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美軍辱屍 阿國震怒
總統促提早撤軍 塔利班揚言報復

■

簡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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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法新社、美聯社、《每
日郵報》19日消息：《洛杉磯時報》18日
頭版刊登的駐阿美軍與阿富汗反叛者屍體
的合影，使各方再度關注美軍層出不窮的
醜聞，並促使阿富汗的反美怒火越燃越旺
。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強烈譴責美軍人員
侮辱塔利班武裝人員遺體的行為，並要求
北約軍隊盡快撤離。美國國防部長目前已
就此致歉，並怒斥這些軍人的 「愚蠢」 行
為。

【本報訊】據路透社、新華社華盛頓18日
消息：美國國防部與國務院18日聯合發布一份
報告，呼籲國會放鬆對衛星及相關產品出口管
制，以方便美國企業在全球通信及遙感器材市
場展開競爭。同時維持或加強對中國、伊朗及
其他國家的此類出口管制。

報告說，國防部與國務院對美國太空產品
出口管制政策進行風險評估後認為，大部分通
信與低性能遙感衛星及相關部件可以從國務院
管轄的美國軍品管制清單中剔除，登上商務部
管轄的貿易管制清單，不會影響美國的國家安
全。

美國國防部負責太空政策的副助理部長舒
爾特稱，這些出口管制政策的變化若能在國會
獲批，將有助於美國相關行業在國防預算下降
之際在國際上變得更有競爭力。舒爾特在科羅

拉多召開的一個太空會議的新聞發布會上稱：
「我們認為，有數十萬種部件可從美國軍品管

制清單上剔除，有助美國企業在這些領域在全
球展開更有效競爭。」「我們的工業基礎實力對
保持和提高我們從太空獲得的戰略優勢非常重
要。」他說道，並強調這份報告是由國防部、
國務院和商務部聯合準備的。但與此同時，舒
爾特表示，報告建議仍然禁止美國的衛星由中
國的火箭發射，加強對向中國和伊朗、朝鮮及
敘利亞等其他國家的衛星和零部件出口管制。

倡恢復總統管制權力
為了推動這方面出口政策變化的實施，報

告還建議國會恢復總統決定衛星行業出口管制
的權力。美國國會於1999年撤銷了總統的這一
權力，原因是兩家美國公司被發現未經許可，

向中國的太空發射業務提供幫助。
報告呼籲國會將確定衛星及相關產品出口

管制管轄狀態的權力還給總統，並給予國防部
對單個出口案實施監管的權力，以在最大程度
上減小對國家安全的威脅。

美國國防部負責政策的代理副部長吉姆．
米勒說： 「這一報告顯示，美國可以安全地修
改對較常見衛星及相關部件技術出口管制，與
此同時保留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系統及技術
的嚴格管制。」他認為，實施報告的建議將幫
助美國加強與出口夥伴的合作、增加美國出口
、確保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的行業競爭力。

為推動美國出口，美國總統奧巴馬將改革
出口管制體系作為一個重要突破口。美國高技
術企業抱怨，從冷戰時期開始的出口管制令它
們蒙受巨額損失。

【本報訊】據中通社首爾 19 日消息：韓國國防
部 19 日在首爾舉行的記者會上宣布，韓國部署了可
摧毀朝鮮境內任何導彈和核設施的遠程導彈系統。這
些導彈可摧毀一千多公里內的目標。

韓國國防部政策企劃官申元植當天表示，韓軍自
主開發和部署了具備世界最高精確度和打擊能力的巡
航導彈。該巡航導彈能精確地命中數百公里之外的窗
戶，必要時可攻擊朝鮮境內的任何設施、裝備和人員
。基於這種能力，韓軍將對朝鮮的挑釁採取徹底、強
硬的應對措施。他還說，不管在韓國哪個地方發射，
都可以打到朝鮮全境。

另外，美國國防部 18 日就朝鮮近日進行的 「導
彈」發射評價稱，此次朝鮮發射失敗說明朝鮮的航天
航空技術項目幾乎沒有取得進展。美國國防部導彈防
禦局局長奧賴利當天在出席參議院撥款委員會會議時
說，朝鮮發射的火箭再次在飛行初級階段失敗，因此
得出上述結論。

