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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流浪漢遭虐待剝削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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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11日消
息：英國一個愛爾蘭浪人家族近日爆出200
年來首宗惡劣 「奴役」 案件，被告康納家族
七人在30多年時間裡強迫數百名流浪漢為其
無薪工作，從中獲利數百萬英鎊。此外，他
們還虐待、毆打 「奴隸」 ，行為令人髮指，
將面臨重刑。

簡訊

■敘駐伊大使變節被免職

【本報記者黃曉敏紐約十一日電】共和黨總統候
選人羅姆尼 11 日冒險進入支持對手奧巴馬的黑人選
民中拉票，誓言要廢除奧巴馬的醫療改革，遭到非裔
美籍人的一片噓聲。

奧巴馬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總統，得到95%
以上黑人的支持，被視為美國黑人的驕傲。不過，共
和黨總統準候選人羅姆尼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7月11日，在休斯敦舉行的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
年會上，羅姆尼生硬、直白的發言以及對奧巴馬發起
的攻擊，引來了陣陣嘲笑和噓聲。

羅姆尼向與會的黑人領袖表示，如果他擔任下屆
總統，他將廢除奧巴馬的醫療法案；如果他當選總統
，他將與黑人領袖們一道，將國家推向正軌。他呼籲
黑人選民選他而非奧巴馬，因為他比奧巴馬更能保障
黑人家庭的最大利益，這些言論引來了聽眾的嘲笑，
時長超過20秒。

當羅姆尼說到 「我將廢除我能找到的一切不必要
的、昂貴的項目，包括奧巴馬的醫療法案」時，聽眾

發出了第一次噓聲，讓羅姆尼有點尷尬。當羅姆尼指
責奧巴馬沒有做到刺激經濟復蘇時，聽眾再次報之以
更大的一片噓聲。

羅姆尼表示，他如果當選，將會更加重視黑人教
育，因為 「教育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基本民權」，他還
發誓要推動黑人就業。他說，黑人失業率高達14.4%
，比全國平均失業率 8.2%高出很多，而且黑人失業
時間更長，黑人家庭的收入中間數也更低。

此間分析認為，羅姆尼的演講太過直接、大膽。
他的演說生硬，缺乏華麗的辭藻。他單刀直入的做法
笨拙地承認他在美國黑人中缺乏支持。

支持他的北卡羅萊那州眾議員史考特認為，羅姆
尼 「做得正確」，羅姆尼就是要說話給 「全美國人民
聽而不是給那些支持他的人聽」，這非常重要。一位
民主黨顧問也認同羅姆尼的表現，他認為羅姆尼此舉
將無疑對他有利，讓選民看到了 「行動而不是你想說
什麼。」

奧巴馬曾在 2008 年大選時在全國有色人種協進

會年會發言。不過，他並不打算今年繼續出席，相反
，他派來了副總統拜登前往。

被奴役時間最長的奴隸稱，這個聚居點 「就
像是一個集中營」。在長達15年的折磨中，這個
54歲的老人受虐無數。他的臉被重擊過，頭也被
掃把柄打過。

1996年，當時在布萊頓靠福利過活的他被利
誘來為康納工作，康納曾允諾每日給他50英鎊的
薪水，並包住宿。但是，在他15年的囚禁生涯中
，他總共只拿到80英鎊（約合港幣958）。

他曾想過逃跑，但是卻沒有錢物傍身，也不
知道可以去哪裡。他的工作就是敲開別人家的大
門，詢問是否有鋪路的工作，或者為康納家人撿
廢金屬。

他說一開始的時候待遇還不錯，康納家人時
不時給他5英鎊或10英鎊，用來購買香煙或者餅

乾，但是卻從來沒有收到當初允諾的薪資。
而且隨後，康納家族的人對他的待遇開始下

降，開始無緣無故地打他的臉。他的臉上10多個
地方被揍，還被打出了黑眼圈。而在之後的日子
裡，一日三餐慢慢減少為一日一餐，而且要到下
午3、4點才會出現。

當警方問到這個 「奴隸集中營」的規模時，
他表示多年來一直源源不斷地有奴隸來到這個地
方。他被迫在英國和歐洲大陸間來回遷徙，長年
累月地為 「主人」的工地和廢鐵工作做工。

