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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感受濃厚龍年氣氛
遊行 誦經 文化節 展覽

▲美國三藩市 2010 年的新年遊行

簡訊

【本報訊】據美聯社紐約 1 月 14 日消息
：1 月 23 日中國農曆新年之時，即使不去亞洲
，也能感受到濃厚的龍年氣氛。從紐約到溫哥
華，北美許多城市都會有遊行、表演及其他活
動來慶祝中國農曆新年。
紐約的農曆新年遊行表演將會在 1 月 29
日於曼哈頓的唐人街舉行，表演時間將從上午
11：30 持續到下午 4 點。該表演將穿過曼哈頓
下城區，包括小意大利、下東區和唐人街中心
的勿街和堅尼街。
在紐約皇后區的法拉盛，也有大量亞裔人
口。該區的遊行表演將在 2 月 4 日的上午 11 點
鐘進行。其他節日活動包括 2 月 4 日下午兩點
於法拉盛市政廳劇院舉行的「
亞洲舞蹈大展」
。
資料圖片
位於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的溫哥華，將

在 1 月 29 日中午從千禧門開始遊行表演，文
化節也將同期舉行。而 65%人口都是亞裔的鄰
市里士滿，也將是農曆新年的慶典中心。亞歷
山大路上超過 200 家亞洲餐館將有特別菜式，
同時，各種慶祝活動也將在該市的三家大型港
式商場舉行。列治文的國際佛教觀音寺也將舉
辦系列活動，包括 1 月 18 日至 1 月 23 日之間
的花市，1 月 22 日晚上 10 點至午夜的誦經及
集體祈禱。

洛杉磯「大華埠一把抓」
在加州，三藩市的慶祝活動包括 2 月 11
日的遊行，1 月 14 日至 15 日的花市，2 月 19
日的 5 公里及 10 公里長跑以及 1 月 29 日於三
藩市動物園開展的慶祝活動。洛杉磯市的金龍

星期日

大遊行將於 1 月 28 日在華埠百老匯街進行。
若想有不同體驗，可嘗試洛杉磯的 「大華埠一
把抓」，該活動 1 月 29 日上午 11 點開始，只
需要花 35 美元，就可以參與這個尋找小巷、
寺廟、商店和庭院間路線的遊戲。另外，華
美博物館 3 月 3 日將舉行燈籠節，而蒙特利公
園將於 1 月 28 日至 29 日舉辦中國農曆新年節
慶。
1 月 20 日晚上 6 點至 9 點，比華利山莊將
於羅地歐進行舞龍舞獅及鼓樂表演。零售商和
餐館會提供特價購物和主題餐飲，並且，到比
華利山莊會議及旅遊局登記的首 1000 位幸運
兒將得到一個裝有當地商戶優惠券的好運利是
封。
自 2 月 3 日至明年初，華盛頓絲織博物館
將舉辦展覽，展出來自古地中海、中國古代以
及當代南美關於 「龍」的作品。同時，華盛頓
還將於 1 月 29 日在唐人街舉行農曆新年大遊
行。
在波特蘭，舞龍舞獅、各派武術表演、風
水談等多種活動和表演將一同慶祝農曆龍年的
到來。玲玲馬戲團的新節目 「巨龍」將於 1 月
4 日首演，為其在 90 個的城市巡演拉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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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揆否認外相對美承諾
「減少從伊朗進口石油是個人意見」

【本報訊】據日本新聞網、共同社 14 日消息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 13 日晚超乎尋常地告訴媒體
，財務大臣安住淳對美財長蓋特納說的 「
日本將逐
步減少從伊朗進口石油」的話，僅僅代表他個人意
見，並不代表政府立場。
蓋特納 12 日會晤日本財務大臣安住淳時表示
，美國政府要求日本盡快結束與伊朗的石油貿易關
係，同時要求日本金融機構凍結伊朗在日本的資產
，並中止與伊朗金融機構的交易。安住淳對此表示
遵從，但希望美國給予日本特別待遇，延長發動金
融制裁的時間，以便日本有餘地來處理留在伊朗的
各種日本政府與企業資產。
13 日晚野田佳彥被問及這一問題時，明確表
示，安住淳的言論僅代表他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政
府的立場。這一發言，被媒體理解為日本政府新年
中第一次對抗美國的行動，也是野田當首相以來，
首次對美國說 「不」。圖為日本首相野田佳彥 13
日在記者會上回答提問。

