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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停火協議生效 敵對行動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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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一華翁慘遭槍殺

■日京都鬧市區車禍8人亡

■普京：總統任期限制不溯及自己

【本報訊】據日本新聞網 12 日消息：12 日下午 1
時許，京都最為繁華的祇園街頭十字路口發生一起重大
交通事故，一輛小麵包車不顧交通信號，直接撞入行人
中間，目前已造成8人死亡。除司機死亡之外，死亡和
受傷者大多數是外地遊客，目前暫時未有收到外國遊客
傷亡報告。

京都市消防局發布的消息說，一輛銀色的小麵包車
12 日下午闖過紅燈，並最終撞在電線杆上。肇事的小
麵包車司機也重傷不治。這一起事故中，共有 16 人被
撞。截止目前，共8人死亡，包括駕駛小麵包車的司機
藤崎晉吾（30 歲）。據藤崎的家屬稱，事故當時，藤
崎正在開車送貨。但是，家屬也稱，藤崎患有疾病。

【本報訊】據新華社布宜諾斯艾利斯 11 日消息：
阿根廷中部聖菲省日前發生一起槍擊兇案，一名華人老
翁不幸中彈身亡。

受害者是現年69歲的沈先生。當地時間4月9日，
沈先生和女兒一起去聖菲省首府羅薩里奧市的一家銀行
取錢。當他們搭乘出租車回到位於聖菲省富內斯市中心
的超市門口時，沈先生的女兒下車去開超市的門，他仍
然坐在出租車內。這時，兩名男子騎摩托車來到出租
車旁，其中一名男子打碎了出租車的玻璃窗，另一名男
子則探身進入車內搶奪老人裝有現金的揹包。儘管沈先
生沒有進行任何抵抗，歹徒還是向他胸口連開兩槍。

【本報訊】據《華爾街日報》12 日消息：已領導
俄羅斯12年、並可能再當12年總統的普京於11日對議
會說，禁止任何人擔任兩屆以上總統的提議是合理的。
但他堅決不肯讓這樣的限制適用於自己。

俄羅斯憲法規定，同一個人不得連續擔任超過兩屆
總統，但對不連續的總統任期未作任何限制。普京在
2000 年至 2008 年間擔任了兩屆總統，然後去職成為俄
羅斯總理，但依然是俄羅斯最高領導人。

反對派領導人一直在探討一個最多只能擔任兩屆總
統的提議。電影導演、俄羅斯共產黨議員弗拉基米爾．
博托克在質詢時問普京，他是否會支持這樣一個修正案
， 「以增進俄羅斯的民主」。59 歲的普京回答說，
「我認為這個問題很有道理」。但他補充說，自己不會

受影響，因為這樣一項修正案將不具有追溯效力。他還
說， 「一旦法律獲得通過，我就有機會為接下來連任兩
屆總統而努力，這方面不存在問題。」

簡訊

【本報訊】據中新社洛杉磯11日消息：當地時間4月
11日晚，南加州大學上千名學生在洛杉磯雨後瑟瑟的寒風
中手捧蠟燭與鮮花，含淚悼念於當日凌晨不幸中槍遇害的
兩名同學。

當晚7時30分，眾多師生從四面八方趕到象徵南加大
精神的特洛伊廣場，參加為遇難同學舉行的追思會。 「無
論春夏秋冬，花開花謝，葉生葉落，我們都會記住他們。
」 南加大教務長伊麗莎．加雷特在追思會上動情地一遍遍
重複，令在場的人們為之落淚；南加州大學美中學院院長
杜克雷也用中文哽咽發言，表示對兩位離去同學的哀悼。

一位號稱瞿姓男生家屬的代表也上台發表了簡短發言
，稱遇害的兩位同學都是即將學成回國報效祖國的優秀學
生，瞿同學甚至已經聯繫好在中國的實習工作單位，並已
訂好20天後的回國行程，卻不料遭此不測。

【本報訊】據韓聯社、《朝鮮日報》、《華
爾街日報》12 日消息：韓國 11 日進行第 19 屆議
會選舉，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12日清晨宣布，執
政的新世界黨獲得 300 個議席中的 152 個，以微
弱優勢保住了對議會的控制。這一結果很出人意
料，因為僅僅幾周前自由派反對黨還呈現出輕鬆
獲勝之勢。