當警察把他帶離這個營地時，他收到了湯米
康納的一通恐嚇電話。驗身報告顯示，他舊患多
多，腳踝有一處骨折，同時有兩根肋骨斷裂。

奧朗德訪英被嘲矮小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11 日報道：法國總統

奧朗德顏面無光，他在一大群英國士兵的襯托之下變成 「小
矮人」。這支英軍隊伍曾在滑鐵盧戰爭中贏得榮譽，隨後曾
佔領巴黎。

奧朗德是連續第二位身材矮小的法國總統。但身高為5
呎7吋（1.70米）的奧朗德，還是比前任總統薩爾科齊高2
吋。

奧朗德10日到英國進行官方訪問。而他站在身材高大
的英國冷流侍衛隊第一營士兵身旁的情形被媒體拍到，可謂
顏面盡失。在英國外交部辦公室外面拍照時，侍衛巨大的熊
皮帽沒什麼實際作用，反而讓法國總統顯得相當袖珍。

圍繞這幅照片，網絡上出現評論暗示說，奧朗德掉進了
讓自己出糗的 「陷阱」裡。來自巴黎的尚．拉莫評論說，
「可憐的法國」，而德米特里．科瓦雷則嘲笑奧朗德的身高

，寫道 「侏儒統治世界」。
也有某些評論引述《格列佛遊記》中巨人國的內容，此

外還有其他人討論前任總統薩爾科齊是如何使用各種辦法，
用以掩飾自己5呎5吋（1.65米）的矮小身材。這些辦法包
羅萬有，包括踮起腳尖、使用木箱子還有穿內增高鞋。

有人則評論說， 「我覺得這很滑稽，不是因為（奧朗德
的）個子，而是他很容易地掉進了陷阱，而薩爾科齊對如何
避免此種狀況則瞭如指掌。」來自馬賽的塞巴斯坦．艾斯特
福暗示說，在侍衛的襯托之下，奧朗德顯得比薩爾科齊還要
矮小，同時指出奧朗德穿的西裝 「剪裁很差」。他的意見亦
反映了歐洲數千名民眾的心聲，補充說 「我覺得很好笑。」

根據新的 「奴役」法例，康納家族的七名成員都將
面臨多項指控，其中四名成員老湯米．康納（52 歲）
及其親人詹姆斯．約翰（34 歲）、帕特里克（20 歲）
和喬茜（31 歲）11 日被定罪，罪名是為獲取經濟利益
而控制、剝削、辱罵和毆打他人。詹姆斯．約翰和喬茜
分別面臨11年和4年的牢獄之災。

「集中營」 式生活
據了解，康納家族成員在過去 30 年間，在慈善食

品領取中心、過夜中心和職位介紹中心以僱傭之名，騙
走數百名無家可歸的流浪漢，迫使他們從事繁重的體力
勞動。

一開始，康納家族成員允諾給予他們舒適的住宿和
有薪的職位，他們的工作是鋪路和處理廢金屬，這兩者
皆為利潤豐厚的生意。但是實際上，他們從來沒有領到
過所謂的薪金。

這些受害人被帶走之後，要剃光頭髮，穿上制服，
以表明他們的 「奴隸」身份。他們每天清晨5：30起床
，工作多達 19 個小時，每周工作 6 天，並且常常挨餓
。他們幾個月才能洗一次澡，平時睡在有篷拖車裡，條
件十分惡劣。康納家族告訴他們，如果企圖逃跑就會被
毒打或者殺死，生活狀態宛若 「集中營」。

