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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極端教派抗議過度犯眾怒

伊朗軍演秀足肌肉

【本報訊】據中新社、韓聯社1月2日消
息：韓國總統李明博2日發表新年電視講話時
表示，維持半島和平穩定是當前的首要任務。
李明博表示，韓國願意改善同朝鮮的關係，並
稱韓國將一直敞開 「機會之窗」。

據韓聯社2日報道，李明博在 「新年特別
國政演說」中表示， 「半島局勢目前正處在一
個全新的轉折點上，如果朝鮮有誠意，韓朝有
望共同開啟半島嶄新的未來」。

李明博表示，韓國將會同有關國家進行更
加密切的溝通與合作，爭取在 2012 年找到解
決朝核問題的突破口。他說， 「只要朝鮮中止
核活動，六方會談就有望重啟」。李明博還表
示，韓國願意在六方會談的框架下，為改善朝

鮮經濟提供必要的幫助和資源。

韓將繼續保持警戒
他說，目前仍存在朝鮮發起挑釁的可能性

，因此韓國將繼續保持警戒態勢。若朝鮮發起
挑釁，韓國將會採取強硬的應對措施。他還說
，韓國政府將會同有關國家進行更加密切的溝
通與合作。

據英國《衛報》報道，自 2010 年延坪島
炮擊事件發生後，韓國政府鮮有表態願與朝鮮
進行對話。韓國政府此前一直堅稱，朝鮮必須
為延坪島炮擊事件道歉才能重啟六方會談。

雖然公開 「示好」，李明博同時表示，如
果朝鮮首先挑釁，韓國將會採取強硬的應對措

施。他認為，目前朝鮮首先發起挑釁的可能性
仍然存在，韓國軍隊也將繼續保持戒備狀態。

朝黨報：韓提高警戒是挑釁
李明博的這番講話恰逢朝鮮發表新年社論

後一天。朝鮮中央通訊社1日全文刊發了一篇
近萬字的新年社論。該社論譴責韓國在過去的
一年中 「變本加厲地進行同族對抗與北侵戰爭
活動」。

朝鮮勞動黨機關報《勞動新聞》2日撰文
譴責韓國2011年12月19日提高軍事警戒級別
，認為韓國政府在得知金正日逝世消息後提高
警戒級別是對朝鮮的挑釁，是在破壞朝鮮半島
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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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新華社雅加達1月2日消息：據
印度尼西亞媒體2日報道，暴雨日前致使印尼中爪
哇省三條河流的大堤發生垮塌，4萬多人的生活受
到影響（見圖）。

報道說，大堤垮塌致使中爪哇省勿里碧縣幾十
個村莊發生水災，連接中爪哇省首府三寶壟和印尼
首都雅加達的公路約有1公里被淹，造成嚴重交通
堵塞。當地居民說，現在急需物資援助和重型設備
修復大堤。每年 11 月至次年 4 月是印尼雨季，也
是暴雨和洪水多發期。

【本報訊】據新華社蘇瓦1月2日消息：斐濟
總理姆拜尼馬拉馬2日在其發布的新年文告中宣布
，斐濟將於本月7日取消自2009年4月以來實施的
公共緊急狀態。 「斐濟鄉村」網站援引姆拜尼馬拉
馬的話報道說，取消公共緊急狀態旨在為下月就新
憲法舉行的磋商鋪平道路，他將於未來數周內宣布
新憲法全國協商進程。

【本報訊】據新華社拉姆安拉1月2日消息：
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巴解組織）執行委員會委員埃
雷卡特2日表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將於3日在約
旦首都安曼舉行直接會談，但這並不意味巴以和
談重啟。

他說，巴方與以方在經濟和安全事務方面的聯
絡一直在進行，但政治方面的聯絡完全停滯。埃雷
卡特說，他希望以色列能夠響應約旦的號召，停止
興建定居點，接受在 1967 年邊境基礎上的 「兩國
原則」， 「從而使繼續和談成為可能」。

據以色列媒體2日援引以政府官員的話說，以
方認為這次會談是一個積極信號，但現在談以色列
總理內塔尼亞胡和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巴
斯會面還為時太早。

