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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法新社、中通社 11 日消
息：法國國民議會選舉第一輪投票 10 日晚全
部結束，初步結果顯示，現任總統奧朗德領導
的社會黨和整個左派陣營取得領先地位。

根據法國內政部當天夜裡公布的最終點票
結果，社會黨和左派陣營囊括 46.77%的選票
；而人民運動聯盟和右翼陣營只獲得 34.07%
的選票。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獲得13.6%選票
。法國選民的投票熱情顯得有些衰退，當日的
投票率只有57%，創下首輪投票的低點。

民意調查表示，首輪選舉結果說明社會黨
將在最終選舉中獲得283至329個席位，應該
能夠取得議會佔多數所需要的289個席位。

法國國民議會是法國立法機構，議會絕對
多數將負責組閣。國民議會共有577個議席，
議員任期5年，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候選人
在第一輪投票中獲得半數以上選票即可當選，
否則舉行第二輪投票。第二輪投票將於6月17
日舉行。

分析人士指出，議會選舉結果如何將直接
影響到新選總統奧朗德是否能夠有效地推動改
革計劃。分析認為，目前法國參院已經被社會
黨控制，如果國民議會也被左翼控制，總統和
議會上下兩院將全部 「傾左」，將給予奧朗德
政府以前所未有的決策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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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著名華商林紹良逝世

■基金會財困 諾獎獎金下調

■林俊家屬促引渡碎屍惡魔

據緬甸官方消息，緬甸西部若開邦孟都地區和布帝
洞地區8日發生騷亂，若開少數族裔佛教徒與自稱為 「羅
興亞」組織的穆斯林少數族裔，星期五在若開邦發生暴
力衝突，衝突在星期六擴散至若開邦首府實兌。事件中
共造成至少 8 人死亡，23 人受傷，500 多間房屋被燒，1
間清真寺和19家商店遭破壞。隨後政府在若開邦一些地
區實行宵禁，以控制當地騷亂局勢。

殺人案激化民族宗教對立
緬甸總統吳登盛 10 日晚上宣布若開邦進入緊急狀態

，以應對當地的動盪局面。吳登盛發表全國講話時說，
「因宗教和國籍而出現的仇恨和報復」在若開邦所引發

的暴力襲擊，有可能蔓延至緬甸其他地區。他說，目前
的動盪局面有可能損害國家的穩定、發展和進行的民主
改革。

此次騷亂發生的直接原因，估計是跟近日發生的兩
起殺人案激化了不同民族和宗教之間的對立有關。

據稱在5月，當地一名佛教女子遭三名穆斯林男子的
強姦和謀殺，此事引起了佛教徒的不滿。6 月 3 日，約
300名憤怒的佛教徒誤以為強姦案肇事者在一輛公交車上
從而攻擊該車，造成車上10名穆斯林乘客被毆致死。當
局已於6日成立調查委員會調查這兩起事件。

若開邦主要民族是信奉佛教的若開族和緬族，另外
還有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長期以來，當地的佛教徒
和穆斯林之間就存在一些矛盾和猜疑。

若開邦全區已從 10 日下午開始實行宵禁。根據宵禁
令，當地時間晚6時至早6時實行宵禁，白天禁止5人以
上在公共場合集會。目前，緬甸政府已經在若開當地設
立了三個安置點，以幫助那些在騷亂中無家可歸的人。

周一，首府實兌基本恢復平靜，大街上有士兵巡邏
。商店、學校和銀行都關閉，包括主要市場。實兌警方
找到四具屍體，包括一具在河內找到的若開婦女。另三
具屍體則暫時不清楚身份。警方也疏散處在若開人聚居
地的兩個穆斯林家庭，以策安全。

大使館：中國公民避免前往
與緬甸接壤的孟加拉國，已加強邊境和有數以萬計

羅興亞人棲身的難民營的保安。孟加拉邊境保安部隊的
一名軍官11日表示，已經阻止了8艘共載有300多名來自
若開邦實兌市穆斯林的船隻入境，其中大多是婦女和兒
童，看起來非常焦慮。

