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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女記者埃及遭性侵

■科州山火 3萬居民撤離

簡訊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28日報道：
正當埃及民眾慶祝新任總統穆爾西當選之際，首
都開羅卻再次發生外國女記者遭到性侵事件。英
國一名年輕女記者在解放廣場採訪總統選舉結果
期間，遭到數百名男子以可怕的性暴力對待。她
後來在網誌憶述事發經過時，仍然難掩恐懼的情
緒。這是去年以來，發生的第四起外國女記者遭
遇性侵犯事件。

【本報訊】據法新社北京28日消
息：勞工團體 「中國勞工觀察」28日
表示，在調查蘋果公司位於中國內地
的數家代工廠後，發現存在嚴重的違
反勞工法情況。

總部位於紐約的 「中國勞工觀察
」透露，經過對內地蘋果代工廠進行
長達 4 個月的調查後，發現這些工廠
違反勞工權益的情況，包括超時加班
、工作環境惡劣等。調查報告是根據
對 620 名工人進行的採訪調查，以及
一個由 6 人組成的團體所收集的一手
資料，該團體中有部分人以臥底的形
式到代工廠工作。

每月加班多達130小時
該組織表示： 「調查蘋果在中國

內地10家代工廠，發現工作環境對工
人有害，蘋果供應（鏈）普遍存在非

法長時間工作且薪酬水平低。」
該組織發現，10家蘋果代工廠的

工人平均每月加班達 100 至 130 小時
，遠高於內地法定的36小時。

報告說，工人每天都在高度噪音
和含有毒物質空氣的環境中工作，並
且經常在機械操作中發生工傷事故。
報告還指出，這些加工廠還以低薪和
低福利條件僱用臨時員工，並經常踐
踏這些臨時員工的權益。

今年 3 月，美國另一家勞工團體
「公平勞動協會」（FLA）在蘋果的

同意下，訪查內地 3 家代工廠，發現
工廠內存在超時工作、加班薪酬低以
及勞工健康與工作安全等問題及風險
，並公布了相關的調查報告。之後，
蘋果最大的供應商富士康承諾，將在
2013 年 7 月 1 日前，進一步降低工作
時數，以符合法定的每周49小時（包

括加班）的限制。

改善環境蘋果有責
「中國勞工觀察」負責人李強

（譯音）力促蘋果履行改進工作狀況
的承諾，並致函蘋果行政總裁庫克呼
籲立即改善。

該團體在報告中問道： 「這些是
真誠的承諾，或僅是公關伎倆？蘋果
應為代工廠當前問題負責，而非推卸
責任。」

李強承認，雖然 「公平勞動協會
」在獲取信息渠道方面較自己所屬的
團體有優勢，但前者的報告主要是批
評代工廠，而並非把責任歸咎於蘋果
。他說， 「蘋果有責任改善工人所處
的惡劣工作環境。」

「中國勞工觀察」稱， 「事實上
，富士康的用工違規情況在其他代工

廠亦有出現，而且在很多情況下，甚
至比富士康更嚴重。」

受調查的10家供應商，包括深圳
的富士康、捷普電子、比亞迪電子，
還有上海的日騰電腦配件有限公司和
研精舍，另外還有江蘇附近的數家代
工廠。

蘋果和富士康公司暫時未對事件
作出回應。蘋果的產品深受中國消費
者喜愛，iPhone 和 iPad 尤其受到熱捧
。 「中國勞工觀察」表示，超過 7 成
受訪的工人沒有蘋果產品，但希望至
少能有1種。

【本報訊】據法新社安曼 28 日消息：一名
14 歲的約旦少女遭人綁架，隨後在三天時間裡
被多次強暴，這種非人的折磨激怒了約旦人民，
而最令人無法忍受的是，施暴者同意與女孩結婚
以逃避刑罰。

在像約旦這樣保守的穆斯林社會，強姦犯受
益於刑法第308條款（即 「強暴法」），可免受
處罰。該條款規定，如果犯罪者同意與受害人結
婚，就可以免於面臨強暴指控，同時雙方在五年
內不能離婚。