圖為巴勒斯坦激進組織哈馬斯的支持者2日在
土耳其伊斯坦布爾進行反以色列示威。

李明博對朝啟希望之窗
首務維護半島和平 冀年內突破核問題

巴稱巴以和談仍未重啟

斐濟即將取消緊急狀態

印尼潰壩影響逾四萬人

【本報訊】據中央社1月2日消息：法國《解
放報》（Liberation）2日頭版報道，總統薩爾科齊
對 1994 年法國對外軍售佣金回流弊案知情。但總
統府對外表示，這是無稽之談的連續劇。

政治立場偏左的解放報以標題 「薩爾科齊知情
」，連續四大頁報道 1994 年軍售案涉及佣金回流
，並表示證據及證人證詞都指出，當時擔任預算部
長的薩爾科齊簽字認可成立負責佣金流向的公司，
他本人應知情。

法國 1994 年出售潛艦給巴基斯坦，出售 3 艘
拉法葉艦給沙特阿拉伯，軍售案佣金疑似回流到法
國總統選舉資金。本案一直到2002年，法國11名
造艦局工程師在巴基斯坦卡拉奇遭炸彈攻擊身亡才
曝光。法官調查發現，法國 1996 年停止支付佣金
，導致卡拉奇炸彈攻擊。2010年1月，盧森堡警方
一份調查報告指出，1994 年在盧森堡成立的海涅
（Heine）公司有薩爾科齊的認可簽字。據推斷，
有佣金回流資助法國總統大選。圖為薩爾科齊1日
在梅斯發表新年講話。

薩爾科齊涉佣金弊案

【本報訊】據美聯社耶路撒冷 1 月 2 日消息：以
色列極端正統教派猶太人 12 月 31 日夜間在耶路撒冷
舉行示威，抗議遭到以色列政府 「迫害」。示威人群
中幾名男孩裝扮成大屠殺受害者形象，這一做法在以
色列引起爭議。

12月31日夜間，上千名極端正統教派猶太人來到
耶路撒冷沙巴特廣場示威。人群中，一名男孩舉起雙
手做投降狀，他的上衣縫有一枚黃色大衛星標誌，標
誌上有德語 「猶太人」字樣。

這是模仿一張拍攝於1943年4月的大屠殺檔案文

件照片中猶太兒童的形象。照片顯示，一群猶太人在
波蘭華沙遭納粹士兵包圍，其中一名男孩舉起雙手、
眼神惶恐。

除了男孩，還有一些兒童和青年示威者身穿納粹
集中營囚服。多數示威者身穿極端正統教派黑色傳統
服裝。一些人朝警察高喊 「納粹，納粹」，指責以色
列當局 「殘酷迫害」他們。

把自己的生活強加於他人
目前以色列的人口當中，有一成是極端正統猶太

人。過去，這些人一般只會在他們所屬的社區，奉行
他們那套嚴謹的生活方式。但如今隨人口增長，而
且擴散至新的區域，這些人越來越積極地，把他們的
生活方式強加於他人身上。

最近，極端正統猶太人社區內的極端派系，因企
圖在巴士、行人道和其他公共空間實施性別隔離，而
備受批評。

在其中一個城市，極端分子嘲笑步行上學的女生
，又向她們吐口水，說她們的衣不檢點。他們又為
街上呼籲實行隔離的標語和警方發生衝突，和襲擊採
訪他們所屬社區動態的記者們。近數周，數名以色列
年輕女性，因拒絕按照男教徒的命令，坐在巴士上的
後排座位，而引起全國怒吼。

小童扮納粹大屠殺受害者

兩射國產遠程導彈
伊朗在這次代號為 「守衛 90」演習中充分展示

了其國防 「肌肉」，不僅試射了各種導彈，還在1日
高調宣布首次成功研製出核燃料棒。伊朗法爾斯通訊
社2日報道，伊朗以軍演的方式顯示自己在霍爾木茲
海峽及中東地區的影響力。

據法新社報道，伊朗2日試射的這枚 「卡德爾」
型導彈射程約為200 公里， 「努爾」導彈射程為300
公里，均為中程導彈，但伊朗官方通訊社將其稱為遠
程導彈。伊朗與美軍第五艦隊駐地巴林之間距離的最
近點，是250公里左右，與以色列則相距1000公里。
伊朗最長程的導彈是 「泥石二型」導彈，射程為
2400公里。

