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斯里兰卡
紧急状态
据新华社科伦坡4月

22日电 斯里兰卡总统媒
体办公室22日发表声明
说， 斯里兰卡将从当地时
间23日0时起进入“有条件
的全国紧急状态”。但声明
没有提到此次全国紧急状
态将于何时结束。

斯警方22日早间确
认，已有290人在连环爆炸
中身亡， 超500人受伤。据
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22

日最新消息， 中国公民确
认死亡人数从2人修正为1

人， 还有5名中国公民失
联，5名中国公民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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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环爆炸事件发生后，首批斯里兰卡中国旅客昨晨抵沪，亲历者回忆那令人煎熬的24小时

上飞机就等于回国了，就想轻松安稳地睡一觉
■本报记者 王力

前天，斯里兰卡发生连环爆炸事件，斯里兰
卡警方 22日早间确认， 爆炸已造成 290人死
亡，超过 500人受伤。爆炸发生后，斯里兰卡实
行宵禁，斯里兰卡民航局暂停其国内所有航班。

不过斯里兰卡航空公司表示， 国际航班照常运
营。 昨天上午 8时 46分，224位旅客乘坐东航
MU232航班从斯里兰卡抵达上海浦东机场。

刚刚过去的24小时，这些身处斯里兰卡的
旅行者经历了什么，又是如何安全回沪的……

他们向记者讲述了亲历的紧张时刻。

火车终点站在爆炸酒店附近
爆炸事件发生时，携程领队郑杰正带着他

的 9 人团队抵达斯里兰卡南部海边小镇的火
车站。 他们准备乘坐时长 1小时 15分钟的小
火车，一路观光前往首都科伦坡。“终点站的位
置，就在发生爆炸的肉桂大酒店附近。”

谁知刚到火车站，团队斯里兰卡导游接到
一个电话，面色瞬间凝重。郑杰说：“电话是导
游一个在当地电视台工作的亲戚打来的，说科
伦坡当时已发生 5起爆炸事件。”

“开始我们有两个方案，一是取消行程；二
是先坐一段小火车， 然后再取消之后的行程。”

郑杰说，之所以这样决定，是因为不确定爆炸的
具体情况， 开始听说伤亡人数是几个人，“但这
个人数迅速涨到 20多人，然后又是 50多人，并
不断上升。”

火车站附近有个小卖部， 那里有一台电
视，大家立即围过去，直观地看到尼甘布两个
教堂的现场情况，郑杰立即召集旅客商量取消
行程。“按原计划我们到科伦坡市区后，下午去
购物中心逛一逛，晚上再从科伦坡班达拉奈克
国际机场离开。” 这时郑杰决定直接乘坐巴士
前往科伦坡，尽快返回上海。

几个爆炸点都在必经之路上
来自江苏的李女士是郑杰带领的团队成

员之一，她说当时大家已经坐上火车，但被郑
杰紧急叫下车。“当时别的旅行团也都取消了
行程，我们觉得这是正确的选择。”

登上巴士后，郑杰和团队成员决定中午前
赶到科伦坡。李女士回忆说，他们的行程避开
发生爆炸事件的几个点，“发生爆炸的 3 个酒
店，原本都在我们的必经之路上。”但随着距离
科伦坡越来越近，紧张感还是悄然来袭。“路上
没什么人了，店也基本都关了。”李女士说，当
时紧张的原因之一是信息不清楚。比如他们午
餐的餐厅周边不是人流聚集区，可现场也拉起
警戒线，还有些旅行团匆匆往机场赶。

“用餐时我们也在看新闻，看到消息说机

场关闭了。”郑杰立即做两手准备：一方面联系
机场和航空公司，确定最准确消息；另一方面
联系斯里兰卡南部一家酒店，一旦无法离开还
有地方休息。

通过东航的相关电话，最终确定机场并未
关闭， 东航柜台将持续工作到 19时 40分。同
属携程的其他旅行团有人已赶到机场，也明确
告诉郑杰 “机场没有关闭”。“当时我们没有立
即赶赴机场，考虑到机场可能人员聚集没必要
添乱，15时左右出发比较好， 不用长时间滞留
在机场。”