法庭方面的消息稱，今年4月，上述受害少
女在北部城市扎爾卡購物的時候被一名 19 歲的
男子綁架，然後被帶往該男子位於沙漠的帳篷中
，少女連續三天遭受了性侵犯。警方在例常巡邏
中發現了該名少女，並逮捕了那名男子。幾天之
後，有報道指，該男子同意與受害少女結婚，而
所有控罪都被撤銷了。

此外，本月早些時候，一名 15 歲的少女被
一名年輕男子誘騙強姦之後，施暴者亦是正拚命
與女方家人達成協議，通過結婚方式脫罪。

在約旦，強姦 15 歲以下的兒童可以被判死
刑。根據法院文件記錄，2010 年錄得此類犯罪
379起。

約旦婦女聯盟主席納迪婭表示，該條款不僅

讓罪犯逍遙法外，還獎勵了他們，讓其與受害人
結婚，反讓後者受到了懲罰。

律師兼人權活動人士哈拉韋透露，自己曾經
接收過這樣一個案件，一名 18 歲的少女被迫嫁
給施暴者，施暴者當時無業且已婚，還有6個孩
子。哈拉韋認為，這條法律從任何角度看都是
「無能的」且 「必須被廢止」，因為若受害女子

被多人強姦，就無法解決問題。
衛生部法醫病理學家、內科醫生哈尼認為，

「308」條款完全違背了女性和兒童權利，加上
強暴讓心靈受創嚴重，若果讓受害者與施暴者結
婚，只會加劇痛苦。他也譴責了社會上認為女性
在婚前必須保持貞潔的錯誤想法，這迫使了受害
人必須嫁給強姦犯以保護聲譽，從而避免社會問
題。

但約旦的首名女性驗屍官塔瓦貝卻認為
「『308』條款沒有任何問題」。她說， 「在
『308』條款的規定下接受婚姻，比讓女孩被父

母或者親戚殺掉要好得多。我認為這條法律很適
合我們的社會和現實，它通過強迫犯罪人和受害
人結婚，保護了女性」。

官方數據現時，約旦每年會有15至20名女
性以保護 「榮譽」的名義被謀殺，今年以來已出
現了至少6例。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28 日消息：隨着倫敦
奧運會日益臨近，妓女開始湧入倫敦。許多應召機構借奧運
會之機爭相推出眾多服務。一些在線應召機構還取了與奧運
會有關的名字，比如 「應召奧運」、 「奧運應召機構」以及
「應召奧運 2012」等。這些應召機構多位於東倫敦的奧運

村和奧運會場附近。
居住在東倫敦的居民對此抱怨不已，他們希望當地政府

和警察不要僅僅去鎮壓街頭妓女，而是集中打擊皮條客和控
制妓女賣淫的犯罪組織。與此同時，兒童慈善機構 「巴納多
」呼籲人們在奧運會期間保持警惕，因為一般有重大事件發
生時，兒童性剝削現象也會增加。

倫敦警方 2009 年就曾發出警告，倫敦奧運會期間，不
僅湧入倫敦的妓女會增加，由於飲酒增加，家庭暴力、強姦
以及性騷擾等事件也將大幅增加。倫敦警方已設立特別小組
，將負責在奧運會期間重點打擊人口走私活動。

數百男子施暴 如鮮肉拋入獅群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28日消息：美國科羅拉多州發
生山林大火，由於火勢猛烈無法控制，3萬多當地居民被迫
轉移。

始於上周的科羅拉多州斯普林斯地區的山火在強風的作
用下，經過一周的肆虐，受損面積已 7000 公頃，導致約數
百棟房屋被毀。當局在周四早上發出警告，3萬多當地居民
被迫撤離，另有成千上萬名民眾主動撤離。當地消防部門目
前已調動約 1000 名消防員開展滅火工作，所幸目前尚無人
員死亡的報告。

白宮發言人表示，總統奧巴馬將於29日周五前往科羅
拉多州受大火影響的地區，並慰問消防員。

■貝理雅欲重掌唐寧街
【本報訊】據中央社27日消息：2007年下台的前英國

首相貝理雅說，他希望有機會能重返唐寧街，再擔任首相，
但他坦承， 「回巢當首相不太可能發生」。

英國政壇近來傳言，貝理雅想重返政治圈。貝理雅接受
英國媒體專訪時表示， 「我當時並不想下台，但我認為自己
必須這樣做，否則唯一的選擇是工黨內部進行一場血腥鬥爭
，但我認為這樣做會毀了我們的國家及工黨」。

