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穆爾西宣布勝出埃大選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紐約時報》和俄
新社 18 日消息：兩艘俄羅斯海軍艦隻正完成準
備工作，載着一批海軍陸戰隊員前往敘利亞，執
行保護俄羅斯公民及俄羅斯在當地一個基地的任
務。

國際文傳電訊社援引俄羅斯一名匿名海軍官
員的說法，兩艘兩棲登陸艦 「尼古拉．菲利琴科
夫」號和 「凱撒．庫尼科夫」號，短期內將前往
敘利亞港口塔爾圖斯。但該名官員沒有透露確實
日期。

該名官員說，這些艦隻將載着數目不明的海
軍陸戰隊員，保護在敘利亞的俄羅斯人，如有需
要將從塔爾圖斯撤走一些設備。每艘軍艦能裝載
150名海軍陸戰隊員和12輛坦克。

美國及烏克蘭部分媒體在 17 日曾報道，目

前停靠在烏克蘭塞瓦斯托波爾港的 「尼古拉．菲
利琴科夫」號大型登陸艦，將攜軍事物資與海軍
陸戰隊前往敘利亞。媒體稱消息來自情報部門和
五角大樓。

來自俄新社的報道證實， 「尼古拉．菲利琴
科夫」號登陸艦位於塞瓦斯托波爾港。根據吃水
深度可以看出，該艦船並不載有貨物。據一名軍
官稱， 「尼古拉．菲利琴科夫」號自 2012 年 6
月8日起便停靠在碼頭。

旨在保護在敘俄公民
國際文傳電訊社亦援引俄羅斯空軍一名副總

司令的說法，稱俄羅斯將向該國在敘利亞的公民
，提供必要的保護。

空軍副總司令格拉杜索夫少將說： 「我們必

須保護我國公民。我們不會放棄俄羅斯人，如有
需要將會把他們撤離衝突區。」被問到空軍會否
給海軍中隊提供空中支持時，格拉杜索夫說他們
將會奉命行事。

上月底，有報道指，俄羅斯貨輪 「卡茨曼教
授」號當月 26 日停靠塔爾圖斯港，為敘利亞政
府軍運送武器。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和美國常駐聯
合國代表蘇珊．賴斯隨後抨擊俄方向敘利亞供應
武器。希拉里更直接點名俄羅斯向敘利亞提供攻
擊性直升機。但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則否認
向敘利亞提供武器，俄方執行先前與敘利亞簽訂
的軍售合同，沒有違反國際法。

敘利亞塔爾圖斯港建於 1971 年，為在地中
海執行任務的俄軍艦提供維修和加油服務。這個
基地有大約600名俄羅斯國防部軍人和非軍人編

制的工作人員。
今年1月，由北方艦隊 「庫茲涅佐夫」號航

母率領的俄航母編隊曾抵達塔爾圖斯港補給。由
於敘利亞局勢敏感以及俄敘之間的 「親密關係」
，塔爾圖斯港內外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外界關注。

俄向敘利亞派遣兩艘戰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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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法新社、美聯社和新
華社開羅18日消息：歷時兩天的埃及總統
選舉第二輪投票結束，官方選舉結果將在
周四（21日）公布。穆斯林兄弟會（簡稱
「穆兄會」 ）候選人穆爾西18日宣布獲勝
，但對手、前總理沙菲克卻對穆兄會的說
法表示質疑。而在上周解散議會並宣布將
頒布臨時憲法的軍方，周一則再次承諾，會
在本月底之前把權力完全移交給新總統。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洛杉磯時報》18 日
報道：曾引發 1992 年美國洛杉磯暴動的黑人男子羅
德尼．金被發現陳屍自家的泳池，年僅 47 歲。警方
表示他可能是溺死，初步排除他殺，但確切死因仍
待驗屍結果公布。

洛杉磯警方表示，在當地時間 17 日清晨 5 時 25
分，金的未婚妻凱利報案稱，她發現金沉在位於加
州里奧多家中的游泳池底部。

警方迅速抵達現場，在泳池最底部發現了金，
立即將其拉離泳池。金當時已 「毫無反應」。但是
警員與救護人員的急救徒勞無功，早上 6 時 11 分，
醫院宣告金不治。