民主統合黨等在野政黨和無黨派獨立人士獲
得剩餘的 148 席。其中，最大的在野黨民主統合
黨獲127席，統合進步黨獲得13席，自由先進黨
獲得5席，無黨派人士獲得3席。

大國家黨（新世界黨前身）去年底成立了朴
槿惠擔任委員長的非常對策委員會，但是直到今

年 2 月新世界黨的政黨支持率仍遠遠不及民主統
合黨，長期處於劣勢。隨2008年大國家黨全黨
大會賄選、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遭網絡攻擊和總
統李明博的幕僚涉嫌舞弊等事件接連曝光，一度
出現 「新世界黨在國會議員選舉中獲 100 個席位
都難」、 「比2004年彈劾前總統盧武鉉之後的時
期還要艱難」等說法。

大國家黨在今年 2 月初更名為新世界黨，意
圖整頓體制扭轉局面。大國家黨不僅改變了黨徽
，甚至提出「福利」和 「經濟民主化」等原本進步
陣營的專有口號，黨的特色也發生了改變。同時
，非常對策委員會還吸收了20多歲的年輕委員。

相反，自今年 1 月末首爾市教育監郭魯炫被

判有罪卻拒絕辭職一事發生後，民心開始背離在
野陣營。今年 2 月民主統合黨領導班子向美國方
面送交 「韓美自由貿易再協定公開書」，提出
「美國海軍基地全面重新討論」競選公約後，引

發保守階層的很大憂慮。統合進步黨比例代表候
選人在發言中指濟州海軍基地為 「海盜基地」，
更是引起中間派的動搖。3 月以來，民主統合黨
接連推選有過舞弊行為的前議員參加競選，招致
猛烈批評。自 3 月起，新世界黨的政黨支持率開
始比民主統合黨高出5個百分點以上。

今年是韓國的 「選舉年」，20年以來首次在
同一年裡舉行國會議員選舉和總統選舉。此次國
會議員選舉距離年底的總統選舉僅 8 個多月，被

認為是總統選舉的風向標和前哨戰。
不過，分析人士說，該黨微弱的優勢可能會

阻礙立法行動，至少在今年12月韓國總統大選之
前如此。選舉結果不太可能給韓國與鄰國朝鮮的
冰冷關係帶來重大影響。

▲4月12日，韓國執政黨新世界黨的黨魁朴槿
惠（中）在首爾黨總部慶祝議會選舉獲勝 美聯社

韓執政黨意外贏議會選舉

【本報訊】據英國廣播公司、法新社12日消息：
敘利亞危機聯合特使安南12日發表聲明說，據報道敘
利亞局勢相對平靜，敵對行動似已停止。

安南說： 「敘利亞局勢相對平靜，敵對行動似已
停止，我十分鼓舞。」他補充說，敘利亞政府必須履
行和平方案，包括從城市中撤出部隊和重武器。
「（敘利亞）各方有責任完全執行六點建議。」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也表示，計劃派觀察員去敘
利亞，最早周五會派一名維和部隊的將軍前往敘利亞
。潘基文強調說，停火能否成功，端視敘利亞政府是
否 「言行一致」。潘基文也形容這是一個 「脆弱」的
協議，如果要避免敘利亞陷入混亂，國際社會必須

「團結在一起」。聯合國旨在結束敘利亞13個月以來
流血衝突的停火協定於12日凌晨生效。

雖然停火協議剛剛生效，但是敘利亞政府和反抗
武裝力量，相互指責對方違反這個由聯合國調停的協
議。敘利亞官方電視台報道說，在阿勒頗，一枚放置
在路旁的炸彈爆炸，導致一人死亡、24人受傷。反對
派武裝則指責說，在伊德萊布和哈馬，保安部隊向示
威民眾開槍，造成3人死亡；而且也沒有政府軍從城
鎮明顯撤退的證據。

中方歡迎敘停火決定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劉為民 12 日就敘利亞政府宣

布全面停火表示，中方歡迎敘利亞政府的有關決定
，這有助於緩和敘緊張局勢，是敘問題朝政治解
決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標誌聯合國─阿盟敘危
機聯合特使安南斡旋努力取得重要進展。同時，中
方也呼籲敘利亞反對派武裝立即停火，執行安南
「六點建議」。

