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轟俄應對敘內戰負責
敘反對派下最後通牒

■埃明直播穆巴拉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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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法新社、美聯社、中通
社5月31日消息：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指責俄
羅斯對敘利亞可能發生內戰負有責任。敘利
亞反對派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敘利亞政權在
星期五中午前執行安南的和平計劃，否則反
對派將作出 「勇敢決定」 。

【本報訊】據中通社消息：埃及檢察院代表星期三向媒
體透露，埃及將於6月2日電視直播第一被告為前總統穆巴
拉克的 「世紀之案」的最終判決。

穆巴拉克、他的兒子賈邁勒和阿拉、前內政部長阿德利
和他的 6 名助手被指控在 2011 年埃及爆發示威活動時下令
槍殺示威者、濫用權力以及腐敗。埃及檢察院要求法院判處
穆巴拉克死刑，但被告律師堅持認為其當事人無罪。

另據埃及媒體報道，埃及總檢察長馬哈茂德星期三對前
總統穆巴拉克的兩個兒子提出新指控，指其在交易所利用其
所監管的股票詐騙，非法佔用資金達超過33億美元（約256
億港元）。

【本報訊】綜合《紐約時報》、
英國廣播電視台、中通社5月31日消
息：美國媒體日前披露，美國用無人
駕駛飛機對 「基地」組織發動的每一
次攻擊，都要由美國總統奧巴馬親自
拍板，因此他能為在空襲中死去的生
命承擔所有的道德責任。但批評人士
則稱，無人機攻擊方式存在法律、道
德等問題，攻擊越多反而讓恐怖力量
不斷增強。

《紐約時報》近日通過奧巴馬國
家安全顧問托馬斯．多尼倫，曝光了
一份奧巴馬親自參與審查的恐怖分子
「必殺名單」，並指出美國每次用無

人駕駛飛機對武裝分子發動攻擊之際
，都要由奧巴馬親自批准。

報道援引多尼倫的話，稱 「總統

要決定這個行動的廣度和深度，他要
把行動控制在一個很小的範圍。」

同時，由百餘名反恐官員篩選出
也門和索馬里恐怖嫌犯的傳記與資料
，美國中情局則搜集在巴基斯坦恐怖
嫌犯資料，然後將人員匯總為一份名
單，交予奧巴馬。奧巴馬曾與其顧問
研讀資料，並決定對美國形成威脅、
應該被擊斃的人選。該程序是絕密的
，但是白宮宣稱總統採取 「特別措施
」避免傷及平民。

此前，奧巴馬政府 5 月 1 日首次
正式承認，美國使用無人機打擊恐怖
主義嫌疑犯。由於共和黨一直形容奧
巴馬在打擊敵人方面不夠堅決，有美
國媒體認為，白宮決定此時承認使用
無人機打擊恐怖主義，表現了奧巴馬

希望在競選中展現自身為國家安全方
面所做的貢獻。

助長恐怖勢力滋生
奧巴馬選擇無人機的原因，是因

為他相信，無人機打擊能夠在給無辜
者帶去最小風險的情況下消滅美國的
敵人。

但是，很多人稱無人機打擊為
「殺人兇手」，因為空襲中可能傷及

平民，而且攻擊行為簡單而粗暴。另
一些人認為，在國際法的規定下，任
何傷及平民的打擊行動，都屬於違反
國際法的行為。

也有人認為，無人機打擊並沒有
達成它預期的目的。普林斯頓大學也
門問題專家格雷戈里．約翰森表示，

暴風驟雨般的無人機襲擊反而強化了
當地恐怖主義者的力量。他表示，
2009年內褲炸彈事件發生時， 「基地
」只有 200 到 300 人。現時美國在阿
拉伯半島上的無人機攻擊次數翻了三
倍，但 「基地」組織人數增加到了

1000人。他說， 「美國炸彈越多，其
成長就越快。」

約翰森表示，政治家們很容易受
無人機戰術迷惑。他說： 「現在美國
需要做的是，在地上實行外交政策或
情報政策。」

印火車出軌5死50傷
【本報訊】據法新社勒克瑙 5 月 31 日消息：印度北方

邦當地時間31日下午發生客運火車出軌事故，當地警方稱
事故已造成5人死亡，50人受傷。

一列從東部城市加爾各答前往北部城市台拉登的火車，
在北方邦江布爾地區附近發生5節車廂出軌。救援人員已抵
達現場，展開救援。

當地警方發言人稱，事故中有4名乘客死亡，數十人受
傷，同時可能有數十人仍被困在火車殘骸之內。

這是印度在 10 天內發生的第 2 起火車事故。22 日，印
度南部安得拉邦發生客運火車與貨運火車相撞事故。事故導
致25人死亡、超過40人受傷。

■哈中邊境哨所火災13死
【本報訊】據俄羅斯之聲報道：哈薩克斯坦國家安全委

員會星期四說，阿拉木圖州哈中邊境一個哈方邊防哨所發生
火災，13人被證實身亡。

哈薩克斯坦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副局長斯塔姆別科夫上
校披露，5月31日，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州哈中邊境的 「戈
爾內」哨所火災現場發現了12具邊防軍人的屍體，另外還
發現一名獵人的屍體。他說，這個哨所共有15名邊防軍人
。邊防哨所的武器在失火後丟失，目前正在調查哨所被襲擊
的可能性。

