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敘軍拿兒童做人盾
聯合國年度報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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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美聯社聯合國12日消息：聯
合國在11日發表的一份報告中，首次把敘利亞
政府及其盟友 「沙比哈」 民兵列入一份在武裝衝
突中招募兒童、殺害兒童或性侵犯兒童的政府和
武裝組織名單中，並指控敘利亞政府軍將兒童當
做 「人肉盾牌」 以抵禦攻擊。

【本報記者倪巍晨上海十二日電】全球人力資源諮
詢及相關服務機構美世（Mercer）今發布的 「全球生活
成本調查」稱，對於居住在他國的外國居民來說，日本
東京是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則
是全球生活成本最低的城市。此外，中國香港在排名中
位居第九，至於中國內地範圍內，上海和北京在榜單上
的排名亦較去年攀升了5位和3位，分別排名第十六名和
第十七名。

參與調研的美世資深顧問梅特拉爾表示，對於外國
居民來說，東京是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它將去年
的榜首安哥拉的羅安達推至今年的第二位，此外，日本
大阪今年在全球榜上排名第三，而莫斯科和日內瓦則分
別在榜單上位居第四和第五位。她續稱，今年墊底的卡
拉奇是全球生活成本最低的城市，其現時生活成本尚不
足東京的三分之一。

香港排名第九位
在談到中國城市的生活成本問題時，梅特拉爾說，

中國範圍內生活成本壓力最大的兩大城市是香港及上海
，它們在全球榜上分別列第九和第十六位。中國首都北
京的生活成本也較去年有所上升，在全球榜上居十七名
， 「上海、北京的生活成本今年首次超越韓國的首爾，
今年首爾的物價較去年下降了 3 個位置，在全球榜中位
居二十二名」。

美世大中華區負責人張世東指出，儘管物價已進入
回落通道，但中國內地商品價格的上漲，及人民幣的升
值，推高了內地城市在全球生活成本方面的排名，另一
方面，內地民眾對住房的持續高需求，也在無形中導致
了內地主要城市房租的適度上漲。

■石原揚言派船勘查釣島

簡訊

【本報訊】據日本新聞網12日報道，東京街頭突然出
現手持武器身穿迷彩服的自衛隊員，讓東京市民嚇得不輕。
板橋區100多名市民在自衛隊經過的地方舉行抗議集會，高
呼 「我們的城市不是訓練場」的口號。據悉，自衛隊員身穿
迷彩服手持武器出現在東京街頭，是42年以來的第一次。

參加訓練的是自衛隊精銳隊員組成的強行軍訓練部隊，
共有20人。12日上午搭乘戰鬥直升機從富士山腳下的富士
訓練基地出發，空降到東京都板橋區的荒川河岸邊的空地上
，然後從那裡出發，在東京市區裡步行6.8公里抵達練馬區
的陸上自衛隊基地。

據悉，這一支特殊部隊是一支特務部隊，專門從事潛入
敵方基地，破壞重要目標的任務。

板橋區區民預先得到了這支部隊將步行經過板橋區的消
息，因此向東京地方法院提出了要求 「禁止步行」的訴訟，
但是沒有得到法院的支持。100餘名市民聚集在自衛隊員經
過的地方舉行了抗議活動。但是，也有市民對此表示理解。

【本報訊】據中央社東京12日消息：日本媒體報道，
揚言要購買釣魚台島嶼的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12日表示
，近期之內將出動東京都政府的船隻，前往釣魚島勘查。

「日本放送協會」（NHK）、《讀賣新聞》等媒體報
道，石原12日在東京都的議會上表示，有關考慮購買釣魚
島，已與石垣市、沖繩縣合作，將以善用豐富的海洋及大自
然等島嶼特色為考量。近期將出動東京都政府的船隻前往，
進行必要的勘查。

東京都呼籲民眾捐款買釣魚台，至今已收到約11億日
圓（約 1.08 億港元）的捐款。對此，石原表示，這可視為
民眾支持東京都政府的行動，也是對中央政府的 「懦弱態度
」表達憤怒與不信。

