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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遺留多支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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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箭矢插在木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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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超市殺到街外「有人抱孩狂奔 有人身上插箭」

弓箭手街頭殺戮 挪威爆恐襲
挪威爆恐襲55 死
挪威東南部城鎮孔斯貝格前日發生恐襲，一名男子手持弓
箭，沿路放箭襲擊途人，造成 5 人死亡及 3 人受傷，警方
其後拘捕疑兇，證實是居於該鎮的 37 歲丹麥公民布拉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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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改信伊斯蘭教，疑受極端思想影響變得激進，當局正
● 布拉滕

調查其行兇動機，將案件列作恐怖襲擊處理。

半小時後被捕 疑受極端思想影響
挪威警方表示，在當地時間前日下午約 6 時
15 分接報，指一名男子持弓箭傷人。疑兇首先
在一間超市施襲，並向趕到的警員放箭，其間
趁混亂逃離超市，沿路向途人無差別攻擊，合
共擊斃4女1男，年齡介乎50歲至70歲，另有3
人受傷，包括一名休班警員，均無生命危險。
疑兇行兇約半小時後，於距離超市約 400 米外
被警員截獲，警員曾開槍但未知有否擊中疑
兇，疑兇最終被捕，被押到附近警局調查。
警方指疑兇接受盤問時表現合作，他承認犯
案但未有透露動機，初步調查顯示他是單獨犯
案，犯案時曾使用利刀及其他武器。警方稱疑
兇在丹麥出生，童年時移居挪威，他近年疑受
極端思想影響而變得激進，去年 3 月曾闖入一
名親戚的住所，用氣槍威脅殺死對方，受到警
方注意，2012年曾因行劫和管有大麻被定罪。
有目擊者稱，案發時看見疑兇站在街角向人
群放箭，在場民眾紛紛躲避，還有母親抱着孩
子逃走。目擊者表示看到有人身上插着箭，還
有一支黑色箭插入一幢木製建築物外牆，地上




則散落數支箭。

全國警員事後配槍執勤

 

警方事發後封鎖現場一帶，派出警員、直升
機及拆彈小組進行大規模搜索。挪威警員一般
執勤時沒有配槍，但當局在今次襲擊事件後，
隨即要求全國警員配槍執勤，稱這是臨時保安
措施。
在大選落敗的挪威首相索爾貝格於昨日卸
任，她表示對發生襲擊感到震驚，新任首相施
特爾則批評疑兇行徑殘暴。丹麥首相弗雷德里
克森形容襲擊事件可怕，對此感到難過。
孔斯貝格距離挪威首都奧斯陸約 80 公里，人
口約 2.8 萬人，因挪威皇家鑄幣局總部設當地而
聞名，多間軍火生產商亦在該鎮設立總部。挪
威向來極少發生恐襲，最近一次嚴重恐襲於
2011 年 7 月發生，極右分子布雷維克在奧斯陸
及于特島一個夏令營營地合共殺害 77 人，許多
受害人為青少年。布雷維克最終被判入獄 21
年，已是挪威法律規定的最高刑期，不少人因
此批評挪威刑法過於寬鬆。
●綜合報道

  
$PPQ&YUSB


  
 



 






  
#

睇《魷魚遊戲》傳騷亂聲
居民以為配樂
挪威城鎮孔斯貝格前日發生襲擊案，一名男子以弓箭
殺害途人，據在場目擊者憶述，疑兇將載有箭的箭袋揹
在肩上，持弓向途人無差別放箭攻擊，現場情況混亂，
「我看見人們倉皇逃生，有一名女子抱着孩子奔跑離
開」。
另一名目擊者在 Twitter 發帖，稱「一名男子在我住所
外用弓箭射向其他人，警員和多架警方直升機已趕

至」。疑兇最先在當地一間 Coop Extra 連鎖超市施襲，
居於超市附近的學生尤南表示，案發期間他正在家中觀
看 Netflix 大熱韓劇《魷魚遊戲》，突然聽到一陣警車響
號和騷亂聲音，還以為是劇中的配樂，當聽到警員呼喝
「放下你的武器」，才驚覺發生襲擊事件。
有居民指當地一向平靜，對發生嚴重襲擊案，並看見
大批警員手持步槍和盾牌的場面感到震驚。 ●綜合報道

挪威未除極右主義 血洗青年營槍手受崇拜
挪威罕有發生恐怖襲擊，2011 年 7 月 22 日極右極端分
子布雷維克持槍血洗青年營，殺死 77 人，是該國歷來最
嚴重恐襲。雖然事發至今已經 10 年，但右翼極端主義思
想仍充斥國內，甚至有不少青年崇拜布雷維克，令人憂
慮當局無法根除極端主義，恐引發更多襲擊。
在今年 7 月 22 日，挪威首相索爾貝格、王室成員、青
年營遇襲案倖存者和死傷者家屬出席悼念活動，索爾貝
格強調國家不能容忍仇恨思想蔓延。當年倖存者之一的
挪威工黨青年組織 AUF 領袖霍姆指出，即使襲擊案事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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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研究：打針後數月抗體下降
加強劑屬必要
英國倫敦帝國學院的研究顯示，雖然新冠
疫苗有效預防有症狀和無症狀感染，但抗體
水平在完成接種的一段時間後會下降，故有
必要展開加強劑計劃，避免更多人感染。
研究人員隨機抽取 9 月 7 日至 27 日的 10
萬多個檢測樣本進行分析，發現感染率最
高群組為 5 歲至 17 歲，約為 2.5%，其次是
35 歲至 54 歲人士，而這個群組一般有仍在

