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揆稱對釣島獨島不讓步
加強海域警戒 嚴防中國保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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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共同社、日本新聞網24日消息
：日本首相野田佳彥24日在首相官邸召開記者招待
會，就釣魚島（日本稱尖閣諸島）和獨島（日本稱
竹島）的問題闡述立場，稱在領土主權問題上絕不
讓步。野田主張，今後應該盡全力監視警戒周邊海
域，還說將在不妨礙公務的情況下，公布香港保釣
人士登釣島的錄像。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美聯社奧斯陸24日消息：挪威奧
斯陸地方法院 24 日對殺害 77 人的冷血殺手布雷維克進行宣判
。法官宣布，布雷維克犯下 「恐怖主義行動」以及蓄意謀殺，
判刑21年。

此次判決結果終於讓長達10周的審判落下帷幕。五名法官
一致裁定布雷維克犯案時精神正常，並為犯下的血案負責，入
獄21年。

由於挪威法律不設死刑以及終身監禁，所以21年是布雷維
克面臨的最重刑罰。不過，如果犯人在刑期結束之時仍被認為
對社會有危害，則有可能延長刑期直至確認 「無害」為止，視

具體情況而定。
2011年7月22日，33歲的布雷維克先後在挪威首都奧斯陸

與附近的于特島發動爆炸與槍擊等暴力襲擊事件，共造成77人
死亡。其中8人在奧斯陸爆炸事件中死亡，69人死於于特島槍
擊事件，這是挪威自二戰以來發生的最嚴重暴力事件。

此前，檢方一直希望判處布雷維克患精神病，希望把他關
押在封閉的精神病院，認為 「把一個精神錯亂的人關進監獄比
關到精神病院更糟」。

單獨囚禁有電腦電視機
但是法官拒絕了檢方的要求，裁定布雷維克會以 「預防性

監禁」形式服刑最高21年。這是一種特殊的服刑方式，一般適
用於被視為危害社會的罪犯。他將被單獨監禁在奧斯陸郊區伊
拉監獄內，囚室空間會比較寬敞，內有單獨的健身室，並有電
腦和電視機。

布雷維克對上述襲擊事件表示認罪。他一直認為自己是抗
擊歐洲 「穆斯林」入侵以及文化多元化的北歐戰士。因此，法
庭在判決時的主要問題，就是確定布雷維克是否精神健全以及
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同時，布雷維克堅稱自己精神健全接受懲罰。他還表示，
如果法庭判處他有精神病，將提出上訴。

布雷維克對判決結果沒有異議。法官在庭上宣讀判詞時，
他神情平靜，甚至露出微笑，而且在抵達法院時再次做出極右
翼手勢。

令人覺得諷刺的是，入獄服刑的判決正是布雷維克和多數
死者家屬的共同主張，也是挪威大眾的主張。

在法官做出判決前，受害者家屬呼籲法庭鼓起勇氣做出
「強有力的決定」，宣布布雷維克精神健全，這樣他能被判入

獄接受懲罰，而非被送到精神病院接受治療。

【本報訊】綜合日本共同社、韓聯社 24
日報道：日本國會眾議院全體會議 24 日下午
以多數票贊成，表決通過了針對韓國總統李明
博登上獨島（日本稱：竹島）並提出要天皇在
訪韓時道歉言論的抗議決議。

這是自韓國單方面設置 「李承晚線」宣示
沿岸水域主權後，日本國會於 1953 年通過
「日韓問題解決促進決議」以來，時隔約 59

年再度就獨島問題通過決議。
眾院決議把韓國對獨島的實際控制定位為

「非法佔據」， 「強烈要求盡快結束」這一狀
態。決議中還嚴厲指責李明博的發言 「極其無
禮」， 「要求收回發言」。

決議強調，竹島是 「日本的固有領土，無
論從歷史上還是國際法上都毫無疑問」。決議
稱， 「基於非法佔據對竹島實施的任何措施在
法律上都不具有正當性，決不能容忍」，並
「強烈譴責」李明博的登島行為。

同時，日本首相野田佳彥在當日傍晚的記
者會上，針對李明博登獨島一事表示感到 「十
分遺憾」，認為 「韓日雙方在國際法院進行協
商解決問題才是最佳方法」，希望韓國謹慎應
對，敦促韓方保持冷靜。

