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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兒童暴力片引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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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中央社仰光13日消息：正在緬甸進行歷史性訪
問的英國首相卡梅倫13日說，他主張暫停對緬甸的經濟制裁，以
肯定緬甸政府推動的改革；緬甸全國民主聯盟領袖昂山素姬支持這
項決定。

【本報訊】據共同社、法新社 13 日消息：日
本埼玉地方法院 13 日對首都圈多人離奇死亡案做
出判決，認定被告木島佳苗殺害3名男子的罪名成
立。本案有審判員參與審理。審判長大熊一之宣
布，被告 「屢次犯下極為嚴重的罪行，奪去他人
的寶貴生命，後果嚴重」，判處被告死刑。法院
指出，被告作案動機為 「維持奢侈的生活」。

判決結果和檢方的判刑請求基本一致，全面
認定被告與涉及殺人罪、欺詐罪的共 10 起事件有
關。審判員的任期長達100天，創最長紀錄，而且
只能根據間接證據進行審理，作出判斷的歷程相
當艱難。

判決書稱，被告木島 2009 年 1 月殺害了東京
都青梅市某公司職員寺田隆夫（當時 53 歲）、同

年 5 月殺害了千葉縣野田市的無業人員安藤建三
（當時 80 歲）、同年 8 月還殺害了東京都某公司
職員大出嘉之（當時41歲）。

網上徵婚引人上鈎
今年 37 歲的木島佳苗被指殺死通過婚戀網站

認識的三位男性。據之前的傳媒報道，木島佳苗
先在網上發布求婚信息，稱 「喜歡比自己年齡大
的單身男士」、 「一旦合意就閃電結婚，組成美
滿家庭」。當受害者獻出存款，她卻施以毒手。
她從53歲的寺田隆夫處騙得1700萬日圓，從80歲
的安藤建三處拿走180萬日圓。

木島佳苗做案時讓這些男子服用安眠藥片，
並點燃木炭球致使這些人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

日本傳媒形容她像 「黑寡婦蜘蛛」，與雄性蜘蛛
歡好後就殺死對方。她愛穿短裙和抹濃妝出庭。
周五法庭宣判這天，吸引了超過1300人輪候49個
公眾旁聽席。

木島佳苗在法庭上承認她的犯罪目的只是
「為了不去工作就可維持虛榮的奢侈生活」。

此案在日本公眾中反響極大，因為檢察官們
並沒有像以往一樣通過目擊者證詞等直接證據定
罪，而主要依賴於旁證，如木島佳苗購買的安眠
藥片及木炭球。在死者死亡之前，她都曾與他們
會面。

木島佳苗除了殺人罪外，還被判有包括欺詐
和偷竊等7項輕罪。不過，她的律師團表示她計劃
上訴。

騙財殺三漢 日黑寡婦判死

英兩戰機被誤導
音爆震撼英格蘭

卡梅倫是 4 月 1 日緬甸舉行國會補
選後，第一位訪問緬甸的西方領袖，也
是第一位訪問緬甸的英國首相，具有重
要意義。

卡梅倫 13 日先拜會緬甸總統吳登
盛，之後與昂山素姬見面，他公開讚揚
昂山素姬爭取緬甸民主所展現的勇氣。

卡梅倫與昂山素姬結束會談後，在
她湖邊的住所舉行聯合記者會。卡梅倫
說，對緬甸的軍事武器禁運仍應繼續，
但其他的制裁則應暫停，這包括對約
500 人的資產凍結，及礦業和林業等產
業。

卡梅倫指出，緬甸不應像現在如此
貧窮，也不該長期被獨裁統治， 「我認
為重要的是，我們要傳達一個訊息，就
是我們要提供協助，讓緬甸可以有人權
自由及民主」。

對於緬甸的改革，卡梅倫說，應該
要謹慎正面回應，儘管行動會有風險，
但他認為這是正確的一步。

昂山素姬稍後也表示，緬甸仍有一
段長路要走，但相信可以達到目標，她
贊成卡梅倫所提出的暫停經濟制裁建議
，回應吳登盛與其他改革者所採取的行
動。她認為，暫停經濟制裁可以向反對
改革者傳達一個清楚的訊息，任何想破
壞改革的行動，將導致緬甸再受到制裁。