朝斥「悼念不誠即入罪」荒謬

美允與緬互派大使

【本報訊】據法新社、中新社內比都 14
日消息：緬甸 13 日再次特赦 651 名囚犯，包
括 1988 年參與學生抗議運動的領袖之一敏哥
奈，以及 2004 年開始被軟禁在家中的前總理
欽紐。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數小時後即宣布，作
為對緬甸改革的回應，美國將與緬甸互派大使。
緬甸 14 日表示已在歷來最重要的特赦中，釋放了超
過 300 名政治犯。13 日獲釋的犯人包括不少主要的異見分
子。今次釋放行動得到西方國家歡迎。西方國家長久以來
都要求，緬甸要先釋放政治犯，才會獲西方國家考慮解除
對該國的制裁。緬甸內政部長哥哥說，今次獲釋的犯人當
中，有 302 人都在某個政治團體所整理的政治犯名單中。
外界相信該政治團體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昂山素姬所領導
的反對黨全國民主聯盟。

緬或有 1500 政治犯
他對記者說： 「我們不會因為政治或信仰使然而採取
行動對付一個人。今次釋放行動並非因應任何人或任何組
織的要求而進行。我們所以釋放他們，是因為要表達政府
真正的善意。」他說，尚有 128 人在上述某政治團體的名
單中。他說，這些囚犯犯了嚴重罪行，基於安全理由不能
獲釋。
目前並不清楚尚有多少政治犯被囚禁，外界估計有
500 至 1500 多人，去年 10 月，緬甸釋放了約 200 名政治犯。
13 日獲釋的人當中，還包括約 100 名前情報機關人員
。當中包括曾經擔任總理及情報局長的欽紐。欽紐 2004
年在一次權力鬥爭中被攆下台，隨後遭到軟禁。緬甸國家
媒體說，這些囚犯是根據吳登盛總統發布的大赦令而獲釋
的，目的在於促進民族和解。

奧巴馬：緬有大量工作要做
【本報訊】據法新社首爾 14 日消息：對於韓
國有傳媒指，未有真心悼念朝鮮已故最高領導人金
正日的朝鮮人，都已經被捕及判入勞改營，朝鮮
14 日憤怒地作出反駁。
韓國有傳媒說，未有參與有組織的公開悼念活
動、未有哭泣，或未有流露真情的朝鮮人，已被判
入勞改營至少 6 個月。但朝鮮官方朝中社說，這些
「錯誤的消息」引起朝鮮人民 「莫大反感」。該社
又批評散播指控的人是 「可憐的人類敗類」。朝中
社說： 「
那幫執意從事反朝鮮宣傳運動的叛徒，實
在難以理解朝鮮軍民所流下眼淚的重量和誠意。」
圖為平壤民眾沉痛悼念金正日。

釋放囚犯滿足了美國與緬甸修復外交關係的條件。作
為回應，希拉里宣布，美國將啟動與緬甸互派大使的程序
。希拉里說，會公布美國駐緬甸大使的人選，但是恢復關
係是個長期的過程，取決於緬甸進一步改革。
美國白宮 13 日發表聲明說，總統奧巴馬對緬甸實行
大赦的決定表示讚揚，稱這是其民主改革前進的重要一步
，但仍有大量工作要做，才能符合緬甸人民的訴求。奧巴
馬對緬甸總統吳登盛簽署大赦令表示讚賞，他同時敦促緬
甸保證被釋放人員能夠完全和自由地參與政治進程。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稱 13 日的釋囚舉動是迄今為止
最重要的舉措，因為獲釋囚犯中包括一些重要的知名政治
人物，他們可以為民族和解作出貢獻。

▲緬甸前學生運動領袖敏哥奈 13 日獲釋

法新社

昂山擬晤前學運領袖
【本報訊】據中通社仰光 14 日消息：據日本
媒體報道，緬甸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領導的全國
民主聯盟消息人士 14 日透露，獲釋的緬甸前學生
運動領袖敏哥奈等人將會晤昂山素姬，協商今後
雙方合作的推進方式。
敏哥奈等人因總統吳登盛特赦令而於 13 日獲
釋。有分析指出，他們擁有領導 1988 年民主化運
動的實際成果，已決定參加 4 月 1 日議會補選的昂
山素姬也有意與他們構建統一戰線，以鞏固全國
民主聯盟的支持率，通過議會切實推進民主化。

法外長歷史性訪緬
66 歲的昂山素姬 1990 年曾率領民盟贏得議會
大選，但選舉結果被軍政府作廢，之後她斷斷續
續遭軟禁長達 15 年。直到 2010 年 11 月，緬甸舉行
20 年來的首次多黨制全國大選之後，軟禁才告解
除。

