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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學生抗議加費 警噴胡椒驅散

▲ 3 日在聖莫妮卡學院的示威行動中，一名黑人被胡
椒噴霧噴中
路透社

【本報訊】據法新社洛杉磯 4 日消息：
美國南加州聖莫妮卡學院 3 日晚發生數十名
學生衝擊學校董事會會議事件。校警向混亂
的人群施放胡椒噴霧劑，導致三人入院接受
治療。
聖莫妮卡學院 4 日保證將嚴查該事件。
在該事件中，共有三名學生被送往醫院，但
是他們的行為同樣被斥違法。
3 日晚上，超過 100 名學生出席了聖莫妮
卡學院的校董會，共同探討開辦貴價課程。
聖莫妮卡學院的一位發言人說，狹小的會議
室不能夠容納所有的學生，因此隔壁房間也
一同開放，並提供有視頻設備。但是學生們

都想要親自表達抗議，當一些學生想要進入
主會議室中時，警察們使用了胡椒噴霧。憤
怒的學生們在校董會上與官員們扭打成一團
，約 30 人受到胡椒噴霧驅散，其中 3 名學生
被送往醫院，並於稍後出院。
一段出自業餘人士之手的錄影片段顯示
，被警察控制的學生們高喊着 「不知羞恥」
，然後不久就有人痛苦地抓撓自己的眼睛和
臉，從人群中跑開。

學生稱四歲童被殃及
學生凱利．韋德說，警察的胡椒噴霧甚
至沒有放過一個四歲的孩子。她說， 「他們

事先沒說一句例如 『你們再不撤退我們就要
噴胡椒了』這樣的話，他們就那麼毫無警告
的對我們施放胡椒噴霧。」
抗議者米歇爾．博內特說， 「一位警長
好像絆腳失去了平衡然後後退，我猜他可能
受了驚，就那麼拿出了胡椒噴霧然後不分青
紅皂白地亂噴一通。」
此次事件使人們聯想起去年 11 月加州大
學對學生使用胡椒噴霧所引發的爭議，當時
警長的行為曾獲得行政許可。當時的錄影顯
示，一位配備防暴裝備的警官穿梭在一群席
地而坐的學生們中間，因為他們拒絕離開而
對他們使用胡椒噴霧。

退休藥劑師不堪債務壓力

希翁國會前自轟引示威潮
【本報訊】據法新社雅典 4 日消息：經
濟沒起色，公司倒閉、退休金縮水、手頭拮
据、日子實在過不下去，意大利、希臘近日
接連傳出自殺潮。有希臘老人周三在國會前
的憲法廣場開槍自盡，他自殺前邊哭邊說
「不想淪落到去垃圾堆翻找食物果腹、不想
債留子孫」 。

在美國阿
拉斯加灣距離
巴拉諾夫島約 164 英里處，周三發現一艘無人的日本漁
船 Ryou-un Maru 在海面上漂流。美國海岸巡邏隊認
為目前登船調查仍存在危險性，因此正嚴密監控中。自
從去年 3 月日本發生 9 級大地震引起海嘯以來，這艘漁
船已經在海面上漂流逾 1 年。
美聯社

日海嘯漁船漂到美國

希臘一名 77 歲退休藥劑師周三在首都雅典巿中心
的憲法廣場，朝頭部開槍自殺。希臘國會大廈就在憲法
廣場 100 米處，該處也是民眾主要聚集地，反對當局因
應對財政危機而推行緊縮措施。
這位老人名叫迪米特里斯．克里斯托拉斯
（Dimitris Christoulas），現年 77 歲，是一名退休藥劑
師。目擊者稱，克里斯托拉斯拔出手槍對準頭部，開槍
前大喊： 「我欠債，我再也無法忍受了！」克里斯托拉
斯的外衣口袋中還有遺書，譴責本國政治家和嚴重的金
融危機迫使他結束生命。