變成 「燙手山芋」的野田佳彥致李明博親

筆信，已由韓國大使館通過郵政局，於 24 日
中午 12 點左右送達日本外務省。對此，日本
外相玄葉光一郎表示，如果繼續就此事進行糾
纏的話，對於日本外交來講，將是有損品位的
事情，因此接受這封被退回的親筆信。

野田親筆信送抵外務省
野田為李明博登獨島一事親筆致函後者，

對其登島一事表示遺憾。但是韓國政府拒絕接
受野田的親筆信。23 日傍晚，韓國駐日本大
使館參贊將該信準備退還日本外務省時，遭到
外務省的 「禁止入內」式拒絕。韓國大使館於
是通過郵政局，以掛號信郵寄至外務省。

另外，日本財務大臣安住淳在 24 日就計
劃買入韓國國債一事表示，鑒於日韓近期關係
惡化，將會關注事態的發展情況，暫緩購置韓
國國債。

中國、日本和韓國為了加深金融、經濟方
面的合作，在今年5月達成協議，鼓勵買進彼
此的債券。

安住表示， 「雖然日中韓3國達成協議，
鼓勵購買彼此的國債，實際上是否購買，還要
再繼續觀察一陣子」。

野田在當天傍晚6點召開的記者會上強調， 「無法容忍發生侵
犯日本主權的事件，在主權問題上絕不讓步」。

適時公布港人登島錄像
日本首相因領土問題舉行記者會實屬罕見。針對香港保釣人士

登上釣魚島以及韓國總統李明博登獨島等事件，野田說， 「發生侵
犯我國主權的事件極其令人遺憾，無法容忍。將以堅決冷靜、絕不
讓步的態度進行處理」。野田還稱，釣魚島與被韓國 「非法佔據」
獨島不同，釣魚島在 「日本有效支配之下，是日本固有領土，不存
在主權問題」。

為了不讓登釣魚島的事件再度發生，野田表示，今後應該盡全
力監視警戒周邊海域，有必要在本屆國會上通過旨在加強領海內海
上警察權的《海上保安廳法》修正案。

野田還說，香港保釣人士登上釣島時海上保安廳拍攝的錄像，
「將在不妨礙警備工作的範圍內加以公開」。

保安廳不行自衛隊出動
當天下午較早時候，野田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會議上，談到日

本自衛隊如何支援海上保安廳共同守衛釣魚島問題時表示，一般情
況下，是在海上保安廳無法防禦外國船隻侵入日本領海時，才會出
動自衛隊相助。

他說，今後各級相關機關會加強聯繫與合作，共同應對中國保
釣船對領海的進入和登釣魚島事件的發生。同時，也會考慮對於相
關的法律進行修改。

與此同時，日本眾議院也在當天下午的全體會議上，通過了針
對釣魚島的抗議決議。這是日本國會首次就釣魚島問題通過決議。

決議內容稱，就香港保釣人士登上釣魚島的事件，表示 「嚴厲
聲討並嚴重抗議」，要求日本政府 「採取一切手段」防止此類情況
再次發生，包括向中國方面 「嚴正交涉」及 「加強警備體制」。

但鑒於日中兩國處於攜手共進的關係， 「在不失這一大局觀的
同時，應提出應有的主張、採取應有的措施，保衛領土及領域，冷
靜堅決地維護我國的國家利益。」

日改稱 「有效統治」 釣島
值得注意的是，從當日下午的國會發言開始，野田對釣魚島使

用的措辭，已經發生了改變。野田稱日本對釣魚島是實行 「有效支
配（有效統治）」，而在此之前，日本政府對於釣魚島的管理問題
，一直使用 「實效支配（實效統治）」一詞。

對於日本政府改詞的原因，外相玄葉光一郎解釋說，使用 「實
效支配」一詞，容易讓外界聯想到 「存在領土糾紛」，而改用 「有
效支配」，顯示釣魚島是 「日本固有領土，日本政府在進行有效的
統治」。