15时，李女士一行人出发前往机场。就在
此时，当地新闻又发布消息，此前又发生一起
爆炸，爆炸地点就在旅行团曾经过的一个动物
园旁边的小酒店。

在机场为客人过生日压压惊
机场高速的风迎面吹来，郑杰一直“超负

荷”的状态稍微放松了一些，可旋即又紧张起
来，“最紧张的，是在准备进入机场的时候。”

为确保安全，当地在机场附近临时设置安
检点。郑杰和团队成员一下机场高速就遭遇堵
车，不断有摩托车从大巴车边飞驰而过。坐在
车上，郑杰观察着客人的一举一动。有个客人
打电话给家人，一一报出银行卡密码、支付宝
密码等。所幸，大巴车终于接受完安检进入机
场：“从机场到登机，一共经历了 3次安检。”

19时 50分， 机场广播通知乘客可以领取
晚餐。 有个客人叫了一声：“今天是我老公生
日！”郑杰这才想起带团笔记上的备注，有一名

旅客当天生日， 于是跑去尚在营业的店铺买了两
个小蛋糕，大家围坐一起唱起生日歌：“压压惊，缓
和缓和气氛。笑一笑，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过去。”

然而情况随即又出现变化：刚刚从国内飞抵
斯里兰卡的班机上，部分乘客得知爆炸事件发生，

要求随机返回。当时飞机上只剩 19个座位，但有
24人想原机返回。按照法律规定，乘客不允许直
接随机返回，必须入关、取行李，然后再重新托运
行李并登机。航空公司几经协调，最终决定这部分
人先下机入关，改签机票后第一时间返回中国。

原本计划于当地时间 21日 20时 30分起飞
的航班， 最终于 22日凌晨 0时 06分滑出跑道。

“一坐上飞机，人立即轻松，马上就想安稳地睡一
觉。”郑杰说，登上飞机就等于回国了，这也是斯
里兰卡爆炸发生后第一架飞回国内的航班。

上海各家旅游机构启动应急机制

有游客刚抵斯里兰卡就想返回
有航空公司接受机票无损退订

本报讯 （记者 李宝花）斯里兰卡 21日发生
连环爆炸后，上海各家旅游机构启动应急机制确
认游客安全，同时为一批临时决定取消行程的游
客紧急协调改签机票等。

春秋旅游第一时间了解当地游客情况，确认
目前在斯里兰卡游玩的团队游客均安全。据斯里
兰卡地接社反馈，事发区域不属于旅游区，暂未
影响其他区域游览。针对已在斯里兰卡游玩的游
客，春秋旅游取消小火车和科伦坡市区观光行程
安排，尽量避开人流密集区域。

对于昨天准备搭乘飞机前往斯里兰卡的游
客，经与游客协商一致，已取消科伦坡当地住宿
及后续科伦坡市内游览行程，另作安排。旅行社
要求带团领队、 导游高度注意自身及游客安全，

与旅行社保持密切沟通，反馈当地情况并做出及
时应急调整。

携程旅游第一时间联系在科伦坡当地的跟
团、自由行客人，确认团队和自由行客人全部安
全。 携程一位科伦坡当地的领队 21日时曾因爆
炸威胁未解除，一度带着游客在科伦坡酒店内的
餐厅避难。目前，携程已有一批游客从斯里兰卡
安全返回。 考虑到斯里兰卡爆炸未完全平息，携
程将对通过线上及门店预订的在 4月 21—24日
出发的斯里兰卡相关行程启动无损退订。

记者从华东最大的斯里兰卡组团社浙江国
际合作旅行社经理程涛处了解到，斯里兰卡宣布
进入宵禁状态后，斯里兰卡著名的佛牙寺暂时关
闭，这里原本是旅游团必到的景点之一。爆炸集
中的科伦坡虽然是斯里兰卡首都，但在常规的斯
里兰卡游行程中并不是重点，一般都是航班深夜
抵达科伦坡后， 游客在当地常规酒店入住一晚，