被問到是否願意再出任首相？貝理雅明確說， 「當然，
我想，但是這不太可能發生，不是嗎？」貝理雅稱，他在5
年前並不想交出首相職位，但為了避免和當時的財政大臣白
高敦發生激烈衝突，不得不交出政權。

【本報訊】據美聯社28日消息：蒙古周四舉行大呼拉
爾（議會）選舉，礦產開發成為選舉焦點話題。

蒙古本次選舉首次採取了電子計票器以及指紋認證等設
備。日益壯大的民族主義黨派指摘當局與外國公司簽訂的礦
產開發合同給蒙古環境造成污染，但蒙古人民則沒有享受到
礦產開發帶來的財富。

蒙古在去年年底修改了選舉法，此次選舉實行由多數選
舉制和比例選舉制相結合的混合選舉制組成。據悉，來自美
英等國和國際組織的50多名觀察員參與監督投票工作。

■蒙古議會選舉 礦產成焦點

被性侵的21歲英國女記者娜塔莎．史密斯，24日在首都
開羅解放廣場拍攝當地婦女權益紀錄片時，遭到數百名不明男
子扯下衣物施暴，最後在兩名男子的幫助下，才得以脫險。她
最終進入英國大使館，如今已返回老家多塞特郡韋茅斯。

遭到性侵犯後，史密斯說道，這些人都有着不懷好意的臉
孔，此事件讓她直言， 「她像是被扔在一群飢餓獅子中的鮮肉
」。

史密斯乃英國康沃爾郡法爾茅斯學院的國際新聞學碩士生
，預計將於今年8月畢業。她在早些時候前往埃及，製作一部
有關當地婦女權益的紀錄片。其履歷顯示，她為專門探討國際
關係的 「多媒體出版物」《公平觀察家》工作。

被指是外國間諜
史密斯在網誌中描述了自己在解放廣場遇襲的事發經過：

「我發現自己被人從我兩名（同行）男性朋友那兒拖走，暗中
摸索着，不但越來越大力，而且侵犯着。我尖叫。我看到發生
什麼事，但我無力制止。」

雖然她的朋友盡力抓住她不放，但徒勞無功。數百個男人
把她拖走，對她又踢又叫，相機和背囊被搶走。 「那些男人脫
掉我的衣服。我被脫到一絲不掛……這數百個男人已經由人變
成禽獸。」

雖然當時有人嘗試組成人盾保護她，又用破布幫她遮掩受
傷的身體，由於暴徒人數眾多，那些人仍可觸摸她的身體。她
痛苦地回憶道， 「『神啊。讓它停止吧。』 」

後來，她終於在兩名好心男子的幫助下進入醫療帳篷。當
地女穆斯林說，她之所以遇襲，是因為有製造麻煩的流氓散播
謠言，說她是外國間諜。此前，有一次全國廣播宣傳運動警告
大家提防外國人。

史密斯表示，事件發生之後，自己在入黑之後就感到驚恐
，而且要每天都黏着朋友。不過，史密斯表示，雖然遭遇不幸
，自己還會堅持拍攝紀錄片。 「到了某個階段，我堅決繼續拍
我的那部紀錄片。我的熱情驅使我（這麼做）。我想讓大家知
道這個問題有多嚴重，而且這決不是一則隨風而逝的新聞，引
起人們注意一陣子之後被人遺忘了。」

第四起女記者遇襲事件
這並非首次有西方女記者在埃及反政府示威浪潮期間遇襲

。去年2月，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首席海外特派員洛根，在
解放廣場採訪穆巴拉克辭去總統一職的新聞時，也曾遭到200
名男子性侵和圍毆。去年11月，美籍埃及裔女記者埃爾塔韋
和法國女記者辛茲在開羅遭到性侵犯和毆打，其中埃爾塔韋的
個案在內政部發生。

在局勢動盪的地方採訪是高危工作，女記者遇到的危險尤
其大，其中遭受性侵犯以至強姦更是女記者的噩夢。無國界記
者組織曾在去年11月呼籲各大傳媒，暫停派女性記者進入埃
及採訪。

