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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法新社奧斯陸16日消息
：去年7月22日在挪威發生的爆炸和襲擊
事件導致77人死亡。該兩起事件的行兇者
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16日在奧斯陸法
庭上否認自己犯下屠殺77名挪威民眾的罪
行。出席聆訊時，他甚至有挑釁行為出現
，包括在法庭上做出極右式敬禮的舉動。

布雷維克身穿西裝，戴着金色領帶出庭。當布
雷維克進入法庭被取下手銬時，他微笑着碰了一下
胸膛，然後將緊握的右拳伸到身體前方。布雷維克
告訴法官，自己不承認法庭的合法性。

拒認法庭合法性
當庭審中宣讀去年7月22日在奧斯陸市中心以

及于特島夏令營屠殺事件中令人膽寒的細節時，雖
然受害者家屬強忍眼淚，布雷維克看起來卻漫不經
心且面無表情。當檢控官讀出長長的死者及受傷人
員名單時，布雷維克眼睛低垂，專心致志地聆聽，
似乎是在朗讀擺在跟前的一張紙，並不時做筆記。
在某些時候，他的表情很難形容，不過當檢控官再
次讀出他的背景情況時，很明顯地看到布雷維克在
微笑。而當檢控官播放一段反穆斯林的錄影時，布
雷維克突然變得情緒化起來，他用顫抖的雙手拭去
自己的眼淚。布雷維克在去年殺人之前，曾把該段
錄影公布在網絡上。

這位被控實施 「恐怖行為」的極端右翼分子在
法庭上表示， 「我承認上述事實，但不認罪，我只
是正當防衛。」之前，布雷維克形容自己的行為是
「殘忍但又必不可少的」，他聲稱自己是獨自行動

，認為自己殺掉那些企圖將挪威向多元化開放還有
允許 「穆斯林入侵」歐洲的 「國家叛徒」，屬於正
當防衛。

或被判監21年
檢控官恩格向法官表示， 「被告所犯下的嚴重

罪行，在挪威現代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在挪威
民眾中製造恐慌」。恩格說， 「于特島大屠殺使得
大人和小孩都驚慌失措，引起了他們對死亡的恐懼
。他朝四處逃命或者躲藏的人們開槍，還說自己是
警察，引誘人們出來再開槍。」

四名法庭指派的精神病專家也出席聆訊。主審
法官文克．伊麗莎白．阿恩岑負責展開聆訊程序。

這一過程預計將持續10周，重點在於布雷維克是否
神智清醒，應被送往監獄還是精神病院。布雷維克
或判囚21年（若果仍被視為對社會有危害，此刑罰
將無限期延長），或被關在精神病院，有可能終身
不得離開。布雷維克希望證實自己神智清醒，並且
能為自己的行動負責。這樣，他在宣言中表示出的
反伊斯蘭思想，就會被嚴肅對待，而不會被當做瘋
子的狂躁行為。布雷維克表示，法庭若安排精神護
理，將比 「死還難受」。

去年進行的首次精神狀況評估發現，布雷維克
有可能患上 「偏執型精神分裂症」，犯案時精神錯
亂。這項診斷意味着他絕對有可能被送進封閉的精
神病院。但本月初公開的另一項意見認為他的精神
沒有錯亂，這就會令他有可能被判監。

去年7月22日，現年33歲的布雷維克先在奧斯
陸市中心政府辦公樓附近引爆汽車炸彈，造成 8 人
死亡。之後，布雷維克來到奧斯陸外面的于特島，
裝扮成警察並有計劃地朝數百名參加年輕人夏令營
的民眾開槍。槍擊事件造成69人罹難，當中大部分
是年輕人。據報這是有史以來由單人實施的、死亡
人數最大的大屠殺。

【本報訊】據中新社、韓聯社聯合國16日消息：聯合國安理
會16日發表主席聲明，強烈譴責朝鮮4月13日進行的衛星發射。

安理會着重指出，這次衛星發射，以及使用彈道導彈技術進
行的任何發射，即便被形容為衛星發射或空間發射工具，都嚴重
違反了安理會第1718和1874號兩個決議。

聲明稱，安理會痛惜此次發射在該區域引發嚴重安全關切。
安理會要求朝鮮不使用彈道導彈技術進行進一步發射，停止

同其彈道導彈計劃相關的所有活動，以遵守上述兩項決議，並為
此重新確認以前作出的暫停導彈發射的承諾。

安理會要求朝鮮立即全面遵守安理會第1718號和1874號決議
為其規定的義務，包括：以完全、可核實的不可逆的方式放棄所
有核武器和現有核計劃；立即停止所有相關活動；不使用彈道導
彈技術進行進一步發射，不進行核試驗，也不進行進一步挑釁。

