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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彬（新华社专特稿）

尼日尔政府 27日说，一支法

国军队的后勤补给车队当天在该

国西部遭到示威人群拦截，双方爆

发冲突，导致2人死亡、18人受伤。

法军方面说，法军士兵鸣枪驱散试

图抢劫的人群，没有士兵受伤。

尼日尔内政部发表声明说，由

尼日尔军警护送的一支法国军队

车队在蒂拉贝里地区遭到暴力示

威者阻拦，为了脱离困境，法军动

用武力，造成 2 死 18 伤，其中 11

人伤势严重。

声明说，尼日尔政府已经启动

调查，以追究相关方责任。

据法新社报道，这支车队上周

从科特迪瓦出发，经过布基纳法索

和尼日尔，目的地是位于马里中部

的加奥。

车队先后路过布基纳法索第

二大城市博博迪乌拉索和首都瓦

加杜古时遭到当地人拦截，后来又

在瓦加杜古北部的卡亚遇到示威

人群。当地人抗议法国军队和本国

安全部队反恐不力，致使当地“越

反越恐”。

车队 26 日从布基纳法索进

入尼日尔后，又遭到尼日尔人的拦

堵。车队不得不在距离边境不远的

泰拉镇过夜，第二天早上才得以离

开，驶向尼日尔首都尼亚美。

法军发言人帕斯卡尔 ·扬尼

说，这支车队有 100 多辆车，包括

装甲车和运载补给的卡车，大约

1000 名示威者在泰拉闹事，其间

一个暴力组织试图抢掠卡车物资。

扬尼说，法军士兵和尼日尔军

警鸣枪示警，以驱散人群。他没有

证实尼日尔政府公布的死伤数字，

只是说法军士兵没有受伤，两名车

队司机被示威者投掷的石块砸伤，

一些卡车受到损坏。

社交媒体上散布的一些传言

称，法军在泰拉开枪打死几十名平

民。扬尼驳斥这一说法是“假消

息”。

法国 2014 年 8 月起在萨赫

勒地区开展“新月形沙丘”军事行

动，派遣大约 5000 名士兵，与地

区国家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毛

里塔尼亚、尼日尔协同打击恐怖组

织。这五国都曾是法国殖民地。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 ·马克龙

今年 6 月宣布，法国将大幅减少

在萨赫勒地区的军事部署，计划明

年初之前撤回 2000 名士兵。媒体

分析，马克龙作这一决定主要缘于

“新月形沙丘”行动成果有限和法

方对马里局势动荡“失望”。

萨赫勒地区，尤其是马里、尼

日尔和布基纳法索的交界地带，时

常遭到效忠“基地”组织的极端组

织袭击。

据新华社报道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安东诺夫

27 日说，由于被美国 “驱逐”，

2022 年 1 月和 6 月将有超过 50

名俄外交人员分两批离开美国。

安东诺夫当天在俄罗斯第一

电视台的一档节目中说，27 名俄

外交人员将于 2022 年 1 月 30 日

从美国撤离，6 月 30 日还会有相

近数量的人员撤离，“我们正遭遇

严重的人员短缺”。

安东诺夫说，虽然美国宣称尊

重家庭传统，但俄外交人员配偶被

剥夺委派（随任）资格，他们的孩

子也无法拿到签证，美国的这一做

法是一种家庭分离政策。他说，美

方对俄制裁政策没有改变，“恐俄

症的气氛仍在蔓延”。

10 月底，俄外交部发言人扎

哈罗娃表示，美国要求 55 名俄外

交人员在未来几个月内离开美国。

她认为，这一决定从本质上讲意味

着“驱逐”。扎哈罗娃表示，美方故

意泄露错误信息，即俄在美外交人

员是美在俄外交人员的四倍，为此

美国把俄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

也计算在内。

今年4月，美国政府以俄罗斯

进行网络袭击、干预美国选举等

“恶意活动”为由，宣布对俄实施大

规模制裁并驱逐俄外交人员。作为

反制措施之一，俄政府宣布将美国

列入对俄不友好国家名单，规定自

8月起美在俄外交机构等不得与俄

境内个人签订劳务合同、雇佣协议。

法国军队在尼日尔遭示威人群拦截
双方爆发冲突，导致 2人死亡、18人受伤

由于被美国“驱逐”

超 50名俄驻美外交人员明年将撤离

美“黑五”零售店客流量比疫情前下跌 28.3%

陈丹（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先讯美资解决方案公司

初步数据显示，今年 11 月 26 日

“黑色星期五”零售店客流量比

2019 年“黑五”下跌 28.3%，缘由

是美国人在年末节日购物季更多

地在线上花钱，并且更早开始消

费。

从感恩节、圣诞节到新年，

美国年末节日季也是购物季。美

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节目 27 日

报道，这一购物季时间跨度变

大，越来越多美国人早在 10 月

就开始消费，零售业也提前开始

促销。

先讯美资解决方案公司全球

零售咨询业务高级主管布赖恩 ·

菲尔德说：“很明显，购物者今年

提早开始买东西，和去年一样。”

他认为，消费者提前开始采买原

因有二，一是害怕新冠疫情进一

步恶化，二是担忧国内供应链问

题。

先讯美资解决方案公司数据

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美国今年

“黑五” 零售店客流量增加

47.5%。去年“黑五”，美国不少人

因担忧疫情而居家，零售商缩短

营业时间。

菲尔德说，美国南部今年“黑

五” 零售店客流量接近恢复至

2019 年水平。他认为，“黑五”当

天消费者的购物行为并没有因为

一些国家出现新型变异毒株奥密

克戎而受影响，政府和社区针对

疫情的“封禁”措施则会影响零

售店客流量。

先讯美资解决方案公司数据

显示，今年“黑五”当天，零售店

最繁忙的时段和往年一样，出现

在下午 1时至 3 时。这家公司预

测，“黑五”依然可能是美国年末

节日季期间实体店铺最繁忙的一

天。

美国奥多比分析公司数据显

示，今年“黑五”线上销售额为

89 亿美元，低于去年创下的 90

亿美元纪录。感恩节当天，线上

销售额达 51 亿美元，与去年持

平。

奥多比分析公司预计，今年

11 月 29 日“网络星期一”线上

销售额将达到 102 亿美元至 113

亿美元之间。“网络星期一”是美

国全年最大的网购日。

由于供应链问题影响一些企

业库存水平，消费者可能会发现

不少零售商网站显示多种商品缺

货。奥多比分析公司数据显示，今

年“黑五”零售商网站的脱销信

息比疫情前增加 124%，家用电

器、电子产品、家居用品和园艺用

具脱销率最高。

美国全国零售商联合会预

计，美国今年 11 月至 12 月的节

日购物季销售额将达到 8434 亿

美元至 8590 亿美元，同比增幅将

创纪录，在 8.5%至 10.5%之间。

11月 26 日，“黑五”来临，美商场开始打折。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