除了工作之外，他們還要負責保持康納家族居住地
的整潔，清洗他們昂貴的車子。在康納家族移動房車裡
，有等離子電視，高質量的瓷器和水晶，奢華的沙發以
及裝備完善的廚房，他們的生活過得十分奢侈。而流浪
漢每天只能吃上非常廉價的不健康食物，而且他們規定
要在5分鐘內吃完飯，以盡快返工。他們甚至只能用報
紙當做廁所的手紙用。

人口販賣問題突出
警方2011年突擊該犯罪集團所在時，救出22名男

子，其中很多正在挨餓、患有壞血病、骨折、渾身糞便
。另一些人身上有傷疤、新傷口和狗咬傷口。警方發現
，這些遭心理創傷的受害者，住在狹窄、漏水、發臭的
棚屋和有篷拖車裡，每間住多達 11 人。床褥隔四個月
才換一次，其中一間棚屋在夜裡非常寒冷，連養魚缸都
結冰了。

警探相信，該犯罪集團的實際犯罪規模可能要大得
多。當局逮捕康納家族成員之後，調查範圍很快便擴大
，因為中東國家和俄羅斯的警方說，他們發現了與康納
有關的犯罪活動。一名警方消息人士承認，現時破獲的
浪人家族控制 「現代奴隸」的情況，可能只是 「冰山一
角」。

在法庭上，該案件被形容為 200 多年來英國首宗
「準奴役審訊」，並突出了英國日益嚴重的人口販賣和

奴役問題。自 2009 年以來，嚴重有組織罪案署已發現
2444 名人口販賣受害人。其中有 1177 人表示，他們是
勞動剝削和家庭奴役的受害者。英國人口買賣關注中心
說，其他浪人駐地和吉卜賽人駐地，可能還有同類剝削
工人的犯罪企業。

【本報訊】據法新社東京12日消息：日本官員和媒
體12日表示，日本九州西南部受到史上最大暴雨影響，
至少有14人死亡，20人失蹤，6萬居民需要撤離。

官員稱，熊本縣的緊急部門人員接獲多起山泥傾瀉
報告，吞沒了多所房屋以及造成民眾受困，道路被泥石
和急流阻斷。

九州部分地區1小時內降下近100厘米雨量，當局已
出動部隊救災。日本氣象部門稱， 「特別是熊本縣和大
分縣，錄得有史以來最高雨量記錄。」

死亡失蹤人數續上升
根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總體死亡人數達

14 人。熊本縣當局證實，洪水沖毀房屋時造成 5 名婦女
死亡，年齡分別為60多歲、70多歲和80多歲，以及一名
87歲的老翁亦遇害。當地政府收到報告指，至少有19人
失蹤，當中多人被氾濫的洪水沖走，或者是洪水摧毀房
屋時失蹤。熊本縣的發言人稱， 「不幸的是，隨着收集
災區信息增加，我們認為（死亡和失蹤）數字還會上升

。」發言人補充道，當地緊急部門收到 「大量的救援請
求」。

另一名熊本縣官員稱， 「隨後雨量還有可能增大，
已經提高了洪水氾濫警報級別。」在附近的大分縣，一
名70多歲男子被急流捲走之後死亡，同時還有另外一名
男子失蹤。

首相野田佳彥承諾採取一切救援行動協助受影響的
災民。野田說， 「我已經知道，這次暴雨是有史以來最
大的。我們會採取有效的措施（救援）。」在當地政府
的要求下，日本自衛隊已前往災區救災。首相的東京辦
公室已設立聯絡室，協調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救
災工作。

在熊本縣，超過1.7萬戶家庭被下令撤離，另外5000
多戶則建議前往其他地方避難。大分縣當局對近1.5萬名
居民發出撤離命令，同時也建議另外 1 萬人離開。根據
當地傳媒報道，在大分和熊本兩縣總共有 6 萬人接到撤
離命令。