第二天一早出发前往其他景点。

程涛说，受到影响较大的，是刚开始游览或
昨天抵达斯里兰卡的旅游团，这些团队中数百游
客要求放弃旅程、尽快回国。因为退订时间仓促，

游客一般需要承担一定的酒店住宿损失。而对于
原计划 5 月至 6 月前往斯里兰卡旅行的游客来
说，已有航空公司出台政策，可以接受游客的机
票全额无损退订。行业人士表示，4月至 6月是斯
里兰卡旅游淡季，中国游客去的不算太多。

据悉，此次发生爆炸的酒店之一为科伦坡香
格里拉大酒店，这家拥有 500间客房的酒店 2017

年开业，是当地的高端酒店。香格里拉集团方面
表示， 目前酒店受损及客人伤亡情况还在核实
中，酒店正配合警方调查。

斯里兰卡警方已逮捕24名嫌疑人
斯本土一极端组织涉嫌组织此次连环爆炸

■新华社记者

朱瑞卿 唐璐

斯里兰卡 21 日
接连发生 8 起爆炸。

分析人士指出，从系列爆炸发生的时间和地点
看，明显是有组织有预谋的。

斯国防国务部长鲁万·维杰瓦德纳 21 日
表示，当天的袭击是“恐怖袭击”。

截至 22日上午， 斯警方已在全国范围内

逮捕了 24名爆炸案嫌疑人。据此间媒体报道，

斯里兰卡本土极端组织———全国认主学大会
组织涉嫌组织了此次连环爆炸，斯卫生部长拉
吉塔·塞纳拉特纳 22 日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
认可了这一说法。

爆炸事件发生后，

斯总统西里塞纳呼吁
民众保持镇静，不要轻
信未经权威部门证实
的消息，并表示警方和

军方正在进行调查，请民众配合。斯总理维克勒
马辛哈在社交媒体上强烈谴责这些爆炸案，并
呼吁斯里兰卡民众在此悲痛时刻更加团结。但斯
总统和总理目前尚未对此次爆炸事件的性质进
行表态。 （据新华社科伦坡 4月 22日电）

昨天，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市民挂起寄托哀思的黑色和白色飘带。 新华社 发

今日聚焦
乌克兰选民渴望变化，但新总统执政仍将受到国内经济寡头、大国干涉等因素影响

从演总统到当总统，泽连斯基锁定胜局
■本报记者 安峥

乌克兰政坛 21日上演了“假戏真做”的一
幕。在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中，现年 41岁的喜
剧演员泽连斯基以巨大优势战胜现任总统波
罗申科。 波罗申科当天晚些时候承认败选，并
向对手打电话祝贺。

舆论普遍认为，泽连斯基的上台证明了选
民对波罗申科过去 5年治理的深度失望， 对政
治腐败和经济疲软感到厌倦。现在的问题是，他
是否能如选民期望的那样，成为“不一样”的总
统，并为乌克兰打开一扇通往新时期的大门？

波罗申科为何败北

乌克兰中央选举委员会 22日发布的初步
计票结果显示， 在已经计票的 95%选票中，泽
连斯基赢得 73%的选票， 远超现任总统彼得
罗·波罗申科不到 25%的得票率。 乌选举委员
会表示，正式结果将于 4月 30日公布。

如此巨大的领先优势， 引发国际舆论热
议。“这种结果在乌克兰历史上绝无仅有，此前
从未有哪位总统赢得如此高的信任。” 俄罗斯
卫星网报道称。“从电视屏幕到总统办公室，他
的上升太过迅速。”美国 VOX新闻网站称。

“人们对泽连斯基的支持，可以理解为一种
对政府的抗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认
为，波罗申科在 2013年的独立广场抗议活动后
上台，以激进的民族主义为竞选纲领，但在执政
5年之后，昔日的“广场英雄”很难在精疲力竭
和垂头丧气的乌克兰民众中找到共鸣。

“第二轮选举的结果并不意外。”中国国际
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指出， 它真
实反映了乌克兰民意： 对这几年波罗申科统治
下乌克兰的内外形势感到不满和厌倦， 求新求
变的意愿日益强烈。 外部， 乌克兰在大国博弈
“夹缝”中求生的状况没有改变，普通民众仍然
是外部力量和本国精英手中的“棋子”；内部，经
济改革进展有限，寡头政治仍然“特色鲜明”。