邀請昂山6月訪英
卡梅倫同時邀請昂山素姬6月訪問

英國，昂山素姬說，如果是兩年前獲邀
，因為擔心無法再回到緬甸，她一定會
拒絕，現在她可以對邀訪表示 「有可能
前往」，這就是很大的進展。

10名包括國防企業的主管陪同卡梅
倫訪問緬甸，首相府表示，卡梅倫此
行是政治性訪問，並沒有任何招商活
動，隨行的企業主管僅安排參加文化
活動。

歐洲聯盟外長預定 23 日討論對緬
甸政策，歐盟對緬甸的制裁將於 4 月
30 日到期，除非各國領導人決定再延
長制裁。

部分專家警告，緬甸雖然推動政治
改革，但仍不是個民主國家，不宜貿然
解除制裁，否則一旦緬甸走回頭路，要
再讓歐洲國家一致同意對緬甸進行制裁
將有困難。

自從緬甸去年建立名義上的民選政
府以來，已經有一批外國政要訪問緬
甸，其中包括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和英
國外相夏偉林。但是卡梅倫是 1962 年
軍方奪取政權後首位訪問緬甸的西方
國家首腦。1962 年之後，緬甸開啟了
長達近半個世紀的軍政府統治和與西
方世界的隔離。

前英國駐泰大使湯金表示，如果緬
甸能夠讓卡梅倫信服改革將繼續進行，
歐盟可能同意 「大規模地解除制裁」。
而是否撤銷對緬甸的制裁，將在4月23
日召開的歐盟外長會議上見分曉。

【本報訊】緬甸過去一年在政治上發生很
大的變化（就連諾貝爾獎得主兼反對派領袖昂
山素姬也可以參加近日的議會選舉），令遊客
和外國投資者都紛紛到緬甸去，甚至竟然令該
國顯得有點擁擠。

在緬甸最大城市兼昔日首都仰光，1901 年
興建的斯特蘭德酒店稱得上是市內最好的酒店
。不只 「滾石」樂隊主音米積加住過這裡，就
連英國的著名作家吉卜林和愛德華王子，還有
很多富人和名人，都住過這裡。但過去10年，
由於軍方實行高壓統治、顧客寥寥可數，這裡
比較像一座博物館，一座冷冷清清的前哨基地
，從國外聘用的管理人員習慣計算自己的合約
離期滿尚有多少時間。

該酒店的現任總經理貝爾蒙特說，此情不
再了。他指出，政治上的變化已令酒店房間供

不應求，不只斯特蘭德酒店是這樣，整個仰光
也是這樣。他說： 「低級酒店過去6個月已把價
格上調至原來的1倍或4倍，高級酒店和低級酒
店彼此之間的差距正在縮小。」

興旺的景象不只仰光才有。在北部的曼德
勒，市內著名的瑪哈牟尼大金佛寺的香火從未
如今天那樣鼎盛，就連庫馬爾打理的精品酒店
──紅運河酒店也初嘗生意興隆的滋味。

本身是曼德勒人的庫馬爾說，今年的生意
很好，好到他那間有25個套房的酒店，已被超
額訂房 50%。明年的訂房率不但接近百分之百
，而且連費用也繳付了。

緬甸發展旅遊業的潛力巨大，原因在於 50
年來的軍方統治和孤立，令國家大抵能保持昔
日的面貌。

對緬甸民眾來說，這是既不幸又傷心的。
但另一方面，這增加了緬甸對外國遊客的吸引
力。庫馬爾說： 「歐洲人和美國人要來緬甸沒
問題。他們現在喜歡來這裡。」

（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台）

緬甸旅遊業升溫敘政府軍與反對派再爆衝突
【本報訊】據彭博社、法新社貝魯特 13 日消息：敘利

亞政府軍和反對派武裝之間的停火令，13日第2天實施，但
也首次遇上重大考驗。該國多處當天在祈禱會之後爆發示威
，據報多區都有示威者遇襲。

反對派組織本地協調委員會透過電郵表示，北部的阿勒
頗、中部的哈馬還有南部的德拉等多個城市都爆發衝突，至
少7人死亡。安全部隊發射催淚彈和拘捕示威者。伊德利卜
省約有30名活躍分子被捕。