斯塔姆別科夫說，目前由哈國家安全委員會副主席梅爾
扎利耶夫親自指揮的刑偵小組，正在事發現場調查取證，哈
邊防部隊增派兵力在周邊地區展開搜索行動。

■前英相發言人涉偽證被捕
【本報訊】據英國廣播電視台消息：英國首相卡梅倫的

前公關事務主管庫爾森因涉嫌向法庭提供偽證，遭到蘇格蘭
警方逮捕。

英國蘇格蘭警方星期三清晨出動7名警員在庫爾森倫敦
的住處將其逮捕。庫爾森涉嫌在 2010 年在前蘇格蘭地方議
會議員謝里登的審判中向法庭提供了偽證。他已被帶往蘇格
蘭城市格拉斯哥，將在那裡接受訊問。

現年44歲的庫爾森2007年起擔任卡梅倫的發言人，之
前他任職梅鐸旗下《世界新聞報》的總編輯。竊聽醜聞爆出
之後，庫爾森亦於去年1月辭去首相發言人的職務。2011年
7月，庫爾森因涉嫌參與竊聽行動而遭到警方逮捕，後獲得
保釋。

■加人腳郵包疑兇為AV男優
【本報訊】據法新社消息：加拿大執政黨渥太華總部日

前收到恐怖的人腳郵包，其疑兇可能是1名A片男演員，而
遭分屍的男子屍塊被分裝在不同的袋子中。

蒙特利爾警方表示，他們目前正在追查29歲男子盧克
．麥格諾達下落。疑犯原本來自多倫多，警方懷疑他與分屍
案有關。

警方星期二在蒙特利爾1棟公寓的垃圾堆中，發現1個
手提箱，內裝有1名遭分屍男子的屍塊。屍體的1隻腳被郵
寄至保守黨渥太華總部；1隻手被寄到自由黨渥太華總部，
但還未投遞。在發現手提箱的現場，警方還找到屍體的另1
隻手腳。

據稱，1名網上曝光率很高、同名同姓的A片演員，曾
在網上播放虐貓及殺貓的影片。警方相信，分屍案兇手與死
者相識。

希拉里正開始對歐洲作為期9天的訪問。她在丹麥
哥本哈根會見大學生時表示： 「俄羅斯政府對我說，不
希望敘利亞內戰。而我對他們說，他們的政策正在促使
內戰的發展。」

希拉里稱，俄羅斯和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都阻止通
過聯合國採取結束敘利亞流血行動的決議，但阻力主要
來自俄羅斯。

俄外交部發言人亞歷山大．盧卡舍維奇表示，俄羅
斯對敘利亞問題立場不便，盡一切可能降低敘利亞衝突
各方之間的溫度，不僅與敘利亞政府保持緊密聯繫，還
與各個反對派小組保持密切聯繫。他曾多次指出，俄羅
斯政府的立場完全符合聯合國安理會批准的安南計劃的
邏輯。

敘或爆 「大災難式內戰」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再次促請敘利亞執行停火。潘

基文周四表示，經歷了胡拉大屠殺之後，敘利亞現有出
現 「大災難式內戰」的風險。他說， 「聯合國進駐敘利
亞，不是為了睜眼看着無辜者被殺。我們在那裡不是為
了扮演一個消極觀察家角色，對無法形容的暴行袖手旁
觀。」

敘利亞反對派武裝組織也向當局發出最後通牒。
「敘利亞自由軍」上將卡西姆．薩阿德丁表示，如果敘

利亞政權 「不在星期五中午最後限期前實施安南和平計
劃，本司令部將不再受執行安南計劃的承諾的約束。我
們的責任將是保護平民」。

但是，流亡土耳其的 「敘利亞自由軍」指揮官里亞
德．阿薩德周四接受半島電視台訪問時呼籲安南正式宣
布其7周停火計劃失敗，允許反對派恢復攻擊政府軍。
同時，他否定了要求阿薩德在 48 小時內遵守協議的說
法，稱不存在最後期限，強調反對派一直遵守協議。不
過，薩阿德丁稱，只有處在敘利亞內部的反對派武裝分
子，才有資格就敘利亞停火問題發言。

「敘利亞自由軍」繼續控制很多城鎮的重要部分，
以及某些地區的大部分農村。

麥凱恩促武裝反對派
兩名美國參議員星期四說，美國必須擔當更強大的

國際領導重任，阻止敘利亞的暴力。
共和黨參議員麥凱恩與獨立參議員喬．利伯曼訪問

吉隆坡時表示，上周敘利亞的大屠殺證明 「現在是採取
行動的時候了；現時是向敘利亞反對派提供武器自衛的
時候了」。

他說： 「同樣令人難堪的是，美國竟然拒絕擔當領
導角色，向敘利亞人民提供援助。」

利伯曼說，他相信可能需要動用 「美國和盟友火力
」來打擊巴沙爾總統的軍隊，就像去年動用同樣的火力
來推翻利比亞強人卡扎菲那樣。

【本報訊】據美聯社、中新社西
雅圖 5 月 31 日消息：美國西雅圖一名
男子星期三持槍在一家咖啡店打死 4
人，並在一宗劫車案中打死另一人，
然後被進行全市追捕的警員發現行蹤
，最終吞槍自盡。