此次伊朗軍演為歷次軍演中演習區域最廣、演練
科目最豐富的一次。演習區域從霍爾木茲海峽以東開
始，跨越阿曼海，東至北印度洋公海，西到亞丁灣，
整個演習區域約有2000 平方公里。10天的軍演中，
伊朗測試了包括短程、遠程、地對地、地對空在內的
多款國產導彈。海軍潛艇、驅逐艦、導彈發射艇、補
給艦以及無人偵察機也都進行了協同演練。

伊朗星期一說，伊朗無意關閉霍爾木茲海峽，但
舉行了關閉該海峽的模擬演習。

首次製成核燃料棒
伊朗原子能組織1日還首次高調宣布，伊朗科研

人員已成功生產並測試了首枚國產的核燃料棒。據伊
朗法爾斯通訊社報道，這枚核燃料棒是在德黑蘭核反
應研究中心生產出來的，經初步測試，這枚燃料棒運
行正常。伊朗方面表示，這枚燃料棒將被用於醫療領
域。德黑蘭否認西方關於伊朗正在建造核武器的指責
，並說伊朗需要核技術來發電。

美國第五艦隊說，不會允許這條戰略水道的航運
受干擾。以色列今次低調處理伊朗試射導彈的消息，
稱伊朗的軍力與駐海灣的西方軍力沒得比。如果旨在
解決伊朗核問題的外交手段失敗，美國和以色列不排
除對伊朗動武。

霍爾木茲海峽是伊朗南部連接波斯灣和阿曼灣的
航運要道，世界上近40%的石油和數量可觀的天然氣
由此輸往全球各地，對全球石油供應具有戰略影響。

【本報訊】據路透社、中新社德黑蘭
1月2日消息：為期10天的伊朗軍演2日
進入最後一天。伊朗軍演發言人當天表示
，2日的軍演成功試射了兩枚國產陸基遠
程反艦巡航導彈，分別為 「卡德爾」 型和
「努爾」 型。

【本報訊】據中通社、法新社 1 月 2 日消
息：歐盟外交政策發言人邁克爾．曼 1 日表示
，歐盟有望在本月底前作出擴大對伊朗制裁的
決定。

邁克爾．曼當天稱， 「我們最遲將在本月
30日舉行的歐盟外交事務會議上作出（對伊朗
實施新制裁的）決定。」

法國外交部發言人瓦萊羅 2 日說：「伊朗宣
布進行最新的試射導彈活動，向國際社會發出
一個非常惡劣的訊號，我們對此感到遺憾。」

伊朗貨幣重貶6%
受到美國推動對伊朗發展核武實施新制裁

的影響，伊朗貨幣里亞爾在街頭交易的匯率，
大幅貶值了6%。在2日下午，里亞爾對美元匯
率來到1美元兌換1萬7千里亞爾。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去年 12 月 31 日簽署一
項法律，對伊朗的金融部門和中央銀行實施新
制裁，當時里亞爾價位立即下滑到1美元兌換1
萬5500里亞爾。

內賈德擬訪拉美四國
在美歐展開新一輪制裁的背景之下，伊

朗開始悄然尋求擴大在拉美地區的影響力，
此舉被美國官員和專家認為是試圖繞過歐美
對伊朗的制裁，以此進入拉美市場並獲取所
需原材料。

美國《華盛頓郵報》2 日報道稱，伊朗開
始向拉美地區展開新的外交攻勢，預計伊朗總
統內賈德本月將訪問委內瑞拉、厄瓜多爾、古
巴和尼加拉瓜四國。內賈德政府誓稱要擴大在
美國後院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影響力。

歐盟月內推對伊新制裁

◀伊朗 2
日在霍爾
木茲海峽
附近試射
一枚國產
遠程 「卡
德爾 」地
對艦導彈

法新社

▶ 伊 朗 2
日在霍爾
木茲海峽
附近試射
短程 Nasr
地對艦導
彈

法新社

一些兒童示威者身一些兒童示威者身
穿納粹集中營囚服穿納粹集中營囚服
示威示威 美聯社美聯社

▶▼以色列極
端正統派猶太
人示威，一名
男 孩 模 仿
1943 年 猶 太
人被納粹迫害
時的舉手投降
姿勢（下圖）

美聯社
互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