劉為民說，「為緩和緊張局勢，推進政治解決進
程，中方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做敘政府及有關各方工
作。我們同安南特使保持溝通，全力支持他的斡旋努
力。日前，楊潔篪外長致信敘外長，積極評價敘方有
關停火並撤軍的決定，希敘方切實履行承諾，以實際
行動支持和配合安南斡旋努力，維護政治解決進程。」

【本報訊】
據《紐約時報》
11日消息：從朝
鮮勞改營出逃的
26歲 「脫北者」
申東赫，在投誠
韓國後寫下了描
寫親身經歷的著
作─《逃向外
面的世界》。該
書描述了他恐怖
的成長經歷，韓
語版於2007年出
版。當記者布萊

尼哈登在《華盛頓郵報》撰寫申東赫 2008 年
的驚人經歷時，申東赫已經在首爾生活，並已
出版《逃向外面的世界》。

但是哈登卻在他直白描寫申東赫生活的暢
銷書《逃離 14 號營地》（見圖）中指出，申
東赫之前的自傳有誇大的成分。據申東赫自述
，在他 14 歲那年，就親眼目睹了母親與兄弟
被執行死刑的慘狀。他十分無辜又無助，並且
他身上的傷痕可以證明這一切。

然而，哈登花了一年的時間去探尋申東赫
所述事情的真實性，他發現申東赫略去了一個
極其重要的細節：他對母親和兄弟的死負有責
任。他向一名獄卒打小報告，和盤托出了母親

和兄弟預備逃跑的計劃。申東赫完全知道有這樣逃跑計
劃的人會被判死刑。

申東赫向哈登承認，他當時之所以會做這筆 「交易
」，是為了獲得更多的食物和在學校裡得到一份相對輕
鬆的工作。他還說自己完全不會為自己的所作所為感到
後悔，他認為母親和兄弟的死是 「罪有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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槍殺案現場

洛杉磯洛杉磯

洛杉磯警方稱，被害中國學生為一男一女，男生名叫瞿
銘，女生名叫吳穎，兩人均為23歲，在南加大攻讀電機工
程研究生。據受害者的朋友稱，受害人吳穎來自湖南省常德
市、瞿銘來自吉林省吉林市，兩人兩年前的春季入學，今年
即將畢業。

兩人是戀人關係，瞿銘經常騎自行車前往吳穎家，兩人
常在前廳聊天。案發前一天晚上，兩人還一起去圖書館學習
。案發當晚，由於下雨，瞿銘開車去吳穎家。

槍擊或與搶劫有關
消息稱，案發前，瞿銘將車停在吳穎的租屋外面，兩人

在車內談話。凌晨一點左右，兇手持槍靠近他們的汽車。子
彈擊碎了車窗，吳胸部中彈，瞿身中多槍，頭部中彈，他曾
試圖逃脫求助，終因傷重身亡。兩人送院後被證實死亡。有
人懷疑事件與搶劫有關，兇手在案發後逃離現場。

慘案發生後不久，美國媒體爭相報道，更有媒體營造噱
頭稱兩人是中國富二代、因開名車遭劫殺。報道一出讓本已
悲痛欲絕的受害人生前好友憤怒不已。

熟識瞿銘、吳穎的一位女同學兼好友表示，英文報道所
說的炫富 「寶馬」車根本是空穴來風。事實上，車子是瞿銘
在寒假時用 1 萬元左右從二手車行購買的 2003 年二手寶馬
車，已經開了8萬英里。由於瞿銘至今未收到正式車牌，仍
使用車行臨時牌照，因此被誤認為是新車，其實這是他來美
近兩年來的第一部車；吳穎更至今還沒買車。

事發後，南加州大學的公共安全部門已經給在校學生發
送了警告郵件，讓他們警惕自己周圍，注意人身安全。該校
還在案發現場設置弔唁區，供民眾悼念。該校的公共安全部
門派人巡邏校園附近多個區域，又派穿上黃色外套的 「保安
大使」進入校園以西的附加區域。校方已在11日的案發地
點所在社區安裝保安攝影機，但沒有全天候24小時派人巡
邏該區。