乌克兰政治分析师安德烈亚斯·乌姆兰指
出，过去近 30年，国家的权杖在亲俄或亲西方
的经济政治精英间轮转，但乌克兰仍是欧洲最
贫穷的国家之一。乌克兰人均 GDP自 2013年
起大幅下降，尽管最近略有增长，但它仍在欧
洲垫底。经济困境导致数十万、甚至百万乌克
兰人远走他乡，有的甚至沦为难民。

“乌克兰人只想达到正常生活水平。”美国
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乌克兰问题专家梅林达·哈
林说，“但随着波罗申科变得更富有，乌克兰变
得更穷了。”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李新指出，波
罗申科没能改善普通乌克兰人的生活，东部顿
巴斯战火仍在蔓延， 百姓对他失去了信心。不
过，首轮投票结束后，仍有观点认为，波罗申科
会利用自己的政治资源在第二轮投票中左右
形势。但如今，他的优势并没有发挥出来。这也
在一定程度说明，他的竞选策略并不成功。

CNN指出， 波罗申科对俄罗斯的抨击，往
往歇斯底里，从而疏远了中部、南部和东部地区
的选民。事实上，即使在很多亲西方的地区，他
的这套“爱国主义”也已行不通。

泽连斯基的“加分项”

在波罗申科执政陷入困境之际，泽连斯基
登场了。

“尽管他没有执政经验，没有详细的施政蓝
图， 但他在竞选中发出的民粹主义、 反腐败信
号，显然说到了数百万选民的心坎上。”美国智
库大西洋理事会下属的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
中心分析师埃里克森·沃德指出，再加上他在社
会上的名气， 使他很快成为总统选举中的一股
“泥石流”。

有评论称，跟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意大利总
理孔特一样，泽连斯基也是“一张白纸”，依靠

“接地气”的人物形象俘获人心。除此之外，他
还有好几个“加分项”。

其一，热播的《人民公仆》相当于戏剧化的
竞选广告，使观众产生代入感———他就是国家
的领导者，从而将收视率转化为政治利益。

其二，社交媒体赋予他更多竞选能量。270

万社交媒体“粉丝”是其天然票仓，帅气年轻的
长相更容易赢得对“老人政治”不满的 40岁以
下群体的支持。

再者，竞选策略经过一番推敲———他很少
举行大型集会，也很少接受媒体采访。相反，他
主要的活动是和喜剧剧团一起在全国巡演，让
观众发笑。在为数不多的公开场合，他展现出
包容的一面，与波罗申科咄咄逼人的言辞形成
鲜明对比。有评论称，他意识到“零和游戏”不
能给国家带来任何好处，他把“新乌克兰”作为
竞选活动的最大关键词。

两处“软肋”令人担忧

不过，虽然支持者视之为一股清流，反对
者却认为他的竞选宣言不够清晰，一个陷入战
争的国家不应冒险选择一位政治新手。有批评
称，与波罗申科比，他似乎缺乏直面俄罗斯的
勇气，同时也没有更高明的对欧政策主张。

路透社称，泽连斯基有两处“软肋”令人担
忧，其一，缺乏经验。其次，也是更重要的一点，

与乌克兰寡头科罗摩伊斯基的关系。这位乌克
兰最成功的喜剧明星注定不会活在“真空”中：

他的娱乐帝国估值数千万美元，他的工作室曾
与多家俄罗斯公司密切来往，他的重要合作方
之一就是乌国内数一数二的寡头科罗摩伊斯
基———他到时候会不会成为另一只乌克兰“肥
猫”试图行使权力的工具？

“他是一位新人，但仍生活在乌克兰的旧
土壤上。”崔洪建指出，正因如此，他不可能是
拯救乌克兰的英雄，民众选他更多是出于新鲜
感和好奇，但选举是一回事，治理国家是另一
回事。上台之后，他将面临一系列严峻挑战：民
众想法如何与施政纲领统一？如何改变内部局
势受对外关系牵制的状况？ 如果顾此失彼，竞
选时的高人气也可能慢慢滑至谷底。