日本放送協會報道說，為了抵禦朝鮮等國的遠程
彈道導彈，美國導彈防禦局除了在阿拉斯加州和加利
福尼亞州建立攔截導彈基地外，還通過情報衛星 24
小時監視朝鮮的動向。

朝鮮方面 19 日表示，在太陽節（4 月 15 日）期
間李明博政府侮辱了朝鮮 「最高尊嚴」，韓方應對此
進行謝罪。

朝鮮：韓不謝罪即 「聖戰」
據韓聯社報道，朝鮮政府、政黨和團體當天發表

聲明稱： 「傀儡逆賊敗黨侮辱了太陽節活動，應該為
這種重大犯罪行為進行謝罪。否則朝鮮千萬軍民將開
展 『復仇聖戰』，徹底毀滅傀儡逆賊敗黨。」

聲明表示，李明博政府在朝鮮舉行太陽節活動期
間稱，朝鮮為發射遠程火箭投入了多少資金，這筆錢
可以購買多少玉米等，這無疑是對朝鮮領袖、體制和
人民的侮辱和重大挑釁，因此激發了朝鮮軍民的憤怒
。聲明還說，金正恩在太陽節閱兵儀式上表示，只要
是希望統一和民族和平繁榮的人，朝鮮都願意與其攜
手共進。然而，韓方卻表露出了企圖挑起民族對決的
野心。

李明博 16 日在廣播電台演說中表示，據預測朝
鮮為此次火箭發射耗資約8.5億美元，這筆錢可購買
250萬噸玉米，相當於朝鮮居民6年的糧食缺口。

【本報訊】據中新社洛杉磯 18 日消息：當地時間 4 月
18 日傍晚，南加州大學聖殿禮堂莊嚴肅穆的舞台上打出遇
難中國留學生吳穎、瞿銘的巨幅照片，伴隨着幽婉的小提琴
聲，近兩千名師生代表與遇難留學生家屬一起，悼念本月
11日被歹徒槍擊身亡的中國留學生。

南加州大學校長馬科斯．尼基亞斯博士在悼念發言時追
憶了吳穎與瞿銘在校時的學習生活情況，並宣布，為紀念瞿
銘與吳穎，南加州大學將設立 「瞿銘、吳穎紀念獎學金基金
會」，每年評選兩次獎學金。獎學金獲得者將代表他們的優
秀品質。

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邱紹芳代表總領館對兩位同學的遇
難，表示最真摯的哀悼，對他們的家人表示最親切的問候。

校園附近再爆持槍搶劫
當地時間18日凌晨，南加州大學附近的費格洛拉大街

再次發生持槍搶劫案，一名槍手試圖搶劫四名學生時，剛好
被巡邏的校警遇到，並開槍擊傷並逮捕了搶劫者。

警方稱，當時嫌犯並沒有射擊。當地的洛杉磯時報稱，
嫌犯名為亨德里克斯，疑似當地幫派組織成員。但這一說法
尚未得到當地警方的確認。警方已將嫌犯使用的槍支送往檢
驗機構，驗證其是否與本月11日槍擊兩名中國留學生案件
使用槍支一致。

蘇丹總統對南蘇丹宣戰
【本報訊】據中新社19日消息：蘇丹總統巴希爾18日

威脅推翻南蘇丹現政府，誓言將南蘇丹人民從 「蘇丹人民解
放運動」執政的現政權中 「解放」出來。巴希爾說，讓 「蘇
丹人民解放運動」統治南蘇丹是一個錯誤，他揚言將在數小
時之內重新奪回本月10日南蘇丹宣布佔領的石油重鎮哈季
利季。外界將巴希爾這番火藥味十足的講話解讀為向南蘇丹
「宣戰」。南蘇丹隨後對巴希爾的講話作出回應。南蘇丹新