福島泄 12 噸高濃核污水

斥政府為 「納粹」
遺書上寫着： 「政府徹底讓我放棄生存的希望，我
無法伸張正義。在我不得不在垃圾堆中翻找食物度日前
，我唯一能夠有尊嚴的抗爭方式就是結束自己的生命。
」遺書指責當局造成其生活拮据，並將當局比作 1941
年德國佔領希臘時候的納粹政府。一名路過者告訴希臘
電視台，老人自殺前邊哭邊說，他不想債留子孫。
克里斯托拉斯的自殺引起希臘民眾共鳴。他自殺後
幾小時，大量蠟燭、鮮花以及手寫便條出現在憲法廣場
上。一張便條上寫着 「受夠了」，另一張上寫着 「誰將
是下一位受害者？」一張紙條上則寫着 「希望這是最後
一起無辜民眾的死亡。我希望，下個死者是那些狡詐的
政客。」
約數十名抗議民眾向警方投擲汽油彈，警方發射催
淚瓦斯還擊，憲法廣場周邊一度氣氛緊張。廣場上一家
豪華飯店，也遭人投擲石塊攻擊。

希臘自殺率 2 年增四成
希臘藥劑師協會主席科斯塔斯．洛蘭托斯（Costas
Lourantos）說，克里斯托拉斯的死向世界曝光了希臘的
窘境。由於公共服務、養老金、工資削減以及稅率增加
，連續五年經濟衰退的希臘局勢日益惡化。1/5 希臘人
失業，絕望情緒在增加。2011 年自殺率比 2009 年增加
了 40%。
希臘人在經濟衰退和財政緊縮下面臨的困境，確實
令人同情。但是希臘問題本質還是在於競爭力下滑，政
府不得不通過無限制增大債務的方式來維持高福利成本
，當債務融資難以為繼之時，痛苦最終降臨。

意大利 3 天 3 人自殺
另外在意大利，一名男子周三因公司倒閉，開槍自
轟，這已是意大利 3 天內 3 個人自殺，反對派人士指責
總理蒙蒂的撙節措施是罪魁禍首，蒙蒂應為自殺事件感
到內疚。
意大利警方表示，在羅馬經營建築公司的 59 歲男
子，留給家人的遺書稱，對家人感到抱歉，但他生意失
敗，活不下去。
在一天前，西西里有一名 78 歲的老婦，因每個月
的退休金減少了而跳樓自殺。周一，一名相框製造商也
因經濟原因上吊身亡。
在上周，北意大利也有 2 名男子因財務困難自焚。
兩人雖然及時獲救，但其中 1 人嚴重灼傷。

▲雅典示威者 4 日晚
在憲法廣場向防暴警
察擲石
路透社

▶在希臘老翁自殺地
點所在的憲法廣場，
民眾設置臨時祭壇，
擺滿蠟燭、鮮花以及
譴責債務危機的手寫
便條
法新社

希臘盜挖文物失控
【本報訊】據法新社雅典五日消息：在巨額
公債的壓力下，希臘發現它那些著名文物竟然是
愈來愈大的重負：獲許可的挖掘工作暫停；非法
的挖掘則有失控之勢；博物館裁減人員；寶貴藏
品被盜。
在最近一次記者會上，一名考古學家悄聲說
： 「希臘歷史遺址已變成我們的詛咒。」該次記
者會，是為了抗議政府過去兩年來被迫削減開支
，以符合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貸款條件。
現時希臘已踏入第五年衰退，獲許可的考古
挖掘工作愈來愈難以申請到政府資助。與此同時
，非法販賣文物事件愈來愈猖獗。
希臘考古學家協會主席德斯皮納．庫聽巴說
： 「考古地點附近非法挖掘的事件不斷增加。」
她說： 「有些挖掘者是半專業人士，他們為非法
販賣文物集團工作。另一些是尋寶者。」
上月，希臘警方在希臘北部搗破一個非法販
賣文物集團，逮捕 44 人，起回數以千計的古幣和

無數拜占庭聖像。
去年十月份，希臘警方逮捕另一個集團的成
員，該集團私藏公元前六世紀的馬其頓墳墓黃金
祭品，價值約 1130 萬歐元。
有些資深考古學家說，鑑於考古研究工作缺
乏資金，倒不如把這些有價值的考古地點重新埋
起來，這樣可以更好地保護它們。
亞里士多德大學考古學教授米哈利斯．蒂弗
里奧斯三月初接受《新聞報》採訪時說： 「讓我
們把我們的文物留在地下，讓公元一萬年的考古
學家們來發現吧，那時候希臘人和他們的政客也
許會較尊重自己的歷史。」
希臘考古學家上月說，去年希臘考古服務資
金下跌 35%，降至 1200 萬歐元，今年還會進一步
削減。
文化部有一成職員被解僱，同時招聘了 3500
名臨時僱員，以維持博物館、場地和挖掘地點的
運作。