報道指出，釣魚島有5座島嶼，石原考慮由東京都政府
向土地持有人買下其中的4座島嶼。若要估算島嶼價格，必
須實地勘查。東京都政府為了調查小笠原群島、伊豆群島近
海的漁業資源，擁有4艘43至189噸不等的海洋調查船。

■哈佛冷藏庫腦樣本受損
【本報訊】據美聯社11日消息：日前，一家哈佛大學

附屬醫院的冷藏庫失靈，該醫院保管着世界上最多自閉症患
者腦部樣本，此次意外損毀了150個這樣的珍稀樣本，或進
一步打擊自閉症患者捐獻腦組織的積極性，並使自閉症研究
拖慢10年。

哈佛腦組織資源中心主管表示，損失是 「巨大的」，特
別是在科學家們對腦組織樣本需求日益增長的情況下，他們
希望通過研究這些樣本找出自閉症的病因以及潛在的治療方
法。

貝內什醫生說： 「在過去10年中，自閉症項目通過十
分的努力，來讓自閉症群體了解到大腦捐獻的重要性」。但
是現在，許多這些樣本都被毀了。萬幸的是，初步的檢查顯
示，這些樣本中的DNA都沒有受到損傷，還能用作遺傳研
究。但是現在還不清楚這些樣本能否用作所有的神經系統研
究，因為這些樣品中的RNA受到了損傷。

■日自衛隊員現身東京街頭

【本報訊】據法新社莫斯科 12 日消息：俄羅斯
示威領袖遭到警方打壓的翌日，也就是 12 日，數以
萬計示威者高呼 「俄羅斯將會自由」的口號，在莫斯
科遊行，反對普京第三度出任俄羅斯總統。

示威群眾以年輕人為主，而且很多都綁上象徵示
威運動的白絲帶。他們從莫斯科中部的普希金廣場，
走過綠意盎然的大街。普京則在一篇紀念俄羅斯國慶
日的演說中警告，任何動亂都不會受到容忍。

一名活動發起人指遊行人數超過 10 萬人，但市
警方則說只有1.8萬人。然而從高空拍攝的電視片段
顯示，參加人數相信至少是警方所報數字的兩倍。

資深示威領袖涅姆佐夫向着布滿莫斯科廣闊的薩
哈羅夫大街的微笑人群說： 「親愛的朋友，他們怕我
們，但是我們不怕他們。」該大街是6個月之前同類
示威的現場。主要環保分子兼網誌作者奇里科娃在表
示認同的喝采聲中說： 「我們生活在佔領中，我們正

在對抗佔領我們領土的人。」
示威前夕，警方進行打壓，突然前往示威領袖家

中。警方此舉不但受到美國譴責，也令人擔心普京再
度嘗試令過去的改革走回頭路。

這次示威由社交網站驅動，但它幾乎所有的主要
領袖都缺席，因為他們都受到調查人員問話。但調查
人員否認純粹因為要干擾示威而接觸他們。

普京 12 日表示，在他未來的 6 年任期中，不會
讓社會動亂動搖俄羅斯。普京在紀念俄羅斯國慶日全
國假期的電視講話中說： 「我們不能接受任何削弱我
國或分化社會的東西。我們不能容忍能導致社會和經
濟受到震盪的決定和行動。」

分析家認為，俄羅斯處於萌芽狀態的示威行動，
是普京 12 年來先後以總統和總理身份統治俄羅斯的
最大挑戰。普京傾向對示威持否定態度，並已多次指
控美國國務院透過間接出資來煽動示威。

聯合國安理會曾於 2005 年通過一項決議案，採取重要
措施防止戰區兒童成為受害者。該決議案直接針對用兒童充
當戰士的問題，並點名批評招募童兵的政府和武裝組織。
2009 年，安理會同意點名批評那些在衝突中造成兒童被殺
害、致殘或被強姦的政府和組織。在這份 2011 年的名單中
，共有11個國家的52個團體 「上榜」，新增的4個團體，
除了敘利亞政府以及親政府民兵之外，還包括蘇丹及也門的
組織及政黨。