聞部長稱： 「我們認為只有通過和平談判解決問題，但蘇丹
一直利用哈季利季作為攻擊南蘇丹的理由。這個問題只能通
過非盟解決。」

聯合國、歐盟等譴責南蘇丹佔領哈季利季，要求南蘇丹
盡快撤軍，同時要求蘇丹停止對南蘇丹發動空襲。非盟將南
蘇丹佔領哈季利季地區定為非法佔領。

沙特也門拒收拉登家屬
【本報訊】據中通社19日消息：巴基斯坦政府原計劃

把 「基地」前領導人拉登的 3 個妻子和他的孩子共 12 人驅
逐到沙特和也門，由於兩個國家拒絕接收，目前拉登的 12
名家屬仍在巴基斯坦。

拉登妻子的律師阿米爾解釋說， 「拉登的家屬之所以沒
離開巴基斯坦，是他們的文件出了問題。」多名巴基斯坦政
府高級官員披露說， 「此前巴基斯坦方面與沙特和也門有關
當局都達成了原則協議，但後來沙特和也門兩國因為政治原
因改變了立場，目前巴基斯坦政府正與上述兩國進行緊急磋
商，希望兩國能落實達成的協議。」

據英國《太陽報》19 日報道，拉登最小的妻子阿麥勒
希望帶同她與拉登所生的5名子女移居英國，並且希望與英
國王室會面。

挪狂魔揚言殺全體內閣
【本報訊】據法新社奧斯陸19日消息：挪威導致77人

喪生的連環襲擊案主犯布雷維克，第四日在奧斯陸法院提訊
。他19日在法庭上供稱，他的恐怖攻擊目標是整個領導層
，包括殺死首相。

布雷維克承認去年 7 月 22 日在政府總部外引爆汽車炸
彈，殺死8人，接着在工黨於首都奧斯陸外舉辦的青年夏令
營開槍掃射，再殺69人他表示，當時計劃在政府總部殺清
所有政府高層成員，包括首相和建築物內所有人。

他聲稱，當日襲擊于特島夏令營，是受到 「基地」組織
啟發，目的是綁架前女首相布倫特蘭，準備拍下將她斬首的
過程，再上載到網上，而他抵達夏令營時，布倫蘭特經已離
開，結果他開槍射殺69人，當中大部分是青少年。

布倫特蘭曾任挪威首相十年，卸任後做過世衛組織總幹
事，零七年獲任命做聯合國氣候轉變特使。

英「丁家滅門案」3共犯被捕
【本報訊】據世界新聞網19日消息：曼徹斯特的華裔

講師丁吉峰一家滅門慘案去年震驚英國，英國警方18日表
示，已逮捕三名嫌犯。北安普頓警方指出，嫌犯分別為一名
54歲的女子在英格蘭中部城市考文垂被捕，一名39歲女子
和一名25歲男子分別在格羅斯特郡和倫敦被捕。這三人涉
嫌協助丁家滅門案罪犯。

美擬放寬衛星出口 中國仍被排除在外

南加大悼念兩遇難華學生

韓部署遠程導彈 可攻朝全境

阿富汗總統卡爾扎伊 18 日對最新曝光的美軍辱
屍照進行了譴責，稱這些 「不人道和挑釁」的照片
「令人作嘔」。卡爾扎伊還在聲明中警告說，過去那

些 「類似的令人厭惡的事件」曾經引發阿富汗人憤怒
的反應，其中包括導致許多人死亡的暴力示威。

美軍行徑 「令人作嘔」
他說： 「和屍體殘肢合影再分享給別人看實在是

一件令人作嘔的事情。」卡爾扎伊的辦公室在一篇聲
明中說： 「要終結如此痛苦的體驗，唯一的方法就是
加快將保安的責任全面轉移給阿富汗部隊。」卡爾扎
伊呼籲外國部隊提早撤走。

和以往一樣，最新醜聞中的被虐叛軍是塔利班成
員。塔利班強烈譴責美軍士兵 「殘忍、不人道」的行
為，並稱 「這是入侵的美國人教給他們的阿富汗奴隸
的東西」。塔利班發誓要進行報復。

美國國防部長帕內塔在布魯塞爾北約總部一個新
聞發布會上，為這些照片致歉。他說他 「強烈譴責」
這些照片中的行為，並擔憂這些照片可能煽動新一輪
反美暴行。但他也說， 「處於 『醜陋激烈』的戰爭中
的年輕人有時候會作出愚蠢的決定」。美國國防部長
帕內塔承諾，牽涉其中的人將受到懲罰。