鄰居稱聽到嗚咽聲
警隊中隊長狄安達透露，金在凌晨時段一直待

在泳池裡，並與當時處在屋內未婚妻說話。警方發
表的聲明稱，初步調查顯示金是遇溺身亡，現場並

未發現謀殺跡象。法醫將在 48 小時內對金的屍體進
行解剖。調查人員正在等候解剖結果，來確認死因
是否與濫藥和酗酒有關。

金的鄰居稱，約在凌晨3點，聽到隔壁傳來音樂
聲和交談聲，當中某個人顯得情緒激動， 「像是嗚
咽聲，聽起來十分痛苦，疲憊或者沮喪。」聲音持
續了一段時間，隨後歸於平靜。

1991年3月3日，25歲的羅德尼．金在搶劫罪保
釋期間酒後駕駛，被警察截停。他隨後遭四名白人
警察用警棍痛毆 50 多下，過程中還使用電擊槍。這
一過程被人用攝影機拍下，並將複製片段遞交到電
視台，成為案件的關鍵證據之一。

但白人警察在 1992 年 4 月 29 日獲判無罪，立即
引爆歷時數天的洛杉磯血腥暴動，造成 50 多人喪生
，財產損失約 10 億美元，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大規模
的種族暴動之一。

後來涉案的其中兩名警員被控違反金的公民權

，罪名成立入獄服刑，陪審團並判決洛杉磯市賠償
被毆時無業的金380萬美元。

今年稍早時候，金出版回憶錄《心中的暴動：
反抗到救贖的心路歷程》，以紀念事件屆滿 20 周年
。他表示，種族歧視問題仍然是一個挑戰。

埃及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17日結束，官方
結果留待21日公布。在穆巴拉克下台之後，這
個曾經的阿拉伯世界核心大國將第一次選出一
位新總統。然而，這場本來被視為中東走向民
主進程中的重頭戲，卻突然由於軍方在選前的
「變相政變」而被模糊焦點，外界感嘆本次選

舉只剩下一個詞──混亂。
各種傳聞和小道消息也讓選舉氣氛變得有

些詭異。在大街小巷流傳着選民被騙使用 「墨
跡從紙上消失」的鋼筆的傳聞。這樣的消息加
深了埃及人的憂慮，人們擔心在革命之後，穆
巴拉克統治時期所玩弄的骯髒把戲，仍舊在起
作用，或者說擁有更大權力的人在操縱選舉系
統。

西方媒體對此的評論也不樂觀。英國《蘇
格蘭人報》稱，埃及人歷史上第一次對總統進
行自由選舉，但是對很多人而言，他們只是在
「兩害取其輕」。英國《每日電訊報》17日報

道，諾貝爾獎得主、國際原子能機構前負責人

巴拉迪警告說，埃及正經歷比穆巴拉克時代更
糟糕的境遇，這場憲法議會呈 「真空」的大選
，很有可能產生一個 「新皇帝」。德國《焦點
》周刊則說，大選展示埃及的分裂，這個國家
集合了太多宗教主義和獨裁殘餘，許多埃及人
只能選擇逃避痛苦。

當地時間21日，最終投票結果將公布，埃
及人民將迎來他們的第五位總統。無論是誰最
終勝出，在動盪中誕生的埃及新政權必將給整
個地區的政治生態帶來重要影響，因為埃及過
去、現在和將來都是中東地區的一個大國。埃
及正處在動亂後的艱難恢復期。動亂對埃及的
經濟、社會造成嚴重破壞，旅遊業和外來投資
遭受巨大打擊。對於新總統來說，能夠完全掌
控局勢、讓無政府狀態和緊張局勢不再重演仍
然需要很大努力。民眾所期待的是埃及的復興
，而埃及復興的基礎是社會穩定、經濟發展。

（新華社、環球網）

在 17 日的大選第二輪選舉最後一個投票日結束
後，計票工作隨即展開。根據日程，最高總統選舉委
員會將於 21 日公布最終結果。穆兄會在當地時間 18
日凌晨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旗下候選人、自由與正
義黨主席穆爾西在第二輪選舉中獲勝。