安理會表示決心在朝鮮再次進行發射或核試驗時採取相應行
動。

對此，中國外交部稱，該聲明是各方反覆磋商結果，反映了
國際社會的基本共識。中方強調安理會應從推動接觸對話、維護
朝鮮半島及東北亞地區和平穩定大局出發，妥善處理此事，避免
局勢輪番升級。

朝未追究 「火箭三人幫」
據韓聯社報道，負責朝鮮軍需的樸道春和朱奎昌，以及經濟

委員會（軍需經濟）委員長白世鳳被稱為朝鮮 「火箭（導彈）三
人幫」，三人雖均不是軍人出身，但都身着白色軍裝現身15日朝
鮮人民軍閱兵式。這表明，雖然朝鮮遠程火箭 「光明星 3」號發
射失敗，但這三人 「安然無恙」。他們在發射 「光明星 3」號當
天舉行的朝鮮第十二屆最高人民會議五次會議上連任國防委員會
委員。

此前不少專家曾預測， 「火箭三人幫」會因 「光明星 3」號
發射失敗而引咎辭職。但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他們已擺脫了這次
火箭發射失敗的責任。

金正恩擬引進資本主義
另據日本《每日新聞》16日報道，朝鮮勞動黨第一書記金正

恩今年1月曾敦促黨幹部討論包括引進資本主義方式在內的經濟
改革方案。

報道說，金正恩1月28日表示，雖然經濟領域的專家和學者
們提出新的經濟發展模式，但因為一部分人士戴着有色眼鏡，

批判其試圖引進資本主義方式，使得經濟專家們即使有好的建
議也很難大膽提出來。他表示，僅靠批評難以尋找符合現實發
展要求的經濟管理方式。他還指示黨幹部擯棄成見，摸索新的
經濟重建方案。他強調，管理經濟的最大問題在於不依據理論
和科學計算。

安理會強烈譴責朝鮮射星

【本報訊】據中新社東京16日消息：日本東京地方法
院就中國吉林省敦化侵華日軍遺棄毒氣彈泄漏事件訴訟案作
出一審判決，駁回了受害者周桐（見圖前排左三）和劉浩要
求日本政府給予賠償的訴求。

法院宣布判決後，原告周桐在東京地方法院正門前對媒
體說，他在法庭上聽到這一判決結果時簡直不敢相信，法院
的判決讓他十分難過。

2004 年 7 月 23 日，當時年僅 14 歲的周桐和 8 歲的劉浩
兩人在吉林省敦化市郊大山鎮蓮花泡林場的小河中玩耍時，
撿到一枚鏽跡斑斑的 「炮彈」， 「炮彈」流出的液體致使兩
人手腳長出水泡，住院約2個月。事後獲知，這枚 「炮彈」
是日軍侵華期間遺留下毒氣彈，炮彈內的不明液體是糜爛性
毒氣 「芥子氣」液體。劉浩及周桐被確診為芥子氣中毒，並
留下了呼吸障礙後遺症。2008 年年初，兩人向東京地方法
院提起訴訟，向日本政府提出 3300 萬日圓的索賠，要求
「還我健康身體、健康生活」。

經過長達 4 年的審理，日本東京地方法院終於 16 日作
出一審判決，駁回了受害者要求賠償的訴求。東京地方法庭
認為：毒氣彈造成原告受害是事實。日本政府未防止事件發
生也是事實，但這並不能認為是日本政府的不作為。審判長
小林久起指出：中國政府未就蓮花泡地區採取緊急防範措施
，即使日本政府進行了信息收集工作，也未能鎖定蓮花泡地
區必須盡早採取防範措施的顯著危險性。

侵華日軍遺棄毒氣彈傷人案
日法院駁回受害者訴求

▲15日，朝鮮閱兵式中展示的導彈 路透社

【本報訊】據《每日電訊報》16 日消
息：布雷維克 1979 年 2 月 13 日在寧靜和富
庶的挪威出生。他成長過程中，身邊的人未
曾想過竟會有出人意表之事發生在他身上。