聯合國在仰光地區負責人居和人道主義事務的協調
員尼加姆說，聯合國亦開始從若開邦孟都地區的一個基
地，撤走44名工作人員及其家屬，臨時遷移理由是 「因
保安欠佳和騷動使然」。

中國駐緬甸大使館 11 日在使館網站上緊急提醒中國
公民密切關注緬甸若開邦局勢，暫勿前往若開邦。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法新社和新華社
10日消息：緬甸西部若開邦孟都地區和布帝洞
地區近日發生騷亂，造成至少10人死亡，數
百多間房屋遭破壞，當局隨後對部分地區實行
宵禁。總統吳登盛10日宣布，即日起在若開
邦實行緊急狀態。由於局勢不穩，聯合國工作
人員將在這兩天之內陸續撤走，中國駐緬甸大
使館也呼籲中國公民暫時不要前往若開邦。香
港特區政府也對緬甸發出黃色外遊警示。

【本報訊】綜合路透社、美聯社 11 日消息：美
國商務部長布賴森涉嫌於9日在南加州地區發生的兩
宗撞車事件之後逃逸，目前接受調查。

美國商務部在 11 日表示： 「布賴森部長涉及周
末一宗交通意外。他被送院檢驗，經已出院。他沒有
受傷。調查正在進行中。」

聖加布里埃爾警察部門 11 日早上發表聲明稱，
初步調查顯示，68 歲的布賴森懷疑涉及的第一宗車
禍在 9 日下午 5 時 05 分發生。當時布賴森獨自駕駛
一輛凌志牌私家車，行駛在聖加布里埃爾一條大街
上，其後突然撞向一輛正在等候火車經過的別克牌
汽車的尾部。離開現場時，其座駕再次與該輛車發
生碰撞。

據稱，他與該輛汽車裡的人說了幾句話，然後又

在離去時再次撞他們的汽車。該汽車裡的人一邊追蹤
他，一邊報警。

同時，洛杉磯縣治安官部門也發表聲明說，布
賴森懷疑涉及 5 分鐘之後、在附近的羅斯米德發生
的第 2 宗車禍。據說布賴森當時撞向一輛本田雅閣
汽車。

警方說，第2宗車禍發生後，布賴森被發現一個
人坐在司機位上，但神智不清。醫療輔助人員在車禍
現場治理他，然後因傷而被送往當地一家醫院，但沒
有生命危險。其他車輛的乘客沒有嚴重受傷。

疑因病發導致車禍
警方說，到目前為止， 「沒有跡象顯示酒精或藥

物在這些車禍中扮演角色」。他們又說，布賴森和其

他人在調查中表現合作。
暫時沒有證據表明布賴森受酒精或藥物影響。有

消息稱，布賴森是因為病發而發生意外。聖加布里埃
爾警察局發言人杜蘭說，當局不知道布賴森之前是否
有什麼病。

在首次撞車中的兩個人，在訴說痛苦之後，接受
醫療人員治療。在第二次撞車中的夫婦，亦訴說痛苦
，但拒絕接受治療。兩輛汽車是輕微受損。

去年十月份，奧巴馬委任布賴森出掌商務部。布
賴森在奧巴馬總統經濟班子裡扮演重要角色，他一直
致力於創造職位。

布賴森曾擔任愛迪生國際公司總裁，該控股公
司是南加州愛迪生公司的母公司。布賴森還是多家
大公司的董事，包括波音公司和迪士尼公司。

美商務部長涉交通肇事逃逸

緬甸西部若開邦日前
出現騷亂事件，令該國的
民族宗教對立問題再次引
起全世界的關注。這場暴

力的本質原因，還是源自該地區長期以來的少數族
裔緊張情況。

若開主要民族是信奉佛教的若開族和緬族，另
外還有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斯林。儘管穆斯林只佔緬
甸全國人口的4%，但若開邦的穆斯林就佔了全國的
近一半，約有 60 萬人。1938 年和 1961 年時，就曾
發生過佛教徒與穆斯林之間的留血衝突。