潘基文： 「不可接受」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列舉了32個政府和組織，指它們

是 「長期肇事者」，已上了該名單至少五年。這個數目，比
2010 年年度報告中的數目多一倍。潘基文對受長期侵犯的
兒童數目如此高和不斷增長，表示 「不可接受」。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說，聯合國接到報告，指自 2011
年5月份以來，敘利亞兒童受 「嚴重侵害」。報告援引一名
前敘利亞武裝部隊成員的話說，去年12月，在泰勒凱萊赫
的抗議期間，他的指揮官在示威解散時下令開槍，他看到三
個年約10歲至13歲的女童被殺。一名前情報人員則說，在
去年年底阿勒頗的示威期間，他在一家學校看到五名兒童被
殺。

報告說，敘利亞軍隊和沙比哈民兵去年至少在三個場合
利用小至8歲的兒童。報告引述一名目擊者的話說，在今年
3月9日襲擊伊德利卜省艾恩拉羅茲村時，數十名8歲至13
歲男童和女童被強行從他們家中帶走，充當 「士兵和民兵的
人盾，他們被放置在運載準備去襲擊該村子的軍事人員乘坐
的巴士的窗邊」。

聯合國還搜集了數十名兒童證人的口述，包括在拘留中
心遭酷刑、年僅14歲的兒童，以及前敘利亞軍人的口述，
後者被迫目擊酷刑或實施酷刑。

敘兒童受殘酷虐待
大多數受酷刑的兒童都說曾被毆打、蒙面、處於壓力位

置、遭沉重的電纜線抽打、用香煙頭灼，甚至生殖器遭電擊
。一名證人報告說，看到一名約15歲少年被活活打死。另
一名在被審問期間一再遭電纜線抽打的15歲兒童說，至少
尚有另二十名同齡或年紀更小的兒童被拘留。

負責兒童與武裝衝突事務的聯合國特別代表拉齊卡．庫
馬拉斯瓦米說，雖然 2011 年新爆發的危機在敘利亞和利比
亞等國家造成大量兒童死亡，但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對兒童
和男童的暴力侵犯則停止了。但是，這份 「可恥」名單，還
是太長了。

庫馬拉斯瓦米指出，敘利亞兒童遭受折磨的情況在戰爭
情況下也是少見的。她說： 「我們感到非常震驚。在交戰區
殺害、傷害兒童的事情，我們在許多衝突區見到過，但折磨
被關押的兒童，其中一些僅10歲大，是非常罕見的，我們
在其他地方沒遇到過。」

敘利亞5月25日爆發胡拉鎮慘案，108名死者中據報49
人為孩童，最小只有2、3歲，且都是頭部中槍或頭顱遭鈍
器砸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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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受歡迎旅遊城市 港排第六
【本報訊】據路透社 12 日消息：萬

事達卡公司 11 日公布了 2012 年全球旅遊
城市報告，倫敦、巴黎、曼谷和新加坡蟬
聯首四位。香港排名第6位，與去年相比

下降一個名次。
報告顯示，儘管全球經濟疲弱，但未

對民眾旅遊計劃造成重大影響，2012 年
（到第 2 季）的人數較 2011 年增加 5.7%

，達1億8490萬人，跨國消費成長10.6%
，達2410億美元。

報告中的 「世界旅遊城市指數」預計
，今年搭機至倫敦的人數將達 1690 萬人
，到達巴黎的人數將比之少100萬人。指
數還稱，倫敦將吸引全球最高的國際旅客
花費，數額在211億美元。而倫敦的蟬聯
主要得益於英女王的鑽禧慶典以及即將舉
行的奧林匹克運動會。

根據報告，全球前 20 名最受歡迎的
旅遊城市依序為：倫敦、巴黎、曼谷、新
加坡、伊斯坦布爾（上升 1 名）、香港
（下跌1名）、馬德里、迪拜（上升1名
）、法蘭克福（上升1名）、吉隆坡（上
升1名）、首爾（上升1名）、羅馬（下
跌4名）、紐約、上海（上升1名）、巴
塞羅那（下跌1名）、米蘭、阿姆斯特丹
、維也納、北京、台北。

