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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駐馬島服役 阿軍人燒英旗抗議
【本報訊】綜合《每日郵報》、中通社2月

3日報道：正值英國與阿根廷就福克蘭群島（阿
根廷稱馬爾維納斯群島）的主權爭執加劇之際，
英國威廉王子2日抵達福克蘭群島服役，引發阿
根廷民眾強烈抗議。

攻擊在阿英資企業
阿根廷民間組織反應激烈，一度焚燒英國國

旗以示抗議。超過100名軍人2日在首都布宜諾
斯艾利斯市中心舉行示威遊行，抗議威廉在福克
蘭群島服役。他們手中揮舞着木棍，並用石塊和
「顏料炸彈」襲擊位於市中心的滙豐銀行支行，

在牆上噴上 「英國人滾出馬島」的標語。阿根廷

警方及時干預，避免抗議活動升級。但這群示威
者揚言，以後每周都將針對不同的英國企業進行
類似的示威活動。

威廉被指是 「征服者」
據報道，威廉王子所屬部隊1日晚從牛津郡

某空軍基地出發。英國國防部發表的公告稱，威
廉王子和其他幾名英軍士兵於2日抵達福克蘭群
島，所屬的直升機部隊將在福克蘭群島主島上最
大英軍基地駐防6星期，負責海上搜救執勤任務
。期間，現年 29 歲的威廉王子將擔任執行海上
搜救任務的直升機飛行員。他將像普通英軍士兵
一樣執行任務，不會享受任何特殊待遇，不會代

表英國王室參加任何官方活動或儀式。
阿根廷外交部發表聲明稱，對威廉王子到阿

根廷所稱的馬爾維納斯群島服役，表示遺憾。阿
根廷外長高調批評了英國派遣威廉王子所屬部隊
前往爭議地區的做法。阿根廷稱此舉等於是英國
政府讓王室成員以 「征服者」的姿態出現，向阿
根廷挑釁。

阿根廷方面近來再次高調就福克蘭群島主權
問題提出要求，並對群島實施了限制船隻靠岸等
行動。英國政府則表示，福克蘭群島最終歸屬須
依法由島上居民自決。日前，皇家海軍宣布將派
遣最先進的 45 型導彈驅逐艦 「不屈號」前往南
大西洋換防。

當地時間2月2日夜，近萬名球迷聚集到開羅市
中心解放廣場附近的內政部大樓前，抗議警方在此前
塞得港體育場騷亂事件中玩忽職守。

警車開錯道遭圍攻
在首都開羅，夜幕降臨時，仍有數千名抗議者留

在內政部附近的街道上。平時交通阻塞的市中心，只
有救護車在行駛，他們把衝突中死傷者載離現場。當
天，防暴警察的卡車拐錯彎衝進充滿示威人群的街道
，救護車不得不介入進行營救。示威者把那輛卡車包
圍了至少四十五分鐘，他們用腳踹車輛，警察則呆在
車裡不敢出來。後來，一些示威者組成人體通道，協
助這些警察逃脫。

示威者要求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主席坦塔維下台
；部分示威者並且呼籲將坦塔維處死。現場消息稱，
示威者向警察投擲石塊，警察則發射催淚瓦斯和眩暈
彈，以防止他們衝擊內政部大樓。現場硝煙瀰漫，刺
鼻氣味沖天，幾乎令人窒息。據埃及衛生部部長助理
阿迪勒．阿德維公布的官方數字，已經有 2 人死亡，
628人受傷，其中很多人在吸入防暴警察施放的催淚
氣之後不適。

要求軍政府下台
埃及 28 個民主派團體當天在互聯網上發表聲明

，號召全國周五舉行示威，要求軍政府下台。示威者
在午後沿開羅的清真寺遊行，邊禱告邊向議會進發。

埃及總理詹祖里周四宣布，解除塞得港地方官員
和埃及足球協會理事會全體成員的職務。釀成這起悲
劇的肇因引起了諸多揣測。一些人相信是前總統穆巴
拉克的支持者唆使，以破壞埃及民主進程；內政部長
伊布拉欣則稱是雙方球迷的挑釁行為釀成這場悲劇。
在議會星期四舉行的緊急會議期間，易卜拉欣被廣泛
指責，人們把死亡事件歸咎於他。包括佔70%議席的
伊斯蘭主義者在內的議員們，要求對他承擔責任，指
他玩忽職守。

分析家扎亞特說，球迷騷亂事件進一步損害執政
軍事委員會的形象 「時勢已朝着加快向平民移交權力
的方向推進」。

【本報訊】綜合路透社、法新社、中
通社開羅3日消息：埃及史上最嚴重的球
迷騷亂迅速演變成一場政治危機。全國反
對軍政府的集會進入第二天，示威者包圍
位於開羅的內政部，再爆流血衝突，至少
2死628人受傷。同時，在蘇伊士的示威中
，為了防止人群攻佔警察局，警方發射實
彈，造成兩名示威者死亡。

