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二○一一年英仕曼亞洲文學獎
（Man Asiain Literary Prize）決賽名單 10 日
揭曉，包括中國作家閻連科的《丁莊夢》等7部
作品入圍。

來自 5 個不同國家的 7 名作家入圍了本次決
賽，包括賈米勒．艾哈邁德（巴基斯坦）的《游
隼》；賈赫納維．巴魯阿（印度）的《重生》；
拉胡爾．巴塔查里亞（印度）的《關懷者的狡猾
同伴》；阿米塔夫．高希（印度）的《煙河》；
申京淑（韓國）的《請照顧我媽媽》；閻連科
（中國）的《丁莊夢》和吉本芭娜娜（日本）的
《湖》。

在已經舉辦的前四屆英仕曼亞洲文學獎中，

中國作家已三度獲獎，即薑戎的《狼圖騰》
（2007）、蘇童的《河岸》（2009）和畢飛宇的
《玉米》。2011年英仕曼亞洲文學獎的得獎者，
3月15日將在獎項的發源地中國香港宣布，獲獎
作者將獲得3萬美元（約23萬港幣）的獎金。

英仕曼亞洲文學獎於2007年設立，每年頒獎
一次，頒獎對象為未以英文出版過的亞洲小說。
2010年開始，頒獎將對象改為授予頒獎前一年以
英文出版的亞洲小說。英仕曼集團贊助並冠名該
獎 ， 該 集 團 還 為 包 括 布 克 獎 （Man Booker
Prize）在內的另一些文學獎項提供了贊助。該獎
旨在通過評選出亞洲作家的英文作品來提高亞洲
文學的國際賞識與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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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陣營奧巴馬陣營地震地震 簡訊簡訊訊訊簡

【本報記者黃念斯倫敦10日電】為防備同時多發性的恐怖襲
擊，倫敦今年夏季將部署外號 「殺手蛋」的MH6小型攻擊直升機
，為奧運保安。

倫敦保安當局認為，類似孟買式的恐怖槍擊是倫敦奧運的最
大威脅，奧運期間，倫敦的火車站、醫院、學校、餐廳、酒店等
公眾場所都會是恐怖襲擊目標。MH6直升機零活輕盈，能在房屋
密集的市區降落。每隻 「殺手蛋」的兩邊平台可分別容納三名狙
擊手，特別適合在市區街道上空作反恐攻擊。

「標準晚報」引述消息人士說： 「MH6直升機對城市的反恐
是最合適不過了，一旦發生恐怖襲擊，殺手蛋幾分鐘便能到達現
場。我們只是作以防萬一的部署，作好反恐準備，希望無需動用
它們。」

英國 「標準晚報」消息說，由於可駕駛MH6直升機的英國特
種部隊機師數量不足，皇家特種部隊正在考慮借用美國特種部隊
加入倫敦奧運保安。

倫敦奧運保安費目前已經增加到10億英鎊。目前已知為反恐
部置的軍備還包括，颱風式戰機、地對空導彈和王家海軍兩棲攻
擊艦 「海洋號」，屆時該軍艦將運載直升機和海軍陸戰攻擊中隊
停泊在格林威治，加強倫敦市區泰晤士河流域的保安力量。此外
，一些在阿富汗服役的軍犬也將調回倫敦，以彌補倫敦奧運警犬
不足。消息說，奧運期間，反恐特種部隊將駐守倫敦市中心。

【本報訊】據美聯社9日消息：波蘭
一名檢察官米科拉伊．普日貝烏9日主持
記者會，交代已故總統萊赫．卡欽斯基兩
年前空難事故的調查糾紛，期間他突然叫
停記者會，隨後舉槍自殺。

普日貝烏宣讀完一個報告後說： 「請
給我5分鐘時間，我需要休息。」當記者
們陸續離開後，現場未關閉的攝影機拍攝
到，普日貝烏離開會場，隨後便傳出砰的
一聲槍響。記者匆匆折返查看，赫然發現
該名檢察官吞槍自殺，倒臥在血泊中，馬
上報警把他送院。幸好醫生搶救成功，他
沒有生命危險。