反對派武裝 「自由敘利亞軍」13 日在土耳其邊境附近
的伊德利卜省遭遇炮火。阿拉伯電視台更指該武裝的其中一
個據點被奪去。本地協調委員會亦稱雙方交火。

美機場扣留印穆斯林影星
【本報訊】據法新社新德里 13 日消息：印度寶萊塢著

名影星沙魯克汗12日被美國機場入境事務處人員扣留長達
90分鐘，印度方面於13日向美方提出交涉。

46 歲的沙魯克汗原本計劃前往耶魯大學給該校學生做
演講，但在乘私人飛機飛抵紐約州白原市機場後遭到拘留，
同行的其他人員則當即被批准入境。沙魯克汗之後在耶魯的
演講一開始還揶揄說： 「我們沒有例外地又被 『拘留』在機
場一個半小時。以後一旦我感覺自己太自負的時候，就來趟
美國行好了。」

據悉，沙魯克汗 2009 年也曾因為他的穆斯林背景在紐
瓦克機場被扣留2個小時，後來是印度駐美領事機構出面，
他才獲放行。

印度外長克里希納提出要求嚴肅對待此次事件，並要求
印度駐美國大使向美方提出交涉。印度一位拒絕透露姓名的
外交官員表示，如此 「頻繁」地針對 「汗」這個穆斯林姓氏
絕不是巧合事件， 「一個例行的道歉是不足夠的。」在新德
里，美國大使館發言人弗魯曼則 「為對沙魯克汗可能造成的
任何不便致歉」。

南加大懸賞12.5萬捉兇手
【本報訊】據《僑報》洛杉磯 13 日消息：洛杉磯警方

目前正在調查兩名就讀於南加州大學的中國留學生被槍殺的
案件，洛杉磯警方和南加州大學的官員12日宣布將於13日
召開新聞發布會，並宣布懸賞 12.5 萬美元（約 97 萬港元）
獎勵提供兇手線索的人。

洛杉磯警察局西南分局的警長布朗說，警方在 11 日凌
晨1點鐘接到報案之後就派警員前往案發地點，當時發現吳
穎和瞿銘多處受槍傷，救護人員將他們送往醫院後宣布無治
身亡。洛杉磯警察局的一個部門發言人史密斯說，槍擊發生
時受害者正坐在車中，兇手作案動機不明，但懷疑為搶劫或
劫車，目前警方正對多個可能的作案場景進行推測。

中國駐洛杉磯總領館計劃不久為中國留學生舉辦講座，
提醒他們採取相關安全措施來保護自己的安全。而總領館的
官員們計劃拜訪校園，以了解更多相關的案件信息。

▲今年37歲的木島佳苗被控殺死通過
婚戀網站認識的三位男性 互聯網

▲來自YouTube的錄影截圖中顯示，《不滿的孩
子》中充斥着暴力 美聯社

英揆籲暫停對緬制裁

【本報訊】據美聯社 13 日消息：一段 「偽紀錄
片」錄影 12 日在墨西哥引發了激烈的討論，人們在
錄影中看到了孩童版的綁匪、腐敗的警察和毒販子。
有些人認為這是墨西哥目前急需的一記警鐘，也有人
表示這是一種政治操縱或兒童虐待。

錄影中的孩子們扮演着商人、罪犯和貪官的角色
，在一個完全由兒童組成的 「假扮的」墨西哥搶劫、
行賄和火併。這段錄影是一個由私人公司和大學贊助
的基金會製作和上傳的，錄影以一段寫給墨西哥總統
候選人的文字結束。結尾處，一個小女孩面對着鏡頭
說道： 「如果這是等待我的未來，我不想要它。我們
已經受夠了你們一味地為政黨工作，而不是我們。我
們也受夠了表面的粉飾。」