五角大樓發言人基爾比發表聲明說，這些照片
「不代表絕大多數在阿富汗美軍的行為。但是，這些

兩年多前的照片，如今有可能使阿富汗當地人發出控
訴，引發暴力，甚至可能造成不必要的傷亡。我們經
已採取必要的預防措施，以保護我們的軍隊，不受任
何反響影響。」

白宮不滿媒體刊照片
美軍和北約駐阿富汗部隊指揮官艾倫說，這些

照片不但對身在阿富汗的 9500 名英軍士兵帶來危險
的後果，而且使得美軍再度捲入醜聞，影響美阿關
係。

白宮發言人卡尼說，照片中的士兵的行為不代表
美軍的標準，又指總統奧巴馬相信需要調查這種情況
，要承擔責任的人也會被追究。他又說，奧巴馬對
「事發兩年後，《洛杉磯時報》刊登這些照片感到失

望」。帕內塔也批評道，雖然五角大樓要求別刊登這
些照片，但《洛杉磯時報》未有理會。他又說，他不
準備為這些行為開脫，但不希望今次事件給在阿富汗
的美軍造成更多傷害。

《洛杉磯時報》主編馬哈拉吉傑解釋為何刊登這
些照片時說： 「經過慎重考慮之後，我們決定選登小
量但有代表性的照片，以履行我們對讀者的責任，即
積極和全面報道美國在阿富汗的任務的各個方面，包
括這些照片 『反映紀律敗壞從而危害到美軍』的說法
。」

【本報記者黃曉敏紐約18日電】美國特勤局18
日公布了對 11 名在哥倫比亞美洲峰會期間涉嫌召妓
特工的初步處理決定，三名涉案特工將被解職，其中
兩人是主管職位。

特勤局當天發表聲明稱，對特工涉嫌召妓醜聞的
調查正處於初步階段，並將利用各種技術手段，對
事件進行徹底、公正的調查。對於三名涉案事實確
鑿的當事人，特勤局今天做出了處理決定，這3人即
日起將被迫離職，其中一人被解僱，一人被勒令退
休，另一人被要求辭職。其中，被解僱的那名特工
對特勤局的處理表示不滿，揚言要 「維權」，打算
起訴特勤局。

其餘8名涉案特工將繼續接受調查，目前已被吊
銷絕密級安全許可，並將接受測謊儀測試，以查明事
實真相。不過，只有一人同意接受測謊。在調查中，
有人堅稱當時並不知對方是妓女，以為只是在酒吧的
一場艷遇，而且飲酒後失去警惕。

《紐約時報》記者採訪了直接導致嫖娼案爆發的

當事人──一位高價應召女郎。她表示事情過後兩三
天，她才從別人那裡知道自己捲入了美國特勤局的召
妓案，特別緊張，特別害怕。在採訪中，她對被稱為
妓女很不滿，認為自己不是在街邊隨便攬客的那種人
，她是高級應召女郎。她講述了當天在一家夜總會的
經歷。她說，一名美國人為她買了兩瓶酒，整晚一直
坐在她身邊，最後邀請她去其酒店房間，她同意了。
那名美國人詢問 「過夜費」，她稱自己是高級應召女
郎，價格是八百美元。

可是到了第二天早上結帳時，美國人只肯給三十
美元，並堅稱前一晚在討論 「過夜費」時他喝多了，
接着惡語相罵要她滾，兩人為此發生爭執。該女哭鬧
着到了大廳，驚動了她的姐妹，也驚動了當地警察和
酒店保安，導致事件迅速升級，最終越鬧越大。最後
美國人妥協，向該女子支付了225美元。

該女子稱當她發現自己捲入美國特勤局的案子
、得罪了美國政府後，整日以淚洗面，惶惶不可終
日。

哥國召妓門美3特工革職

▲美政府呼籲國會放寬衛星出口 互聯網

▲韓國國防部19日公布了試射巡航導彈的視頻
路透社

▲圖為11日晚，南加州大學上千人在洛杉磯悼念遇害的
兩名留學生 中新社

▲《洛杉磯時報》18
日的頭版刊登美軍辱
屍相，將美軍再度推
向輿論的風口浪尖

美聯社

◀帕內塔（右）與希
拉里（左）18日在布
魯塞爾北約總部的新
聞發布會 路透社

▲美軍指揮官艾
倫怒斥該醜聞影
響美阿關係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