《紐約時報》推中文網站
【本報訊】據法新社紐約 28 日消息：美國著名報紙

《紐約時報》在28日正式推出中文新聞網站，把《紐約時
報》的新聞引進中國，為中國的讀者提供 「有關世界事務、
商業和文化的高品質報道」。這個網站 http://cn.nytimes.
com 在香港時間 28 日上午開始運作。《紐約時報》同時也
在新浪和騰訊網站上設立微博帳戶，發布最新消息以及與讀
者互動。

《紐約時報》在聲明中說，這個新網站是為了向中國日
增的受過教育和富裕的全球公民服務，針對中國讀者特別編
輯，為時報最好的得獎新聞作業提供翻譯，也將刊登中國作
者提供的原著作品。

「紐約時報」的官方博客說，中文網站每天將主打大約
30 篇有關全球新聞和評論的文章，中文網站將遵照時報的
新聞作業標準。

■奧運臨近 倫敦妓女激增

▲勞工組織指蘋果在中國的加工廠存在嚴重違反勞工法的情況 法新社

▲《紐約時報》中文版在28日正式上線 互聯網

蘋果代工廠環境惡劣挨批蘋果代工廠環境惡劣挨批

▲奧巴馬的支持者28日手持支持醫改的標語在高
院前集會 美聯社

【本報訊】據美聯社及法新社華盛頓 28 日消息
：美國最高法院 28 日支持美國總統奧巴馬的醫療保
健改革法案的核心部分。這為爭取連任的他帶來一次
政治上的重大勝利。

該案的原告是美國 26 個州，被告則是奧巴馬政
府。原告指控稱，奧巴馬極力推動醫改法案包含 「強
制醫保」的條款，違背了美國藉以立國的自由原則，
因此以違憲為名，將聯邦政府告上最高法院。

這個裁決意味着這次歷史性改革將在未來數年繼
續生效，影響無數美國人獲得其個人醫療保健的方式
及為此付出成本的方法。

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羅伯茨作出的書面判決，在
法案的核心內容和奧巴馬看法一致。該核心內容要求
所有美國人都享有醫療保險，否則面對聯邦罰款。法
院這次判決令該法案可以繼續推行，其目標就是要令
3200萬名美國人獲得保險。

法院發現，聯邦為窮人提供的醫療保健計劃 「聯
邦醫療保險」（Medicaid）在法律上的擴充有問題，

但即使是這樣，這次擴充仍然可以繼續進行，但條件
是如果各州沒有參與法律上的這次擴充，聯邦政府不
會威脅抽起各州的 「聯邦醫療保險」的整體配額。

法院內4名自由派大法官布雷耶、金斯伯格、卡
根和索托馬約爾都和羅伯茨一樣作出今次裁決，而羅
伯茨一般被認為立場傾保守。阿利托、肯尼迪、斯卡
利亞和托馬斯等大法官則提出異議。

法院外有數百人聚集，聽取判決。
着眼於 11 月和民主黨爭奪總統寶座的共和黨人

迅速回應。黨主席普里布斯在一篇聲明中說： 「今天
，最高法院的決定，為 11 月的選舉帶來風險。現在
，如果要避免國家被那破壞預算的政府接管醫療保健
，除了選出一位新總統，別無他法。」

本身是共和黨人的眾議院議長博納也迅速在社交
網站 Twitter 多次發文，作出回應。他強調： 「眾議
院的共和黨人仍然致力於全面撤銷總統的醫療保健法
案，還有它一切的加稅、費用和命令。」

博納還指出，這些在 2010 年已簽署成為法律的

改革，不但推高醫療保健成本，也增加了中小企招聘
員工的難度。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曾經強調，如果他當選
總統，他上任第一天就會撤銷醫療保健改革。

美最高院裁醫改案合憲
5比4過關 奧巴馬重大勝利

施暴者若娶受害者可免罪
約旦惡法庇護強姦犯

▲英國年輕女記者史密斯
《每日郵報》

■埃及在24日公布大選結
果，數萬名埃及民眾在開羅
解放廣場聚集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