另據法社仰光 14 日消息：法國外長朱佩 14 日
抵達緬甸展開歷史性訪問，成為法國歷來訪問緬
甸的最高層外交官。朱佩希望他此行能鼓勵緬甸
的新領導人推動改革。法國外交部日前說，朱佩
「希望鼓勵（緬甸）總統吳登盛和緬甸當局」，
踏着邁向人權、民主和全國和解的步伐， 「繼續
及推動這場（改革）運動」。
朱佩亦強調，緬甸 4 月 1 日舉行的議會補選，
「行事方式要符合民主」。西方批評，緬甸 2010
年 11 月舉行的大選有舞弊情況。
朱佩將於 15 日與緬甸反對派領袖昂山素姬會
晤，並代表法國政府向昂山素姬頒發 「軍團獎章
」。朱佩亦將於 16 日與吳登盛舉行會談。
朱佩訪問緬甸之前，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和英
國外相夏偉林先後在去年 12 月初及本月初訪問緬
甸。

伊南什葉穆斯林遇襲 50 死

失業陰霾籠罩 英軍士氣低落
【本報訊】據新華社巴格達 14 日消息：伊拉
克警方 14 日說，當天發生在伊南部城市巴士拉附
近的自殺式襲擊造成的死亡人數目前已升至 50 人
，另有約 100 人受傷。一名不願公開姓名的當地警
方人士告訴新華社記者，當地時間上午 9 時左右，
一名自殺式襲擊者在巴士拉一座檢查站附近混入朝
覲人群，引爆身穿的炸彈背心。截至目前，死亡人
數已升至 50 人。這名警方人士說，由於傷者眾多
，死亡人數還可能上升。
事發時正值什葉派穆斯林紀念伊瑪目侯賽因遇
難活動的最後一天，大批什葉派穆斯林正從巴士拉
出發列隊前往巴士拉以南一處宗教場所舉行紀念活
動。巴士拉位於巴格達以南 550 公里處，安全形勢
一向相對較好。伊拉克近期政局出現動盪，什葉派
和遜尼派陣營之間矛盾激化，安全形勢顯著惡化，
近一個月來接連發生多起大規模爆炸襲擊。圖為爆
炸現場。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14 日報道：軍
方慈善團體警告，由於英國國防部下周準備再裁減
4500 名軍隊人員，英軍士氣已到了 30 年來最低微的
時刻。
據稱，服役人員中一片 「
愁雲慘霧」，數千名士
兵面臨被裁掉的命運，他們冒着生命危險前往伊拉克
、阿富汗和利比亞。國防部會在下周二宣布因節省開
支進行裁員，預計軍隊就會受到這一充滿爭議的裁員
行動的衝擊。
大約 2500 名士兵會在 2012 年被裁掉，當中陸軍

受到的影響最大，皇家空軍及海軍可能會削減 1000
個職位。裁員行動跟隨戰略國防及安全審查（SDSR）
項目產生，其結論指軍隊在 2015 年前要削減 1.7 萬個
職位，陸軍 7000 個，皇家空軍及海軍各 5000 個。

四年內節省 559 億
陸軍在去年僅減少了 900 個士兵，在新裁員行動
中失去的人數最多。據國防部消息稱，3500 名尼泊
爾士兵被認為是冗員，肯定會被裁。現時在阿富汗服
役、剛剛歸國又或者是預備前往執行任務的部隊則不

◀英國一名士
兵在參加阿富
汗戰爭前、參
戰中、及回國
後（左至右）
的照片對比
英國《每
日郵報》

受裁員影響。
國防部打算在四年內節省 47 億英鎊（約 559 億
港元）開支和遏制 360 億英鎊的軍備超支。第二輪的
裁員引起軍隊人員不安，他們已經在大刀闊斧地削減
薪俸和減少對工作不穩定的津貼下，苦苦掙扎。
軍隊家庭聯盟發言人凱瑟琳．史賓莎以諷刺言語
表示反擊，暗示當局已接近違反其對軍隊的誓言──
軍人為國犧牲，國家對其負有責任。
史賓莎在軍隊官方雜誌《士兵》上撰文稱， 「
我
想問，未來是否更加暗無天日。每隔半月就有公告一
再打擊軍隊成員。不確定性和不受重視的感覺，令服
役人員對未來產生了懷疑。」
她補充， 「不論經濟好壞，士兵們都應該受到保
護。然而最近宣布的裁員聲明，讓我懷疑政府對軍隊
的誓約是否僅在方便的情況下才會遵守。」

兩年內薪酬只漲 1%
財政大臣歐思邦在去年 10 月宣布軍隊在兩年內
只會獲得 1%的薪酬升幅時引發不滿，因為該數字低
於通脹，升幅實際等於減薪。這就意味着，每個普通
士兵的薪酬實際上會少 1306 鎊，連隊軍士長更慘，
少 3306 鎊。同時，用來補償在國內不同軍營來回搬
家的津貼被大幅削減。教育及旅行津貼也難逃此命運
。當局也減少軍隊的撫恤金，也推遲對破舊不堪的服
役場地急需進行的改善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