如果以區域來看，亞太地區不論在國
際旅客人數或消費金額都成長最多。在亞
太地區前 10 個最受國際旅客青睞的城市
依次是曼谷、新加坡、香港、吉隆坡、首
爾、上海、北京、台北、東京、雅加達。

暗夜哭聲懸案落幕
澳洲：野狗叼走女嬰

【本報訊】據路透社12日消息：一起歷時32年的司法
懸案12日終於落下了帷幕。32年前一名嬰兒在澳洲內陸無
故死去，驗屍官最近證實，澳洲野狗是殺死嬰兒的罪魁禍首
。這起案件十分轟動，曾引起全國討論並吸引全球報紙爭相
報道。

這項最新的發現給持續30多年的司法程序畫上了句號
，遇難嬰兒阿扎里亞的父母米凱爾和林迪在真相水落石出之
前被判3年監禁。米凱爾說： 「這真是一場令人害怕的戰鬥
，有時候非常痛苦，但現在我們已經有所恢復，也是時候讓
我們的女兒安息了。」

1980 年 8 月 17 日，阿扎里亞在烏盧魯附近的一個露營
地失蹤，當地有一塊高聳地、令人難忘的巨石，曾被稱作艾
爾斯巨石，是澳洲中部一個主要的旅遊點。此後，人們從來
沒有找到過阿扎里亞的屍體。她的父母一直堅稱，是澳洲野
狗叼走了自己的孩子。林迪說： 「這個事件的落幕，讓我們
都長舒了一口氣，我們也很高興能得知事實的真相。」

這個野狗叼走嬰兒的案件曾被多次改編成劇本，並拍攝
成了荷里活電影《暗夜哭聲》，由奧斯卡影后梅麗．史翠普
扮演林迪一角。

莫斯科數萬人示威反普京

【本報訊】據法新社大馬士革12日消息：
聯合國─阿盟敘利亞問題聯合特使安南11日通
過發言人在日內瓦發表聲明，再次對近期敘利
亞衝突升級表示擔憂。

安南在聲明中特別對近期發生在霍姆斯的
炮擊事件表示憂慮，並對阿勒哈費、拉塔基亞
等衝突地區出現迫擊炮、直升機和坦克等表示
關切。他要求衝突各方採取一切可能措施，保
障民眾安全。他還要求立即允許聯合國監督團
成員進入阿勒哈費地區。

美不支持外國軍事介入
安南 6 月 7 日在第 66 屆聯合國大會就敘局

勢召開的非正式全體會議上表示，敘利亞危機

正在升級，他警告稱，如形勢得不到扭轉，敘
利亞可能陷入 「全面內戰」。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紐蘭11日在國務院例行
新聞發布會上也對有關敘利亞發生最新暴力事
件 「深感憂慮」。但紐蘭同時表示不支持外國
軍事介入，她說： 「基於當前面臨的形勢，由
於我們擔心外國軍事干預在這種形勢下明顯不
會挽救生命、實際上還有可能因各種原因導致
暴力在更大範圍內發生，我們正在採取的舉措
是與聯合國觀察員一道揭露這些事件。」

敘利亞人權觀測站說，全國的暴力事件11
日造成至少106人死亡，包括77名平民和23名
敘利亞士兵。在敘利亞，大家開始對死亡人數
眾多的報告見怪不怪。

安南憂敘衝突升級

◀澳洲遇難
女嬰阿扎里
亞的母親林
迪（右）展示
阿扎里亞的
死亡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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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
日，一名
敘利亞婦
女在帶着
兒子從敘
利亞邊境
偷渡的時
候，兒子
的手被邊
境警衛隊
射傷

美聯社

◀ 5 月 8
日，敘利
亞霍姆斯
附近的卡
利迪亞鎮
被襲擊，
冒出滾滾
濃煙

法新社

▲俄羅斯反對派12日在莫斯科舉行反普京示威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