該片名為 「不滿的孩子」。錄影開始是一個胖墩
墩的兒童版商人，他起床後深深地吸了一口煙。結尾
處是一個兒童版的毒梟被兒童版的警察關進了監禁了
許多 「孩子罪犯」的監獄。當拿着機關槍的小男孩從
越野車上跳下追捕罪犯，裝備步槍的小警察們用槍口
指着罪犯將他們逮捕時，路邊拿着錢包的小女孩們驚
慌失措，尖叫着尋找庇護所。

儘管這個錄影放了一些很可怕的畫面，比如揮刀
的孩子、走私移民的孩子以及攜帶槍支的孩子，但是
所有的候選人都讚揚了這個錄影。左派候選人奧夫拉

多爾稱讚它 「幹得好。雖然很殘酷但這是事實」。
早些時候，前執政黨革命制度黨候選人涅托在

Twitter 上寫道： 「我支持這段錄影傳達的信息。我
在整個競選游說之行中都聽到 『時間不夠了』。是時
候重建希望，改變墨西哥了。」

總統卡爾德龍所在的保守黨國家行動黨候選人莫
塔也在 Twitter 上發文： 「這個錄影是對我們的一種
警示，我們不能忽視。我接受這個挑戰，我希望加入
你們。」

但是，並不是人人都對此滿意。

被斥煽動絕望情緒
電視批評家、報紙專欄作家奎瓦說，在這個充斥

着煙霧、災難般的墨西哥裡，警察對反對腐敗的示威
者進行鎮壓，腐敗的官員們在邊上袖手旁觀，但這一
切都是巧妙設計的，沒有候選人敢對此提出批評。

他說： 「沒有一個候選人會說 『我想要一個充滿
犯罪的未來』。」

他認為這段錄影具有破壞性，並且 「明顯違反選
舉法」。奎瓦說： 「這段錄影的唯一影響就是進一步
攪渾總統選舉，並煽起一種絕望的情緒。」

在墨西哥，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許多人相
信 2006 年的總統大選受到一系列個人製作、贊助的

廣告的不公正影響。當時這些廣告的目的是為了讓選
民對奧夫拉多爾產生害怕之情，警告選民如果他當選
的話，他們可能 「失去一切」。最後他以微弱的差距
輸給卡爾德龍。

▲狂歡者們13日在仰光盡情享受潑水節的歡樂 美聯社

▲13日，卡梅倫與昂山素姬會面時親切握手 美聯社

【本報記者黃念斯倫敦13日電】英國空軍兩架颱風式
戰機（見圖）12 日對一個錯誤的航空緊急訊號作出反應，
以超音速緊急升空，產生音爆，震驚英格蘭大半地域，居
民以為發生大爆炸。

倫敦時間 12 日下午 6 時許，一架小型民用直升機錯誤
發出緊急訊號，導致空軍兩架颱風戰機升空回應，該直升
機的機長後來意識到自己出錯，立即更正錯誤訊息。

國防部發言人說，民用直升機發出的訊號意思是 「遭
到劫持」，或是 「受到威脅」。兩架位於林肯郡的颱風式
戰機於是接到命令緊急升空，在快要靠近民用直升機時才
獲悉求救訊號是一次錯誤。

與此同時，英格蘭中部和西部多個郡居民聽到震耳欲
聾的巨響，許多人感到房屋和門窗突然受到猛烈撞擊，紛
紛報警，向緊急救援機構打電話，在網上互告，猜疑四起
。一些地區立即啟動了消防、醫療等應急服務，包括有好
些相關機構對巨響展開了追查。國家地震局初時懷疑有小
型地震，但後來否定有地震發生。

國防部隨後證實，巨響是由於其中一架颱風式戰機產
生的音爆所致。戰機的超音速衝擊波打破音障，產生音爆
巨響。

一場虛驚之後，有人形容響聲持續有幾秒鐘，有人以
為飛機失事墜地。一位女士說，巨響使她以為一輛大巴撞
進了自己家裡， 「響聲簡直震耳欲聾，就像一宗大事故發
生在我家門前一樣，」她說， 「相當嚇人，我還以為玻璃
窗要震破了，我從未經歷過這種聲響撞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