布雷維克曾說自己的童年平凡無奇。他
的父親是外交官，母親是護士，他們在他一
歲時離異。他在大開殺戒之前，曾發表一份
厚達 1500 頁的宣言，其中寫道： 「我在成
長過程中受到厚待，身邊不乏負責任和有智
慧的人。」他在一個中產家庭由母親養育，
從來沒有財政問題，只有一個煩惱： 「如果
說我有什麼抱怨的話，那就是我實在有太多
自由了。」

但在他年紀尚小時，兒童福利機構曾關
注他有可能沒有得到適當的照顧。一名心理
學家在他4歲時寫道： 「布雷維克變成了一
個抗拒與人接觸、有點不安和被動的兒童。
他會露出虛假和令人沒有防備的微笑。據挪
威傳媒披露，該名專家在一份報告中這樣寫
道： 「他應該被送到一個穩定的寄養家庭去
。這是理想的做法。」但這從未成為事實。
大概與此同時，布雷維克的父親未能成功爭
取兒子的撫養權。

他的父親對挪威傳媒說： 「他小時是一
個普通的男孩子，但不是很愛與人溝通。他
當時對政治也不感興趣。」布雷維克 15 歲
時，父親斷絕了和他的所有聯繫。

和他相識多年的朋友形容他是一個很謹
慎的人，有時發現自己在世上很難有立足之
地──而不是他自詡的那種天生的領袖。

他 18 歲就從高中輟學，沒有拿到文憑
，相信準備從政。1999 年，他加入了走民
粹主義路線和反移民的右翼政黨進步黨，在

該黨的地方青年分支很活躍。但他 2006 年退出該黨，
而且在互聯網一個討論區中說，他覺得該黨對 「多元文
化的訴求」和 「人本主義自取滅亡的思想」的態度太開
放。

布雷維克一方面在互聯網肆意批評伊斯蘭教、多元
文化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但另一方面認為自己 「是一個
冷靜的人，對大部分問題都頗為容忍」。

他的一名鄰居說： 「對我來說，他就像是一個平平
無奇的朋友而已。他很容易被人忽略。他是一個受到妥
善照顧的挪威人，沒有人會懷疑他。」

【本報訊】據《每日郵報》14 日消息：過去 8
個月，布雷維克每天都會先坐下來，獨自享用一份
健康早餐。這頓早餐有粥或黑麵包，配芝士或火腿
，再來一杯黑咖啡。布雷維克吃過早餐之後，就會
在他那設有踏車、充當健身室的囚室做運動。

身體忙完一輪之後，布雷維克會坐下來讀報。
但當他讀到有關他將會受審的消息，他就會玩電腦
遊戲（但只准玩非暴力的遊戲），又或者看電視節目
或影音光碟放鬆一下。他可以收看15個電視頻道。

吃過午餐之後，布雷維克可以在一個封閉的院
子中呼吸一下新鮮空氣。

他還被獲准寫信。他上月就充分行使這種特權
，當時他向3個挪威新聞網站寄出一封長達38頁的

公開信。他寫道，被法庭委任的兩位精神科專家瑟
海姆和許斯比診斷患有偏執型精神分裂症，是 「極
大的侮辱」。

布雷維克寫信過後就會吃晚餐。他可以預期享
用挪威人慣常享用的菜式，例如配肉汁和馬鈴薯的
肉丸，或者鱈魚。

他吃過晚餐之後，會和律師傾談或者寫作。曾
經觀察過他的人說，他晚上睡得很好。

雖然布雷維克獲准接待訪客，但一直沒有人探
望他。布雷維克的外交官父親聲稱沒有和這個兒子
談話已10年了，而且對這個兒子的行為感到噁心。
而布雷維克的護士母親自從兒子大開殺戒以來，受
到很大的衝擊，要接受精神治療；她自言不想再看
到兒子，拒絕探望他。

布雷維克被單獨囚禁於由前納粹集中營改建而
成、高度設防的伊拉監獄。該監獄有 124 個囚室，
正常情況下最多每 12 個囚室就有 2、3 個獄警負責
巡邏。

囚禁布雷維克的地方像一個 「套房」，由 3 個
佔地86平方呎的相連囚室組成。一個囚室是睡房，
一個囚室是健身房。餘下的一個囚室充當他的書房
，放置了一部沒有連接互聯網的電腦。