當地醫院發言人表示，普日貝烏目前
狀況穩定，意識清醒，沒有生病危險，但
臉部有傷。據報道，普日貝烏是波蘭西部
城市波茲南軍方檢察官辦公室副檢察長，

當天記者會上，他為軍方涉嫌越權調查
辯解。

軍中或有腐敗
波蘭前總統萊赫．卡欽斯基

於 2010 年遇上空難喪生後，有
資料外泄，軍方要求法庭頒令
批准調查人員索取記者的電話
紀錄，因而受到猛烈抨擊。普
日貝烏 9 日的記者會就是為這宗
糾紛作出交代。

普日貝烏首先批評傳媒的採訪手法
，強調軍方有權索取記者的通話紀錄，又
否認軍方調查該宗空難時觸犯法例。他強
調： 「在我從事民間及軍方檢察官期間，
我從來沒有做過令波蘭共和國羞恥的事。
我會維護波蘭軍方部隊及檢察部門人員的

尊嚴。」
波蘭總統布羅尼斯瓦夫．科莫羅夫斯

基要求國家安全辦公室介入調查。波蘭部
分國會議員呼籲國會對此案件進行特別調
查，並稱普日貝烏的聲明暗示了，軍中可
能有嚴重的腐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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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幕僚長再換將白宮幕僚長再換將
美國總統奧巴馬九日宣布，白宮幕僚

長戴利已向他辭職，儘管自己一再挽留，
但戴利去意已決。現任白宮行政管理和預
算局局長雅各布．盧將接替戴利。

【本報記者黃曉敏紐約九日電】

奧巴馬當天在宣布上述決定時難掩對這位親密
「大管家」的不捨。他透露，戴利上周告訴他已決定

辭職回芝加哥多陪陪家人時，自己並沒有馬上接受，
而是要求他再考慮一些時間，但最終戴利去意已決，
他只好接受。他還表示，戴利在過去一年中工作出色
，取得巨大成績，辭職的決定是困難的。

戴利辭職原因引猜測
就在奧巴馬準備競選連任之際，上任僅一年的戴

利卻迫不急待地宣布辭職，令美國輿論驚訝，各大媒
體都以突發新聞發布了這條消息，與此同時，他們又
都在使勁挖掘，意圖了解戴利辭職幕後的真實原因。

有媒體稱，戴利去職是因為他的管理風格與白宮
一些官員發生衝突，讓人難以接近。奧巴馬稱讚戴利
是傑出的幕僚長，並歷數他參與的多項重大決策，包
括擊斃 「基地」組織頭目本．拉登、結束伊拉克戰爭
、對利比亞人民提供支持、削減工資稅、達成削減兩
萬億美元的赤字協議以及在美國與韓國、哥倫比亞和
巴拿馬達成自由貿易協議方面發揮關鍵作用等。戴利
將留任至奧巴馬 1 月 24 日發表國情咨文，以方便過
渡。

奧巴馬對盧讚賞有加
戴利推薦的人選、現任白宮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局

長雅各布．盧將於本月底接任，成為奧巴馬上任以來
的第三位白宮幕僚長。2010 年 10 月前白宮幕僚長伊
曼紐爾宣布辭職回芝加哥老家參選市長，2011年1月
戴利被奧巴馬選中接任這一職務。

對於接任者盧，奧巴馬表示對他 「完全信任」，
並對他 「讚賞有加」，稱他擔任的白宮行政管理和預
算局局長是 「華盛頓最困難的工作」。他還特別指出
，盧曾在前總統克林頓時期也擔任同樣的職務，並且
成為歷史上唯一一位在任期間，使美國財政連續三年
實現盈餘的白宮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局長。此外，盧還
有海外事務的工作經驗，在入白宮之前曾擔任國務卿
希拉里的副手。而在踏入政壇前，他是花旗集團的高
級執行官。