日九州特大暴雨日九州特大暴雨 66萬人撤離萬人撤離

【本報訊】綜合英國廣播公司、中通社12日消息：敘
利亞政府12日證實，敘駐伊拉克大使納瓦夫．法爾斯已經
叛逃，敘利亞外交部當天發表聲明，解除法爾斯的駐伊拉克
大使職務。伊拉克外長茲巴里12日稱，法爾斯現正在卡塔
爾境內。

聲明稱，敘利亞外交部正式宣布，解除敘利亞駐伊拉克
大使法爾斯的職務，法爾斯與敘利亞駐伊拉克大使館或敘利
亞外交部已無任何聯繫。敘利亞駐伊拉克使館將會繼續履行
正常職能。

據悉，敘利亞駐伊拉克大使法爾斯11日宣布脫離政府
，他是首位退出敘利亞政府的高級外交官。法爾斯是阿薩德
政權的元老人物，曾在敘利亞前總統哈菲茲．阿薩德手下任
高官。

■美大城市兇案飆升
【本報記者黃曉敏紐約十一日電】今年上半年，紐約、

費城、芝加哥等大城市犯罪率有上升趨勢。幾乎每個周末，
紐約、芝加哥等地都會傳出發生槍殺案或黑幫火併的消息。

今年一到五月，芝加哥已發生203起兇殺案，比去年同
期成長了近50%，某些地區的發案率更到了令人震驚的程度
。而費城的殺人案發生頻率，也到了令人瞠目結舌的程度，
成為美國十大城市中殺人案最為多發的地方。在紐約，最近
幾個周末連續發生多起槍殺案，甚至大白天在路邊停靠的小
車上都會有人因槍殺死亡而無人知曉。

芝加哥市長伊曼紐爾日前發誓要將降低兇殺案和掃除黑
幫作為其施政重點。費城市長也明確表示，將全力以赴對付
暴力罪犯。

■尼油罐車爆炸逾百死
【本報訊】據法新社尼日利亞哈科特港12日消息：尼

日利亞官員12日表示，尼日利亞一輛油罐車在道路上側翻
繼而起火，造成超過 100 名上前撈油的民眾喪生，約 50 人
受傷嚴重。

尼南部河流州聯邦道路安全委員會一位部門指揮官證實
，這輛油罐車是為了躲避與包括一輛巴士在內的三輛車相撞
而突然轉向的。

附近居民稱，在相撞後不久，就有數百人沖上前撈取潑
灑出來的油。指揮官稱： 「起火後不久就發生了爆炸，93
人當場被燒死。」

據目擊現場的記者報道，很多死者都是 「摩的」司機，
他們在得知這起事故後趕往現場，爭相往自己的油箱里灌油
。據悉，至少34輛摩托車在大火中被毀。事故發生地點靠
近尼日利亞原油生產中心哈科特港。

羅姆尼敵營拉票被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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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突擊康納家族的地點，在現場發現許多傷勢嚴重的流浪漢 英國《每日郵報》

▶帕特里克（右）

▲喬茜

愛爾蘭浪人是愛爾蘭遊牧民族
，有自己的語言和傳統，主要生活
在愛爾蘭共和國，亦有很多人生活
在英國和美國。據統計，現時愛爾
蘭共和國有約36000名浪人，北愛

有約 4000。英國的愛爾蘭浪人人
口未有正式統計數字，但愛爾蘭浪
人有官方指定宿營地，有些安頓下
來的浪人則住在政府公屋。安頓者
主要是婦女，她們希望孩子有機會
受教育。她們和孩子夏天可能會去
流浪，也可能不去，但都與浪人社
區保持密切聯繫。但宿營地有時是
私地或並非用作宿營地的公地，因
而常常會引起土地糾紛。浪人沒有
固定職業，但常常參與廢物回收尤
其是廢鐵回收。

愛爾蘭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