評估布雷維克精神健康狀況的法庭精神科專家
羅森奎斯特曾說，布雷維克曾把他在監獄度過的時
光比作自己上 「幼稚園」。他得到的寬厚對待，確
實令挪威一些人震怒，但這完全沒有違背該國的刑
罰制度，而該套制度被視為屬歐洲最 「進步」之列
。焦點在於要重生而非懲罰。

日續解禁部分核警戒區
【本報訊】據新華社東京16日消息：日本政府16日零

時解除了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後在該縣南相馬市部分區域設
立的警戒區和計劃疏散區。它是繼田村市、川內村之後第三
個獲解禁的市鎮。

警戒區指事故核電站周圍20公里禁止進入的區域，計
劃疏散區指位於警戒區之外、累積輻射水準在一年內有可能
超過20毫希沃特的區域。南相馬市的警戒區和計劃疏散區
解禁後，日本政府將其劃分為居民可自由出入的疏散指示解
除準備區、限制居住區和返回困難區。這次重新劃分區域涉
及一萬多居民，同時還是首次設定返回困難區。

重新劃分區域的依據是輻射量。在疏散指示解除準備區
，年輻射量低於20毫希沃特，居民可自由出入，污染清理
完成後可永久居住，區域內經營場所可以重新開張，醫院、
福利設施等可準備重新運營。在限制居住區，年輻射量高於
20毫希沃特而低於50毫希沃特，居民可自由出入，永久居
住的時間適當推後。在返回困難區，年輻射量超過50毫希
沃特且 5 年後也難以降至 20 毫希沃特以下，居民出入受到
一定限制。

除田村市、川內村和南相馬市外，福島縣還有8個市町
村被劃入警戒區或計劃疏散區，目前政府正在研究重新對它
們劃區。

巴基斯坦將驅逐拉登家人
【本報訊】據中通社16日消息：基地組織已故領導人

本．拉登家庭的辯護律師稱，巴基斯坦將在本周內驅逐拉登
3名妻子和他們的孩子，這些人很可能被送到沙特阿拉伯。

據國際在線援引澳洲《每日電訊報》報道，律師穆罕默
德．阿米爾．哈里爾說，拉登的家人將於 4 月 18 日被驅逐
，屆時正是他們因非法進入和居住在巴基斯坦而被判45天
監禁結束的日子。拉登的 3 名妻子中，2 人來自沙特，1 人
來自也門。目前還不清楚巴基斯坦當局為何不將拉登也門妻
子送返也門。自從美國突擊隊 2011 年 5 月在巴基斯坦阿伯
塔巴德將拉登擊斃後，其家人就一直被拘押在巴基斯坦。

東帝汶昨舉行總統決選
【本報訊】據法新社狄力16日消息：年輕的民主國家

東帝汶16日舉行總統大選決選投票，準備慶祝獨立10周年
，及向聯合國部隊道別。

這場選舉由古特瑞斯對決魯安克，兩人都是投身24年
戰爭反抗印尼統治的英雄。2位候選人過去都是游擊隊領袖
，但古特瑞斯競選時力求去除軍人形象，魯安克則強調軍人
形象。古特瑞斯在此投票後說： 「我會贏得選舉。我會成為
為所有人民確保穩定與和平的總統。」魯安克保證當選後實
行強制性兵役，但並未在歷經數十年戰火的東帝汶獲得良好
回響。

贏得決選的候選人將取代諾貝爾獎得主、現任總統霍塔
成為這個赤貧、局勢持續不穩國家的領袖。霍塔在 3 月 17
日第1輪總統選舉以第3名落後。

布雷維克豪嘆奢華監獄

昔
日
平
凡
男
孩
變
冷
酷
殺
手

又哭又笑無悔意又哭又笑無悔意

◀布雷維
克在法庭
上做出極
右式敬禮
的舉動

美聯社

▲關押布雷維克的挪威伊拉監獄曾經是納粹關押
挪威人的集中營 《每日郵報》

▲去年7月22日，布雷維克引爆的汽車炸彈導致
奧斯陸市中心政府附近一座樓被炸毀《每日郵報》

▲汽車爆炸後救護人員到場救助受傷的人
《每日郵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