有评论称，他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乌克兰如
何走进政治新时期？2014年， 乌克兰开始实施
议会总统制，总统权力大幅缩小。总统执政不仅
受到政府和议会制约，也受到国内经济寡头、大
国干涉等因素影响。由于权力的分散和碎片化，

总统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要想有所作为并不容
易。轮到泽连斯基上台，他能改变局面吗？

李新认为，泽连斯基面临内外两方面的挑
战。从内部而言，最大的任务是如何消除寡头
政治这颗“毒瘤”对国家经济的过度影响？“这
并不是他靠一己之力能做成的。他虽然没有政
治经验，但并不是没有寡头支持，如何处理与
寡头的关系， 摆平支持/不支持他的各股力量，

都是棘手的现实问题。”

从外部来说，其一，如何处理与俄罗斯的
关系，解决顿巴斯地区冲突问题？“他提出将启
动和平谈判，但这也会遭致国内压力，毕竟顿
巴斯战火夺走上万人生命。就算他想与俄罗斯
缓和关系，也不可能很快改善。”

其二，如何处理与北约的关系？“他寻求加
入欧盟，但可能不会贸然提出加入北约。事实
上，乌克兰民众也意识到，正是前几任政府在
加入北约问题上的急转弯，才导致俄乌关系急
转直下。至于欧盟方面，也不敢轻易接纳。乌克
兰人口四五千万， 一旦加入将是欧盟最大、最
贫穷的国家， 且还有纠缠不清的领土冲突，欧
盟方面又怎会自讨苦吃。”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迫在眉睫的问
题，”埃里克森·沃德指出，泽连斯基目前在议
会没有任何政治根基，他必须等到 6个月后的
议会选举才能扭转这种孤立局面。如何培育自
己的政党，在议会选举中发出声音，他和他的
幕僚正在寻找答案。

新闻人物

“演”而优则仕

■本报记者 安峥

当波罗申科———乌克兰旧政治的象征
让民众心灰意冷的时候，朝气勃勃的泽连斯
基登场了。有评论称，他满足了乌克兰人对
未来总统的全部想象。法国“新观察家”网站
发问，这名横扫千军的政治新秀，究竟是何
方神圣？

《人民公仆》里的总统
泽连斯基 1978年出生于乌克兰工业城

市克里沃罗格的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大
学专业是法律， 毕业后从事娱乐传媒行业，

逐渐成为乌克兰著名演员、 电视主持人，开
启了“演而优则仕”的跨界生涯。事实上，泽
连斯基早就“当过”乌克兰总统，只不过是在
讽刺喜剧《人民公仆》里———他在剧中扮演
一名刚正不阿的历史老师，阴差阳错当上总
统后对腐败和寡头干政重拳出击。

去年的跨年夜，泽连斯基发表电视讲话
宣布参选总统。今年 1 月，乌克兰人民公仆
党正式提名泽连斯基参选总统。起初，当地
媒体并不看好这位毫无政治经历的演员，批
评他的竞选活动很不专业，但他的支持率却
始终亮眼。

“反腐”“变化”受欢迎
泽连斯基在竞选中没有提出具体的政

治纲领，但他喊出的“反腐”“变化”等口号深
受选民欢迎。对于厌倦了政治精英的乌克兰
民众来说，泽连斯基这位政治新人给政坛带
来了新鲜空气，也给民众带来新的希望。

泽连斯基曾表示，如果当选，他不会谋
求连任，他只想改变国家，然后把一个全新
的乌克兰交给继任者。

泽连斯基胜选后， 美国总统特朗普、法
国总统马克龙、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等西
方政要纷纷表示祝贺，其中英国外交大臣亨
特的祝贺最为“别致”。他在社交媒体上特意
提到， 泽连斯基曾出演讽刺喜剧 《人民公
仆》，“您现在将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民众
也希望这位政治新人上任后能像他曾出演
的“总统”角色一样，清除乌克兰政坛和社会
的沉疴积弊。

21日，泽连斯基参加选举活动。当天，乌克兰大选出口民调显示，他获胜已无悬念。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