受歷史原因影響，當地自稱為 「羅興亞」穆斯
林一直被當局視為來自孟加拉國的非法移民，並未
獲正式承認為緬甸少數民族。雖然他們有些是最近
的移居者，但是大多數人已在緬甸居住了世世代代
，已有數百年歷史。政府的立場事實上導致 「羅興

亞」人沒有國家，屬無國籍人士，被聯合國形容為
全世界受到最多迫害的少數族裔之一，號稱 「世界
孤兒」。

據權益團體稱，他們長期受到歧視。在過去三
十年間，不斷有羅興亞人逃亡到鄰近的孟加拉國、
馬來西亞、巴基斯坦和泰國。但他們所逃亡的國家
，包括沙特阿拉伯和馬來西亞等穆斯林國家，都只
是把他們當成廉價勞工的來源，讓他們做最骯髒及
最危險的工作。

雖然上述日前的民族宗教對立問題基本上是地
方問題。但如果內亂情況升級，對於現在西方放鬆
制裁以努力發展經濟的緬甸而言，無疑是極大的打
擊。

由於緬甸政府視羅興亞人為外國人，很多緬甸
公民對其懷有敵意，稱他們是 「孟加拉人」。

法新社、美聯社

羅興亞人長期受歧視

【本報訊】據法新社及美聯社開羅
11 日消息：埃及監獄醫院一名消息人
士對法新社說，因參與殺害示威者而被
判終身監禁的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其
心臟 11 日曾經兩度停頓，醫務人員需
施用心臟去顫器進行治療。

消息人士說，在托拉監獄服刑的穆
巴拉克的 「心臟兩度停頓。醫生需要用
去顫器。他曾經失去及恢復意識，而且
一直拒絕進食」。

較早時，內政部一名消息人士表示
，穆巴拉克情況 「危殆但穩定」。官員
則正考慮是否將他移送到開羅一家醫院
去。

現年 84 歲的穆巴拉克本月 2 日在
開羅刑事法庭受審並被判終身監禁以來
，情緒異常激動，並拒絕進食，導致身
心狀況急劇惡化。埃及媒體報稱，連日
來穆巴拉克血壓一直非常高，長時間使
用呼吸機，時而昏迷、時而蘇醒，隨時
可能突發腦中風甚至停止呼吸。

穆巴拉克的兩名兒子賈邁勒和阿拉
都已獲准陪伴父親。這對兄弟因面對內
幕交易罪名而在托拉監獄候審。

國營傳媒報道，在穆巴拉克被傳已
經在監獄去世之後，穆巴拉克的妻子蘇
珊和他的兩名媳婦 10 日都獲特別批准
探望他。

當局未有明言會否應要求移送穆巴
拉克，僅稱他將 「受到和其他犯人一樣
的對待」。

一名保安官員說： 「鑑於解放廣場
可能有示威，（總統）選舉又快將舉行
，現在移送他會很敏感。」

穆巴拉克的律師迪卜表明，如果穆
巴拉克因缺乏適當的醫療照顧而死在獄
中， 「內政部和國家檢察官都要負責」
。迪卜對獨立報章《埃及今日報》說：
「他的情況不穩定……他需要每天 24

小時都接受觀察。」

政府否認準備「後事」
由於穆巴拉克連日來情緒和身體狀

況急劇惡化，埃媒體報稱其 「病情危急
」， 「隨時可能停止呼吸」，並稱埃及
安全機構正緊急與武裝部隊協商 「後事
」，以免引發新動盪。

埃及《日出報》9日援引消息人士

話稱，埃及安全機構正緊急與掌權的武
裝部隊協商穆巴拉克的葬禮，以防他的
死引起新的動盪。報道還稱，在是否為
已被剝奪軍方勳章和榮譽的穆巴拉克舉
行 「軍人葬禮」的問題上，埃官方高層
出現了分歧。