【本報記者黃念斯倫敦3日電】英國華人2日在
倫敦舉行兩岸統一論壇會議，研討台灣選舉後兩岸關
係前景，呼籲台灣領導人馬英九當局把握兩岸和平統
一時機，盡早與北京展開政治對話磋商中國統一步伐。

呼籲馬英九訪問大陸
來自英國各地的僑領、華人團體代表及中國留學

生代表等 50 餘人出席了由全英華人華僑中國統一促
進會組織的這次論壇。與會者一致認為馬英九贏得選
舉的關鍵，在於支持和堅持了 「九二共識」，說明和
平統一是台灣島內民心所向。眾多僑領發言，呼籲馬
英九訪問大陸，期待馬英九後4年能夠將 「九二共識
」發揚光大，將兩岸關係推向和平統一的政治層面，

為統一和復興中華，留名千古。
該促進會會長單聲指出，這次台灣選舉，實質上

是台灣人民對 「九二共識」的一次投票。馬英九取勝
之後如何堅持一個中國，他是否真心實意促進統一，
兩岸關係如何發展，都是包括海外華人在內的整個中
華民族炎黃子孫最關心的大事。

冀兩岸領導人磋商統一
「我希望馬英九早日訪問祖國，與北京領導人和

平協商統一，這應該是馬英九後4年重之又重的大事
。」單聲又認為，馬英九雖贏，但這次選舉得票率從
2008年的58%下降到51%，因此不應從表面看馬英九
選舉勝出而對兩岸關係問題過於樂觀。

全英華人華僑聯合總會會長李文興發言說，在
「九二共識」之下，海外華人高興地看到兩岸經濟共

同發展、文化交流蓬勃展開；過去一年，英國華人與
兩岸人民一樣紀念辛亥革命百年，紀念孫中山。他說
： 「『九二共識』使兩岸關係走上了穩步交流的平台
，我們更盼望兩岸領導人走上磋商統一的台階。全英
華僑華人一定盡最大努力支持，促進祖國統一。」

英國廣東華人華僑聯合總會副會長薛方高表示，
2011年，台灣經濟增長了4%，這是在 「九二共識」
之下，馬英九得到了台灣企業家的支持。也是 「九二
共識」使島內展開了對大陸政策的深度和廣泛辯論，
台灣人民認識到，與大陸對話協商才有前途，這是前
所未有的。

去年這個時候，埃及
反政府示威期間出現駱駝
對付民眾的場面。當時，

該國艾阿里和扎馬萊克這兩支球隊的極端
球迷，還有其他很多埃及人，都上街戰鬥
，對抗穆巴拉克政權。據說，今年的2月
2日，開羅民眾又感受到了當時的恐慌。

足球是政治發泄渠道
把塞得港的事件單純地視為漫長足球

災難歷史的一部分，或視為懶惰和腐敗官
員未能提供保安的又一例證，並不妥當。
這不僅忽略了球迷被過度規管的整體問題
，也忽略了埃及今天的局勢，以及埃及足
球的歷史。

在埃及足球中，艾阿里、伊斯梅利亞
和艾馬斯里這些球隊的鐵桿球迷，彼此間
的暴力對抗時有發生。穆巴拉克統治期間
，極權獨裁的領導閹割了政治生活。於是
，當各種各樣的政治參與遭到禁止時，對
足球的支持就成了人民公開發泄精力和表
示忠誠的管道。因此，對足球的支持在埃
及社會中扮演重要角色，強烈的激情和敵
對也出現了。

那麼，2 月 1 日所發生的事又有什麼
不同？這次騷亂的火藥味之所以特別濃，
不但來自埃及全國對它的反應，也因為是
埃及的新社會政治情況。在去年的反政府
示威浪潮中，敵對球隊的極端球迷們，其
實站在同一陣線，協力對抗警察和政權指
使的 「流氓」們。

騷亂起因盡是陰謀論
然而，今年 2 月 1 日的慘案過後，社

會出現了大量陰謀論。極端球迷和示威者都認為埃及
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縱容了暴力出現，甚至強調，親
穆巴拉克或前執政黨民族民主黨的流氓們煽動暴力。
更廣泛的疑慮在於，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把失序和混
亂玩弄在股掌之中，利用它們拖慢向民主過渡的速度。

但正如獲廣泛瀏覽的「阿拉伯人」（The Arabist）
網誌的作者在社交網站 Twitter 所說，埃及人應該避
免被誘使相信俯拾即是的陰謀論，並把悲劇的責任直
接推到武裝部隊最高委員會身上。