阿富汗富人包養孌童成風
【本報訊】據《華盛頓郵報》5 日消息：九歲男
童雪白的肌膚和動人的眼睛一下就使米爾紮汗着迷。
這位 22 歲的農民認為， 「他比村子裡的任何人都要
好看」，這就是米爾紮汗把這個 9 歲男孩當做性伴侶
的原因。而令瓦希德成為 「
孌童」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是 「
他沒有父親，沒有人會阻止這一切。」

▲阿富汗男童們被迫打扮成女人的模樣，在聚會
上跳舞
華盛頓郵報

在阿富汗，被迫受到性侵的兒童數量日益增長。
根據一項阿富汗人權調查，在阿富汗的後塔利班時代
，越來越多的阿富汗富人及傑出人士開始將低齡男童
作為性伴侶。他們把男童們打扮成女人的模樣，讓他
們在聚會上跳舞，而其中參與性侵的不乏西方男性官
員。
很多結了婚的男性都有 「孌童」，但是 23 歲的
士兵阿薩杜拉卻說他從未被任何女性吸引。提及阿富
汗傳統的性別隔離，他說道， 「
妻子不能跟着你到處
跑，比如你不能帶着妻子去參加派對，但是男童卻可
以被帶到任何地方。」
賈瓦德表示，成為 「
孌童」的男孩兒被視為財產
。而那些被認為十分漂亮的男孩兒可以被賣出上萬美
元的高價。他們的 「主人」有時候只是租他們去參加
一些只限男士的派對，而有一些會賣淫。賈瓦德說，
「這是虐待。大多數男童被迫做這些事情。他們這樣
做只是為了錢，因為他們的家庭太貧困了。」
據參與或研究 「孌童」的阿富汗人稱，過去的
20 年裡，這種現象在南部的普什圖族，北部幾個省
甚至首都都愈演愈烈。近些年來，儘管女性權益和道
德犯罪已經受到一系列相關援助，但是 「孌童」現象
仍未受到足夠關注。

美國國務院在年度人權報告中提及了 「孌童」行
為。2010 年度報告中表示，接受美國為首的同盟軍
提供訓練和武器的阿富汗安全武裝，若性侵男童將受
到刑事懲罰。現如今，關於 「孌童」行為根本沒有可
行的數據支持。阿富汗人權研究與保護組織首腦哈亞
圖拉．賈瓦德說， 「
這在阿富汗是敏感的禁忌話題。
很多人都被涉及，但是卻沒有人願意提及。」

「孌童」 癖延續了幾代人
研究這一現象的學者稱，阿富汗男人的 「
孌童」
癖已經延續了幾代人。該行為在上世紀 80 年代特別
猖獗，那時候與蘇聯對決的聖戰領袖因掃蕩每個村落
的男童而臭名昭著。上世紀 90 年代中期，坎大哈當
地的統治者們讓 「
孌童」們結婚，將注意力轉移到其
他道德敗壞的淫亂行為。
阿富汗法律主要以伊斯蘭教教法為基礎，嚴格禁
止雞姦。該法律還禁止婚前性行為。阿富汗男性的法
定結婚年齡是 18 歲，女性是 16 歲。
塔利班統治時期，涉雞姦男性或男童的人將被處
死。上世紀 90 年代末，塔利班控制地區的 「孌童」
行為轉入地下。而塔利班政權 2001 年末的倒台以及
滾滾而來的捐款使得這種行為死灰復燃。