但埃及官方隨後通過官方媒體《金

字塔報》否認 「正在為穆巴拉克準備
後事」。不過接受採訪的官員承認，
穆巴拉克的身體狀況 「非常糟糕」，
情緒 「沮喪」。該官員還稱，未來 48
小時內有可能將穆巴拉克從托拉監獄
轉移至軍方醫院，以便他接受外國醫
生的診療。

▲美國商務部長布賴森9日在南加州
地區涉嫌兩起交通逃逸事故 路透社

▲法國總統奧朗德10日在圖勒市為國民議會第一輪
進行投票，離開票站時手持所領導黨派社會黨的會
標玫瑰花 美聯社

◀逃難的羅興亞穆斯林 11
日嘗試乘船進入孟加拉國境
，但遭孟國邊境守衛人員拒
絕 法新社

▲11日，一名僧人站在緬
甸西若開邦首府實兌一所房
屋前，當地因爆發暴亂事
件而滿目瘡痍 美聯社

▲埃及前總理穆巴拉克在獄中身體狀況每況愈下，11日心臟兩度停頓
美聯社

【本報訊】據新加坡《聯合早報》11 日報道：曾
是印尼首富的華裔富商林紹良昨天下午在新加坡辭世，
享年96歲。

據報道，林紹良是在 10 日下午 3 時 50 分因病於萊
佛士醫院過世，有報道引述印尼企業協會總會長林勉坤
的話說，過去一年來，林紹良已臥病在床。

林紹良 1916 年出生在福建省福清縣海口鎮牛宅村
一個農民家庭，1938年移居印尼中爪哇。

林紹良早年靠丁香起家，是名副其實的 「丁香大王
」，後來經營亞太區最大的麵粉廠，他也開設水泥廠並
涉足地產和金融，擁有 「水泥大王」、 「地產大王」、
「亞洲的洛克菲勒」等稱號，在東南亞一帶被稱為華人

首富、世界第六富豪。2001 年公司進軍中國時，他還
親自到北京考察。林紹良近年來已處半退休狀態，定居
新加坡，其家族事業由兒子主理。

【本報訊】據中新社 10 日消息：在加拿大遭殺害
分屍的中國留學生林俊家屬，在當地時間 10 日發表公
開信向各界表示感謝，並呼籲盡早將兇手引渡回加拿大
，伸張正義。

林俊家屬在公開信表示， 「自林俊在蒙特利爾不幸
遇害的消息傳來，面對這難以想像的致命打擊，我們的
身心都瀕於崩潰的邊緣。幸運的是，我們得到了中加兩
國各級政府、有關使領館以及蒙特利爾警方、康科迪亞
大學等方面大力支持，讓我們在最快時間辦好相關手續
，於6月5日晚順利抵達蒙特利爾。」

此外，信中表示，林俊是個極其善良、孝順的孩子
，是整個家族的驕傲； 「這個令人髮指的慘案給我們家
庭帶來毀滅性的打擊」，不過，社會的同情和善舉，令
他們在巨痛中深為感動和欣慰。

公開信最後強調， 「我們呼籲把兇手及早引渡回加
拿大，讓正義與公正早日得以伸張，安撫給我們家庭、
華人社區和全社會帶來的創傷。」

【本報訊】據路透社斯德哥爾摩 11 日消息：諾貝
爾基金會11日說，10年來的超支令該基金會的財政緊
絀，如今要把發給諾貝爾獎得主的獎金下調兩成。

該基金會說，用來表揚在科學、文學、和平等領域
傑出貢獻人士的獎金，將下調至800萬瑞典克朗。該基
金會在一篇聲明中指出，過去 10 年，成本超越了來自
這筆資本的利息和投資回報，因此要把獎金由原來的
1000萬克朗下調。

該基金會的行政總裁海肯斯滕說： 「諾貝爾基金會
有責任令獎金長期維持一個高水平。我們認為，在適當
時機採取必要的措施十分重要。」

該基金會說，它亦開始手把行政費用，和每年
12 月在斯德哥爾摩及奧斯陸舉行諾貝爾獎慶祝活動的
相關開支削減。而今年的諾貝爾獎得主將獲得下調後的
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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