為國會硬仗作準備
另據美國《華盛頓郵報》報道，盧國會人脈資源

豐富，他 1973 年就以立法助手身份進入華盛頓，並
曾擔任眾議院議長奧尼爾的國內政策主任顧問達8年
之久。盧上任後，除了要理順政府內部關係外，還要
應對來自國會共和黨人的挑戰，而且也要替奧巴馬考
慮年度國情咨文和規劃連任競選之間的輕重緩急。

白宮選擇盧來擔當幕僚長，也為一年內在國會可
能遇到的挑戰做好打硬仗的準備。在調停政府與國會
在債務上限的爭吵方面，以及在避免工資稅削減而攤
牌的問題上，盧都扮演了關鍵角色。而二月底又將到
期的削減工資稅問題，則是奧巴馬全心投入連任競選
之前 「必須做」的最後立法提案。

【本報訊】據《華盛頓郵報》十日報道：白宮
幕僚長威廉．戴利上任一年後，於9日辭職。戴
利在白宮似乎未曾舒服過，他在2011年的大部分
時間裡對白宮與國會之間立法爭論的處理，招來
廣泛批評，甚至一再拖低奧巴馬和國會的民望。

傳統上，白宮幕僚長的工作，包括管理白宮
職員的日常工作，參與國內和外交政策的制訂，
幫助處理白宮與國會、與華爾街和其他外部組織
之間的關係。去年一月份，奧巴馬帶着很高期待
，以戴利來取代伊曼紐爾。但奧巴馬後來發現，
他要與國會和商界對着幹才會佔上風，而戴利也
就在這時選擇離開了。

戴利性格相對冷淡，據說他用公司總裁的態
度來對待幕僚長工作。國會民主黨人私下抱怨說
，平時與戴利接觸，使人覺得是他們在 「浪費他
的時間」。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里德則從來不認可
他。

另一名前助理更直指戴利根本 「不勝任（白
宮幕僚長）這份工作。（即將上任白宮幕僚長的）
雅各布．盧冷靜沉着。他在一個關鍵的年份走進
向來表現淡定的奧巴馬團隊，簡直如魚得水。」

2011年夏天，白宮與國會共和黨人因債務上

限問題而爭論不休期間，戴利受到嚴重抨擊。

調停美債爭吵失敗
其中一個令人尷尬的插曲，是奧巴馬九月份

要求在國會一次全體會議上發言，卻被眾議長博
納拒絕，後者反而邀請他一天後來發表講話。白
宮宣稱戴利較早時已獲博納同意原定日期，但博
納辦公室否認雙方已達成協議。

這之後，奧巴馬改變策略，避免與國會直接
談判。去年 10 月尾開始，奧巴馬簽署一系列行
政命令，表明即使國會唱反調，他也會運用自己
的一切權力，來促成所有事情。就在奧巴馬視國
會為敵人而非一個任性的朋友，但雙方關係有可
能緩和之時，他的民望上升了。在民調機構蓋洛
普最新的追蹤調查中，奧巴馬獲得了46%的支持
度。

2011年秋天，戴利把日常事務交給了高級顧
問皮特．勞斯。之後，他的重要性便似乎大大降
低了。最後，隨着奧巴馬在政治建議方面愈來愈
倚仗他信任的長期助手，例如高級顧問戴維．普
盧費，戴利的影響亦逐漸消減。

戴利被指不勝任工作
▲奧巴馬（中）9日宣布戴利（右）辭去白宮幕僚長職位，其接任者盧（左）也出席記者
會 法新社

曼聯球星簡東拿參選法總統
【本報訊】據法新社巴黎十日消息：法國《解

放報》報道，英超球會曼聯名將，被英國球迷稱為
「國王」的法國球星埃里克．簡東拿，宣布準備參

加法國總統選舉，現正努力爭取足夠的政治支持。
這位前球員寫信給法國五百名市長，力爭參加

四月份總統選舉所需的支持。但是《解放報》在社
論中說，簡東拿此舉，是把足球場的傳奇式假動作
運用於政壇──利用不可能成功的總統選舉來達到
他真正的目標──為窮人爭取住房。