學的子女。研究顯示，疫苗預防有症狀和
無症狀感染的保護率為 60%，可大幅降低
感染率，例如民眾打完第二針的3 個月內，
感染率從 1.76%降至 0.35%，不過在打完第
二針的 3 個月至 6 個月後，感染率便回升至
0.55%，反映抗體水平在完成接種數月後下
降。領導研究的倫敦帝國學院傳染病學家
埃利奧特表示，隨着更多人在打完兩針後

仍然染疫，反映有必要為他們打加強針。
雖然人們在接種兩劑疫苗一段時間後，
預防感染的保護率會下跌，但針對重症方
面仍發揮很大效用。美國凱薩醫療機構研
究人員人上周指出，在完成接種輝瑞疫苗
的 6 個月內，儘管防範感染效用減半，但預
防染疫入院的保護率仍高達九成。
●綜合報道

上任十日解散眾院改選 日新任首相創紀錄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昨日宣布解散眾議院，定於本月 31 日舉行大
選，將是當地爆發新冠疫情以來首場大選。岸田上任僅10天後便解
散眾院，並在解散17天後舉行大選，均創下戰後最短紀錄。《朝日
新聞》民意調查顯示，執政自民黨支持率約 47%，最大在野黨立憲
民主黨僅得13%支持率。
日本上次眾院選舉於 2017 年 10 月舉行，自民黨與公明黨的執政
聯盟當時共奪得310席，佔全部465席的2/3。朝野政黨今次將爭奪
289 個小選區議席和 176 個比例代表議席，岸田表示以執政黨取得
佔過半數的233席為勝負指標。

防疫和經濟政策成為今屆大選焦點議題，不少選民希望政府能採
取果斷行動，結束疫情和重振經濟，《產經新聞》近期民調顯示，
48%受訪者希望岸田政府首先聚焦抗疫，其後處理經濟復甦和就業
問題。自民黨目前大力宣傳抗疫措施，包括今年內供應抗新冠口服
藥，同時積極提倡岸田的「新資本主義」，即透過經濟增長和財富
分配的互相帶動，創造良性的雙循環。雖然岸田強調要收窄貧富差
距，但他未有如立憲民主黨、令和新選組和社民黨等在野黨般，主
張向富人加稅，可能令他在這議題上遭受在野黨抨擊。
●綜合報道

10 年，極右思想仍在網上散播，指出社會需杜絕極端主
義，避免慘劇重演。
挪威情報部門亦警告，極右思想繼續荼毒民眾。一名
新納粹分子 2001 年殺害一名非裔少年後，當地豎立一個
紀念碑悼念死者，但紀念碑今年 7 月遭人破壞，並被噴
上「布雷維克是正確」的塗鴉。一名反穆斯林的極右男
子前年闖入奧斯陸一間清真寺企圖大開殺戒，但事敗被
捕，被判入獄21年。
●綜合報道

促徹查貝魯特大爆炸
黎巴嫩示威爆槍擊 5 死
黎巴嫩什葉派
頭部中彈死
組織真主黨及阿
亡。
邁勒運動數百名
示威現場
成員昨日在首都
持續數小時
貝魯特舉行示
傳出槍聲，
威，要求徹查去
有流彈擊碎
年 8 月貝魯特大爆
附近建築物
炸，其間發生槍
玻璃窗，居
● 民眾將傷者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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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事件，造成至
民紛紛躲
少 5 人 死 亡 及 30
避。附近一
多人受傷。軍方事後出動坦克封鎖事
間私立法語學校被流彈擊中，學童慌
發地區，警告會向任何武裝分子開
忙躲在課室書桌下，又或跑出課室外
火，呼籲民眾盡快離開。
逃避。正在黎巴嫩訪問的美國助理國
務卿努蘭事發時身在貝魯特，其行程
槍聲持續數小時 學童匿枱底
亦受影響。
去年 8 月的貝魯特大爆炸造成逾
示威者聚集在司法部大樓附近，要
200 人死亡，引發黎巴嫩局勢動盪。
求撤換負責調查大爆炸的法官比塔
當地至今仍面臨嚴重經濟及能源危
爾。當示威者遊行至附近一個住宅區
機，上周一度因燃料短缺引致全國大
時，一批身份不明的武裝分子在附近
停電。總理米卡迪呼籲民眾保持冷
建築高處向人群開槍，多人中槍倒
靜，避免讓黎巴嫩陷入內亂，真主黨
地，街上血跡斑斑，現場更多次傳出
及阿邁勒運動則聲稱遭受武裝組織襲
爆炸巨響。多輛救護車其後趕到現場
擊，要求軍方拘捕疑兇。
將傷者送院，附近醫院證實至少 3 人
●綜合報道
被送抵醫院時已不治，其中一名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