【本報訊】據中通社東京 5 日消息：日本福島第一核電
站的高濃度污染水 5 日部分流入大海，總量約達到 12 噸。
東京電力公司正調查流出量和流向，並為造成海水污染再次
道歉。
據共同社報道，東京電力公司 5 日發布消息稱，福島第
一核電站內連接污水淡化裝置與臨時儲罐的配管脫落，導致
約 12 噸含高濃度放射性鍶的污水泄漏。東電稱大部分污水
已通過排水管道流入海中。
東電稱，泄漏的污水中放射性鍶的濃度為每立方厘米
16.7 貝克勒爾。在向海中排水的管道的下游也檢測出了放射
性銫，東電正在調查濃度。東京電力公司表示，今後將把現
有管道更換為能用螺栓固定接縫處的聚乙烯管道。
據介紹，當地時間 5 日 1 時 05 分左右，由於流過管道的
水量急劇上升，工作人員曾停止了裝置的運轉。但工作人員
未及時發現管道脫落的情況，並且又數次嘗試啟動裝置，這
有可能導致泄漏量進一步增加。漏水情況發現後一個多小時
，凌晨 2 時 20 分左右漏水被止住，據悉，部分溢出的核污
水流入了管道附近的壕溝內，該壕溝通向海洋。
報道指出，福島第一核電站漏水事故頻發：上月 26 日
，該管道的另一處位置曾發生漏水；去年 12 月也有一個裝
置漏水，據觀察，每次漏水事故都有核污水流入海洋。東京
電力公司的管理體制備受質疑。

簡訊

■雲妮死於「意外遇溺」
【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美國洛杉磯郡法醫官辦公室
公布流行樂歌后雲妮侯斯頓的死因終結報告，認定這位終年
48 歲的歌手，是死於 「意外遇溺」，以及受到使用可卡因
毒品和 「動脈粥樣硬化心臟病」的影響。
這份長達 42 頁的報告描述，雲妮侯斯頓被發現時，臉
部向下浸在浴缸的水中，已無氣息，浴室除了有一個滿載煙
頭的煙灰碟，亦有一個黏有白色粉末的匙羹和一瓶處方藥物
。報告未有說明白色粉末是何種物質，但有傳媒指粉末是可
卡因毒品。報告稱，雲妮體內還發現大麻和阿普唑侖、苯海
拉明等許多處方藥，但這些不會導致其死亡。
報告還透露，雲妮是由她的一名助理發現她 「
面朝下趴
在裝滿水的浴缸中」。當日下午，雲妮稱喉嚨疼痛，並告訴
助理去洗澡。而當助理半小時後來到雲妮房間時，發現其已
在浴缸中死亡。

■美航母赴伊朗附近海域
【本報訊】據人民網 5 日報道，美國 「企業」號航母戰
鬥群已經通過蘇伊士運河，正航行在紅海，最終目的地是伊
朗附近水域。中東 「祖國大地網」5 日報道說，通過蘇伊士
運河的還有隨同航母的戰鬥群，其中包括兩艘驅逐艦，一
艘快速補給艦以及多艘發射導彈的艦艇。報道表示，在美
國核動力航母通過蘇伊士運河時，埃及運河管理局通告運
河兩岸運送人員和物資的所有船隻停止運營，並封閉了通
往運河的陸路交通和與運河兩岸的公路，封閉時間長達 12
個小時。
美國 「企業」號是世界上第一艘核動力航母，也是目前
世界上最大的航母，該航母甲板長約 350 米，載員 5000 人，
建造於 1952 年，耗資 4.51 億美元。有報道說， 「企業」號
此次前往海灣，可能是它最後一次執行任務。

■俄戰艦將赴敘沿岸執勤
【本報訊】據中通社 5 日莫斯科消息：俄羅斯軍事外交
領域的消息人士 5 日向俄新社透露，俄黑海艦隊護衛艦 「機
智」號（Smetliviy）今年 5 月前將在敘利亞沿岸執行任務。
「機智」號護衛艦於 4 月 1 日離開黑海艦隊主要基地
─塞瓦斯托波爾港，並於 4 月 2 日通過黑海的博斯普魯斯
海峽與達達尼爾海峽，目前正朝着敘利亞塔爾圖斯港前進，
俄海軍物質技術補給站位於該港口。
消息人士說，在演習第一階段，機智號將駛入塔爾圖斯
港，在那裡進行水源和糧食補給，船員將有機會進行短暫的
休息。隨後，它將在 1 個月的時間內在地中海東部地區執行
任務，靠近敘利亞沿岸的水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