中國領館安撫學生
中國駐洛杉磯總領館獲悉案情後，立即啟動領事保護應

急機制，派教育參贊陳准民攜教育和領事僑務組工作人員赴
警局確認情況並敦促對方盡快破案，捉拿兇手。隨後，領館
人員還赴南加大向校方了解受害者情況，請其配合家屬處理
善後。同時還召集南加大中國學生學者組織緊急會議，安撫
學生情緒，提請注意安全。總領館也在該館官網上發布信息
，提醒領區留學生注意安全，切實提高安全防範意識，盡量
避免夜間外出。案發地幫派活動猖獗

【本報訊】據美國《洛杉磯時報》網絡版
11 日消息：儘管 11 日發生的該宗槍擊案造成
2人死亡，但洛杉磯警方說，今年該案發地區
4月第一周的暴力罪行和被殺人數較去年同期
下跌兩成。而該宗槍擊案發生之前，洛杉磯警
察局西南分區自今年元旦以來只錄得4人被殺
，遠比1980 年代末期和1990 年代初期低──
當時該分區一年錄得過百人被殺。今次案發的
亞當斯—諾曼底走廊，既有用木搭建的房子，
也有公寓大樓，南加大學生會與藍領居民為鄰
。當地人說，該區的幫派活動曾經非常猖獗，
但過去10年隨學生遷進來已告收斂。

儘管如此，個別針對不在校園的學生的罪
案還是成為頭條新聞，一些學生也因此感到不
安。2008 年，一名 19 歲的短跑運動員晚上走
在校園附近期間中槍受傷。同年，一名修讀電

影的學生衝過南加大附近一處公寓的閘門之後
，在一次搏鬥中被人用刀插死。去年，鄰近的
一處公寓舉行派對期間，一名陌生人涉嫌盜竊
，和多名學生對峙，結果有兩名南加大學生中
槍受傷。

11 日槍擊案爆發後，一名來自中國、姓
魏的電機工程學研究生說，他想遷進校內的
保安區。他說，槍擊案發生後，他一整天都
被誤以為是事主之一，因為他開和案中死
者所開同一款寶馬汽車，而且和死者住在同
一個社區。

他表示，他想遷進南加大校園一帶的保安
區。那兒晚上有校車載學生回家，而且巡邏次
數也比較頻密。 「我想盡快搬進去。我希望校
方可以加強這兒一帶的保安。校車從來都不會
讓我們在這兒下車。」

【本報訊】據美國《洛杉磯時報》網絡版、新華社11日
消息：位於洛杉磯市中心的南加大，是一所著名的私立大學
，一向被認為是貴族學校，全校共有三萬八千名學生，國際
學生也多，其中19%來自國外，來自中國的留學生佔全部留
學生的 35%，達 2500 多人。有人批評，雖然來自美國其他
各州及海外的學生越來越多，但南加大沒有興建足夠的宿舍
。近日一項研究顯示，該校是國際學生人數最多的美國大學。

案發現場所在的地區，不但租金比較廉宜，而且離校園
也比較近，租住公寓的學生人數近年也顯著增加。這是一個
安靜的居民區，白天春色滿街，夜晚卻很黑。當局說，新來
的人主要集中在南加大西面和北面的社區一帶，尤其是以博
覽大道、亞當斯大道、佛蒙特大街和諾曼底大街為界的區域。

被槍殺的中國女留學生吳穎的同學11日在參加學校組
織的追思會前表示， 「她就是為了省錢才住在相對不太安全
的校外，我們勸了她好多次讓她搬家，她終於決定要搬了，
卻來不及了。」

宿位不足 學生校外租住

▲遇害南加大中國留學生吳穎▲遇害南加大中國留學生吳穎
互聯網互聯網

▲南加大學生點燃蠟燭，悼念遇害的兩名中國留學生
路透社

▲12日停火協議生效後，敘利亞人在大馬士革載歌載
舞 法新社

南加大兩華生遭槍殺

【本報記者黃曉敏紐約11日電】位於美國洛
杉磯南郊的南加州大學校園附近11日凌晨發生
一起槍擊案，兩名在南加州大學念研究生的中國
學生被槍殺。警方在案發現場的一輛寶馬車裡發
現了被害女生屍體，男生屍體則在車外被發現。

兩華生在巡邏區外遇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