沙菲克指穆兄會騎劫結果
根據穆兄會最新公布的點票結果，已經點算的

1.3 萬個票站、超過 99%的選票顯示，穆爾西獲得
1320萬選民支持，得票率為51.8%，而沙菲克的得票
率為48.1%。

穆爾西在穆兄會總部發布勝利演說時表示： 「感
謝神領導埃及人民邁向自由與民主之路，團結埃及民
眾，走向更好的未來。」

他同時竭力安撫大部分害怕強行執行伊斯蘭法規
的埃及民眾情緒，說自己要為 「埃及平民化的、民族
的、民主的、符合憲法的現代國家，尋求穩定、愛以
及手足之情」，沒有涉及任何有關伊斯蘭法規的內容。

穆爾西承諾要為所有民眾服務，並誓言要為去年
在推翻前總統穆巴拉克起義中喪生的民眾討回公道。

但是，沙菲克陣營則對穆爾西獲勝的說法表示質
疑。其競選團隊成員巴拉克說： 「這種莫名其妙的行
為等於劫持選舉結果。」他同時表示，沙菲克的得票
高穆爾西 5%，並批評穆兄會不待官方公布就自行宣
布的做法，有違選舉規章。

穆兄會表示，結果是根據該組織收集到的、每個
獨立票站的選舉人員的說法來計算的。雙方陣營都有
代表進駐票站等候結果並進行統計。在上月舉行的第
一輪投票中，穆兄會也是採取此法宣布初步結果。

如果官方最終結果確認穆爾西獲勝，他將成為埃
及首位伊斯蘭領導人。

軍方突回收立法權
就在星期日晚投票結束之後不久，執政的軍方突

然發布補充憲法聲明，宣布新議會產生之前，由軍事
委員會行使立法權和預算權，同時將新總統的宣誓地
點由議會改到最高法院。

根據該聲明，軍方將任命由100人組成的委員會
起草新憲法。同時，新的議會選舉必須在憲法通過之
後才能舉行。

根據埃及國家電視台報道，軍事委員會高級委員
穆罕默德．阿爾─阿沙爾將軍在 18 日重申，軍方會
通過 「盛大儀式」移交權力，但沒有明確提及日期或
者穆爾西的名字。

他說，新總統將有權指定或者解散政府，軍方沒
有意願搶走總統的權力。

在上周四，埃及最高法院突然宣布議會選舉違憲
，下令解散議會。軍方在上周五關閉議會大樓，並禁
止議員入內。有關舉動被認為是軍方發動 「柔性政變
」。

一片混亂的埃及大選

法全面向「左」 總統舊愛落敗
【本報訊】據中新社巴黎18日消息：法國國民議會選

舉第二輪投票17日結束，當晚投票結束後初步結果顯示，
法國總統奧朗德所屬的社會黨贏得國民議會絕對多數席位，
執政黨全面掌握對行政和立法的控制權將保證奧朗德及社會
黨政府在今後5年內施政不受掣肘。

社會黨及其左派激進黨、公民與共和運動黨等盟黨將在
國民議會佔據 310 到 322 個席位，已超過 289 席的半數門檻
。這是社會黨自 1981 年以來首次成為議會中的多數派。包
括總理埃羅在內的25名參選的內閣成員全部當選，左翼總
體得票率過半也創下1981年以來的新高。

本次選舉中還出現戲劇性一幕，奧朗德的前女友、2007
年社會黨總統候選人羅亞爾敗給同黨競爭對手法洛尼，令其
成為國民議會議長的政治目標落空。奧朗德的現任女友特里
爾韋勒選前曾通過推特力挺法洛尼，在社會黨內掀起一場政
治風波，法國輿論普遍認為「第一女友」此舉「醋意」濃厚。

