，成功解
救人质。

目前，案件仍在调查中，
4名绑匪中包括一名肯尼亚
警察。 （新华社）

根据美塔和平协议，塔
利班将从3月10日开始与
阿富汗各方举行阿人内部
对话，讨论永久性全面停火
问题和阿富汗未来的政治
路线图。

美国阿富汗问题专家
卡特·马尔卡西安在《外交》
杂志网站上刊文说，美塔签
署协议后阿富汗国内局势
仍存在很多变数，其中包括
美军的撤离可能会使恐怖
主义威胁上升。

阿富汗分析人士指出，

近年来，“伊斯兰国”极端组
织在阿富汗较为活跃，制造
了多起重大袭击事件并控
制了部分地区。在塔利班
与美国达成和平协议后，

“伊斯兰国”的威胁进一步
凸显。能否遏制该组织的
发展将是阿富汗能否恢复
和平的关键之一。

舒艾卜认为，美国在缺
乏具体路线图的情况下匆
匆离开阿富汗可能相当危
险，塔利班各派系、“伊斯兰
国”、地方军阀和阿富汗政

府军之间可能会爆发新一
轮冲突。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
会高级研究员万达·费尔
巴布－布朗说，阿富汗要
真正实现和平还要走过漫
长的坎坷道路。在美塔协
议签署后，阿富汗政府需
要开始考虑在与塔利班谈
判中的底线以及可能的让
步，而美国也需要开始考
虑未来如何与一个塔利班
主导的阿富汗政府打交
道。 （新华社）

美塔协议能否让阿富汗迎来和平
美国和阿富汗塔利班2月29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签署和平协议，旨在结束持续18年多

的阿富汗战争。分析人士认为，美塔和平协议是为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迈出的第一步，未来
阿富汗局势仍存在很多变数，协议能否得到切实履行还有待观察。

履行至关重要

根据这份协议，美国承
诺在135天内将驻阿美军
规 模 从 1.3 万 人 减 少 到
8600人，而剩余的美军和
北约联军士兵将在14个月
内撤离阿富汗。与此同时，
塔利班承诺不允许其成员
以及包括“基地”组织在内
的其他组织成员利用阿富
汗国土威胁美国及其盟友
的安全。

分 析 人 士 指 出 ，自
2001年阿富汗战争以来，
已有超过2400名美军士兵
在阿富汗阵亡。阿富汗战
争已成为美国历史上耗时
最久的一场战争。对美国
而言，如果能够顺利从阿
富汗撤军，将实现总统特
朗普的竞选承诺，也将有
利于他竞选连任。而塔利
班一直以“将外国军队赶

出阿富汗”作为口号，并强
调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是
展开阿人内部对话的先决
条件。

虽然这一协议的签署
具有重要意义，但美国前驻
阿富汗大使詹姆斯·坎宁安
认为，这仅仅是政治解决阿
富汗冲突的第一步。

巴基斯坦防务和政治
事务分析人士哈里斯·纳瓦
兹也对新华社记者表示，该
协议为阿富汗恢复和平提
供了一个良好机会，但是

“比（达成）这份协议更重要
的是，我希望阿富汗塔利班
和美国官员以负责任和明
智的方式确保该协议的实
施。并非一切都已完成。
这是第一阶段，还需要做很
多工作才能妥善解决这个
问题。”

由于塔利班内部并非
铁板一块，其内部激进派擅
自发动袭击的可能性不能
完全消除。巴基斯坦防务
分析人士阿姆贾德·舒艾卜
说，有几个塔利班派系没有
参与这份协议，它们对该协
议持反对态度。

《阿富汗时报》发表社
论指出，对于美塔和平协
议，阿富汗民众有一种悲观
与不信任相交织的情绪，他
们不确定美国会在多大程
度上监督和平协议的履行
情况。

美国《华盛顿邮报》一
篇评论指出，为了竞选连
任，特朗普迫不及待地想
要从阿富汗撤军，无论塔
利班是否遵守和平协议，他
可能都会决定从阿富汗彻
底撤出。

前路并非坦途

欧盟全力阻止难民潮涌入

“头号优先任务”

敦促土耳其守约

卢森堡
成为首个公交免费国家

地球3.9亿光年外大爆炸
人类已探测最猛烈

肯尼亚警方解救一名
被绑架的中国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