兇手被描述為年齡在 30-40 歲之
間的白人，身高約1.9米，淺棕色鬈髮
，留鬍子，穿淺色格子襯衫和黑色長
褲。他於當天上午11 時左右在羅斯福
路 5800 號街區的賽車咖啡館內開槍，
造成2名男子當場死亡，3人受傷，送
院後1名女子因傷勢過重死亡。

約半小時後，該男子又在市中心
第 8 街和塞內卡街交界的停車場內與
一名女子爭吵並向其開槍，後駕駛一
輛黑色奔馳多功能運動車逃逸。這名
女子當場死亡。

這輛車子後出現在城市西區，警
方出動防暴警察、警犬和巡邏隊伍在
該區搜索，並關閉附近的4間學校。

警方周四晚上表示，他們相信這

兩宗襲擊案都是同一人所為。槍手把
該輛休旅車開往西雅圖西部，並將它
棄置，留下一枝槍在車內。警方發現
這輛車之後，多名軍裝及便衣警員湧
往該區。疑犯最終在警員發現他行蹤
並走到他面前之時，向頭部開槍自
盡。

警方隨後公布兩張在案發咖啡店
內由保安攝影機拍攝的照片。一張照
片顯示一名男子走進該咖啡店，附近
有一名女子在看書。另一張照片顯示
有櫈子翻倒了，該名男子站着，似乎
拿着一支手槍。兩名男子當場死亡，
一名女子則在醫院死亡。另一名在咖
啡店槍擊案中受傷的男子，經搶救之
後情況危殆但穩定，並且繼續留院。
他的父親表示，他的顎部和腋下中槍
，但預期可以活下來。

西雅圖上周也發生了幾起槍擊事
件。一名43 歲的男子在中區被冷槍擊
中，有人半夜向西區的 4 間房屋連續
發射了60多發子彈。而5月30日發生

的最新案件導致 5 人死亡，令西雅圖
今年至今死於他殺的人增至21 人，已
是去年全年的總和。衝擊西雅圖市的

最新連串致命槍械暴力事件，已令該
市的領導人擔憂，觸發警方考慮加強
在有重大犯罪行為地區的巡邏工作。

西雅圖槍手殺5人後自盡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路透社5月31日
消息：敘利亞活動人士表示，敘利亞軍隊現時
正在炮轟霍姆斯附近的胡拉鎮，造成至少一人
死亡。

來自英國的 「敘利亞人權觀測站」和地方
協調委員會等活動組織說，5月31日炮轟胡拉
地區的行動，主要由重型機槍進行。這兩個組

織都表示，一名青年在胡拉被狙擊手的槍炮殺
害。

胡拉上周的大屠殺事件，造成 108 人死亡
，當中不少是婦孺。大屠殺的生還者指責，至
少有一些殘殺行為是親政府槍手做的。活動人
士表示，由於 「害怕有新的大屠殺」出現，胡
拉居民周四開始逃到臨近的村鎮。

敘利亞政府否認其軍隊是這些殺戮事件的
幕後黑手，並指那是 「武裝恐怖分子」所為。

上周的大屠殺發生後，美國、多個西方國
家及亞洲國家都驅逐敘利亞的外交人員，以示
抗議。

敘釋放500抗議人士
敘利亞國家電視台周四報道，當局釋放了

500 名參與示威抗議活動而被捕的人士，聯合
國特使安南兩天前與敘利亞總統巴沙爾會面時
提出釋放關押人員的要求。

敘利亞國家電視台報道， 「500 名參與敘
利亞所發生之事、但沒有參與流血事件的人士
，已被釋放。」

▲印度北方邦5月31日下午發生客運列車出軌事故，已
造成5人死亡，50人受傷 法新社

敘政府軍繼續炮轟胡拉

▲5月30日西雅圖槍擊事件發生之後，當地警方前往案發地點附近的一所房
屋 美聯社

◀▲奧巴馬親自拍板每次無人機攻擊，上圖為美國
實施空襲時經常使用的無人機 資料圖片

◀ 5月 29日敘利亞北部伊德
利巴省舉行示威活動時，一個
敘利亞女孩坐到了聯合國觀察
員的車上 美聯社

奧巴馬親掌奧巴馬親掌 無人機攻擊無人機攻擊

▶希拉里5月31日到訪丹麥展開訪問，在大學發表演講時稱俄羅斯
要為敘利亞爆發內戰負責 路透社

▲5月31日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發生反政府
抗議活動，當局點燃輪胎封鎖街道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