對我們這些局外人來說，我們不應忽略政治層面
。僅憑着我們對足球流氓或示威者的偏見，來解讀這
些事件，只會把現實扭曲。政治上的背景不容粉飾；
它和今天的局勢不可分割。對其他體育場災難作出回
應克制，總是 「比足球更重要」。對當代埃及來說，
塞得港的災難尤其如此。 （英國《獨立報》）

趙美心籲立法禁軍隊欺凌
【本報訊】據中新社2日消息：美國華裔眾議

員趙美心2日聯合多名國會議員召開記者會，對欺
凌其外甥─ 21 歲的海軍陸戰隊上等兵廖梓源
─並致其自殺的涉案者被輕判表達不滿，她還
呼籲國會就軍隊欺凌現象舉行聽證，通過立法來制
止這一現象。

「這是一個正義的呼聲。」趙美心在當天的記
者會上說： 「有太多一心想為國家服務的年輕人正
在受到傷害。軍隊最高指揮官必須把制止欺凌現象
作為重中之重，不能再繼續裝聾作啞了。」

英大臣涉妨礙司法辭職

【本報訊】據彭博社3日消息：英國能源及氣
候變化大臣禤傑思（見圖），涉嫌在超速駕駛後，
安排前妻頂包，被警方起訴妨礙司法公正罪名，他
的前妻亦被控同樣罪名，兩人本月十六日出庭應訊
。屬於自由民主黨的禤傑思，堅稱自己清白，會在
庭上抗辯到底，但已去信首相卡梅倫提出辭職，獲
得接納，卡梅倫委任另一名自民黨議員戴維，接任
能源及氣候變化大臣。46 歲的戴維曾任職於一家
管理顧問公司。他在郵政服務的專門知識，在他被
委任進入商業創新及技能部時大派用場，並在把皇
家郵政半私有化的表現受到讚賞。

警方調查八個月後，發現禤傑思在 2003 年曾
超速駕駛，但為了不想被罰停牌，而說服妻子頂罪
，兩人到前年離婚。今次是卡梅倫內閣前年上台以
來，第三名閣員因涉及醜聞而辭職。

英稱僅接納高質素移民

【本報訊】據新華社2日消息：英國負責移民
事務的國務大臣達米安．格林2日說，英國接納的
非歐盟國家移民必須 「對提高英國國民的生活品質
做出貢獻」。

格林說，英國不需要 「中層管理人員」和 「無
特殊技能的勞動者」，只需要 「最智慧、最優秀」
的移民。他說，成為國家經濟負擔和不參與國民生
活的移民是 「不能被接受的」。這些人包括拒絕學
英語、不願適應英國社會、只生活在本民族文化圈
子裡的人。格林希望來英國定居的人能夠 「獨立並
融入當地社會」。

此外，想帶一名非歐盟國家的伴侶到英國生活
的任何英國公民，必須達到最低工資標準。格林同
時強調，將更嚴格管理學生簽證，嚴肅查處假留學
行為。英國聯合政府 2010 年 5 月上台以來，將控
制移民數量作為重要工作目標之一，計劃在本屆議
會期滿（2015 年）前，將進入英國的淨移民數量
從每年 20 多萬人減少到數萬人。圖為英國唐人街
喜迎中國農曆新年

美遊客西奈半島遭劫持

【本報訊】據中通社3日消息：埃及安全官員
稱，西奈半島南部地區貝都因人在當地一處旅遊景
點劫持了2名美國遊客以及1名埃及嚮導。該官員
說，一夥蒙面的貝都因人在西奈半島南部通往歷史
建築聖凱瑟琳修道院的道路上攔截了一輛旅遊巴士
，將2名女性美國遊客和她們的1名埃及嚮導劫持。

貝都因消息人士向法新社記者透露，劫持者要
求以這3人為人質，交換關押在獄中的親屬。目前
尚不清楚其他細節。埃及國家電視台則表示，當局
已經派遣一架軍方戰機前往西奈半島南部，迅速展
開搜尋工作。圖為埃及歷史建築聖凱瑟琳修道院

英國華僑心繫祖國統一

▲阿根廷示威者在英駐阿大使館外焚燒英國國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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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開羅，與警方發生衝埃及開羅，與警方發生衝
突後，示威者慌忙躲避催突後，示威者慌忙躲避催
淚彈淚彈 法新社法新社

▲示威者揮舞旗幟高喊口號 美聯社

▲一名受傷示威者被抬走 路透社

▲一名示威者做出勝利手勢跪在地上 法新社

▲警方躲避示威者投擲的石子 美聯社

近萬人圍內政部 軍警實彈開槍

埃再爆警民衝埃再爆警民衝突突636322死傷死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