此次國民議會選舉的投票率再創新低，高達44%的選民
沒有參加投票。

■紐約七槍案 三死七傷

■日越聯手開採稀土

【本報訊】據加拿大電視台18日報道，涉嫌殺害中國
留學生林俊的馬尼奧塔乘搭軍機，由德國引渡返國。

馬尼奧塔是4日在柏林一家網吧落網。他早前表示放棄
反對引渡回加拿大的司法步驟。

這宗兇殺案上月29日曝光。先是加拿大警方在蒙特利
爾一座公寓附近發現裝有人體軀幹的手提箱，其後加拿大保
守黨總部收到一個裝有人體殘肢的郵包，隨後警方又在郵局
發現另一個寄往自由黨總部的裝有人體殘肢的包裹。

警方確認受害人是在蒙特利爾協和大學留學的中國留學
生林俊，並快速鎖定犯罪嫌疑人馬尼奧塔。馬尼奧塔殺人後
不久從蒙特利爾乘飛機逃往法國巴黎，隨後乘大巴前往柏林。

【本報訊】據日本新聞網18日消息：日本經濟產業省
資源能源廳的一份精密分析報告指出，在新潟縣近海發現了
一個大油田，明年4月開始試掘。

油田在地下2700米的地層中，油田面積約有135平方公
里，其規模可以與海外特大油田相匹敵。

日本資源能源廳在2003年，在新潟縣佐渡島西南30公
里處進行了勘探。在水深 1000 米處的海底，試掘出少量的
石油和天然氣。

2008 年，再次採用 3 次元物理探查船，在 2700 米的地
層中，發現了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

今日的消息說，日本政府已經決定對這個海上油田進行
商業開發，計劃在明年4月開始進行試掘，用3年的時間調
查清楚這一油田的石油與天然氣的埋藏量。

【本報訊】據英國廣播電視台18日消息：越南宣布在首都
河內的丹鳳縣成立越南第一家稀土研究與技術轉讓中心。

據越南新聞社報道，該中心將負責培訓越南工人如何從
稀土礦沙中提煉稀土。

這個稀土研究與技術轉讓中心是越南和日本兩國經協商
同意後成立的。去年10月越南總理阮晉勇和日本首相野田
佳彥簽署了該協議。

根據該框架協議，兩國將通過合作的方式推動稀土工業
，例如日本將為越南提供諸如稀土選擇、加工等方面的培訓
和技術轉讓。日本還將為越南資助研究和發展用的設備，越
南將負責建設方面的費用。該中心將把在越南生產的稀土用
船運到日本。

【本報記者黃曉敏紐約十七日電】美國紐約從十六日晚
十點到十七日凌晨四點多，在不到七個小時之間裡，就發生
了七起槍擊事件，造成三人死亡，七人受傷，令紐約社會治
安堪憂問題又再成為社會焦點。

據當地媒體報道，七起槍擊事件發生在布朗士區、皇后
區和布魯克林區。16 日晚，在紐約布魯克林區布朗斯維爾
一帶，一名二十五歲男子身上多處中槍。一名43歲男子約
翰遜在布朗士的拉克尼亞小區頭部中槍，當場死亡。幾分鐘
之後，布朗斯維爾又有兩名男子腿部中彈受傷，也被送往布
魯克戴爾大學醫院治療。

17 日凌晨 3 點 10 分，布朗斯維爾再次出現槍擊案，一
個聚會遭到一輛路過的汽車上人員的掃射，三人受傷。在布
魯克林區迪卡爾布大道，有一名男子手腕中彈，送往醫院治
療之後，沒有生命危險。隨後一名20歲男子在布魯克林區
的友聯街中彈受傷。凌晨四點，皇后區牙買加的雷明頓俱樂
部外面爆發槍戰，一名三十六歲男子中彈後不治。

■肢解華生狂魔引渡返加

洛城暴動主角泳池溺斃

▲停靠在烏克蘭塞瓦斯托波爾港的俄羅斯
「尼古拉．菲利琴科夫」 號登陸艦 俄新社

▲穆兄會的支持者
18 日在開羅解放
廣場慶祝

路透社

▲

穆兄會候選人穆
爾西（中）18日在
競選總部發表獲勝
演講 美聯社

▲法國總統奧朗德前女友羅亞爾（左）在議會選舉中意
外輸給對手法洛尼 法新社

▲曾引發1992年洛城暴動的羅德尼．金（中）
被發現在家中泳池遇溺身亡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