四十五歲的簡東拿在致法國市長們的信中說，
他是一位 「具有非常強烈時代感的公民」，而他認
為，這個時代為青年人提供的機會 「有限」，並產
生了 「暴力」和 「有計劃」的不公正。他說，在
「我國面臨困難選擇之際」，他感到有責任站出來

說話，並說當前的經濟不明朗使他 「意識到自己的
責任」。簡東拿說，他 「選擇住房問題，是因為在
我看來它似乎是基本的問題，牽涉到一千萬人的幸
福。我必須在我有可能被聽到的時候行動起來。」

法國總統選舉將於四月份開始，第二輪投票定
於五月份舉行。尋求連任的現任總統薩爾科齊在民
意調查中落後於社會黨對手奧朗德。

奧林巴斯狀告歷屆19高管

【本報訊】據《華爾街日報》10 日報道：日
本相機生產商奧林巴斯狀告歷屆 19 名高層，索賠
36.1 億日圓（約 3.65 億港元）。奧林巴斯 10 日披
露一份調查報告，認定該公司隱瞞巨額投資損失事
件中包括總裁高山修一等現任6名董事在內的歷屆
19名高層負有責任。

奧林巴斯還宣布已向東京地方法院針對這些高
層提出了索賠訴訟，索賠金額總計36.1億日圓。報
告指出，高山等高層作為董事會成員未能阻止財務
造假，監督不力違反了善管義務。前董事長兼總裁
菊川剛對隱瞞損失事件介入很深，負有重大責任。
被起訴的高層還包括前執行副總裁森久志、前常務
監事山田秀雄等人。經查負有責任的現任董事將在
三四月召開的臨時股東大會結束後集體辭職。圖為
奧林巴斯總裁高山修一

希臘議員籲出租雅典衛城
【本報訊】據新華社雅典9日消息：希臘一名

議員9日建議將該國標誌性古蹟雅典衛城出租，以
便籌措資金解決債務危機。這一言論立即遭到強烈
批評。

該言論出自希臘聯合政府組成政黨之一新民主
黨議員耶拉西莫斯之口。他當天在接受希臘一家電
台採訪時說： 「我們應該出租雅典衛城和其他古蹟
，以便有尊嚴地籌措資金，而不是減少補貼和工資
。」耶拉西莫斯還呼籲希臘文化部員工結束反緊縮
措施的罷工，以免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無法參觀衛
城等著名古蹟。

過去一個月來，雅典衛城和其他一些古蹟的員
工因為工資被拖欠，每個周末都舉行罷工，導致這
些景點關門，大批遊客失望而歸。希臘一些媒體評
論員和普通民眾稱這名議員的言論 「令人震驚、難
以置信和傷害希臘人的感情」。

南非大學踩踏1死2重傷

【本報訊】據中新網 10 日消息：據英國廣播
公司報道，南非約翰內斯堡大學學生在入學申請最
後期限前的申請過程中發生踩踏事故，至少1人死
亡，2人受重傷。

據報道，10 日上午在約翰內斯堡大學門前，
大門提前打開，人群向前擁擠，導致慘劇發生。死
者是學生的家長。校方用手機短信提醒學生最後時
刻申請大學位置。9 日一天就有5 千人親自登記註
冊，學生和家長為了能夠註冊，夜間就宿營排隊。
圖為南非約翰內斯堡大學登記當日學生發生踩踏事
件。

英仕曼文學獎 7作家入圍

▲◀畫面拍攝到普日貝
烏（小圖）吞槍自殺，
倒在血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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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作家閻連科躋身決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