據悉，日本政府已經下令各中央機關，在今後提及釣魚島問題
時，一律使用 「有效支配」這一新詞。

此外，一直熱衷 「購島」的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周五接受
日本媒體採訪時表示，自己在十月跟隨東京都考察隊登上釣魚島，
「即使把我逮捕了也無所謂」。

挪威冷血殺手被判21年
【本報記者黃曉敏紐約二十三日電】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表示，如果當

選將會更換聯邦儲備局主席人選，不再讓伯南克擔任，以確保新主席可以引領美國經
濟走向正確的方向。

羅姆尼接受霍士電視台採訪時表示，自己要請一個其經濟思想與他較一致的人來
擔任聯儲主席。

他說： 「我會選……一個新人擔任主席職位，某個分享我的經濟觀點的人，某個
我認為理解我國需要的人。」

他說： 「我要確保聯儲集中精力維持貨幣穩定，能使美元強勁，使人相信美國不
是像其他衰落的國家那樣在衰落。」

伯南克自2006年2月份起就擔任聯儲主席，由時任總統小布什委任，任期四年
。經歷了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他在2010年2月份再被現任總統奧巴馬任命為主席
。據聯儲網站說，聯儲主管人員 「不可因為其政策觀點而被撤職」，但是沒有具體明
示將聯儲主席撤職的理由。

羅姆尼的經濟顧問之一、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院長哈伯德星期三說，羅姆尼應讓
伯克南繼續擔任下去。

最新的民調顯示，雖然奧巴馬總統在總體上仍居民調前列，但在一些搖擺州，共
和黨候選人羅姆尼正在迎頭趕上，聲勢直逼奧巴馬。

民調公司數據顯示，在十個關鍵州中，奧巴馬與羅姆尼的支持率逐漸拉近，羅姆
尼甚至從奧巴馬陣營手中奪取了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但這十個州中，奧巴馬在其
中九個州領先。

日決議譴責李明博登獨島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24日消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洪磊24日就日本眾議院通過涉釣魚島問題決議答記者問時表
示，日方企圖以通過決議的方式強化其立場的做法是非法和徒
勞的，改變不了釣魚島屬於中國的事實。

據報道，8月24日，日本眾議院就獨島（日本稱竹島）和
釣魚島問題通過決議，稱釣魚島是日本領土，譴責香港 「保釣
」人士此前登島行為。決議同時表示，日中兩國是關係密切、
擁有共同利益的夥伴，應進一步深化戰略互惠關係，致力於亞
太及世界的和平、穩定與繁榮。有記者據此詢問中國外交部，
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洪磊表示，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固有
領土。日方企圖以通過決議的方式強化其立場的做法是非法和
徒勞的，改變不了釣魚島屬於中國的事實。既然日方表示願致
力於深化中日戰略互惠關係和地區和平穩定，就應落實到實際
行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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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野田佳彥24日召開記者招待會，稱在領土主權問題上絕不讓步 彭博社

▲日本國會24日通過抗議決議，對韓國總統李明博登上
獨島和稱日本天皇要在訪韓時道歉表示譴責 法新社

日眾議院妄議釣魚島
外交部斥日非法徒勞

【本報記者黃曉敏紐約二十四日電】位於
美國紐約曼哈頓市中心的紐約帝國大廈外，在
24 日上午九點上班高峰期發生一起槍擊案，
共造成包括槍手在內兩人死亡，九人受傷。據
稱，槍手在前一天被公司開除，因此心懷不滿
，當天帶槍來報復。

被開除欲向老闆報復
上午十一時許，紐約市長彭博和紐約警察

局長凱利在紐約帝國大廈外的案發現場舉行新
聞發布會，簡報了關於案件的初步調查情況。
據介紹，兇手是一名 53 歲的中年男子，是一
名女式服飾品設計師，23 日被公司開除。24
日上午持槍想回到公司向他的老闆及同事報復

，據稱有同事曾打過他三次，但帝國大廈保安
拒絕他進入大樓，因此他在大樓外行兇，朝無
辜人群掃射。

當班警察擊斃兇徒
案發時間是當地時間上午九點零三分，當

時正好有兩名當班警察在附近，聽到槍聲後立
即趕到現場，兇手朝警察開槍，警察迅速還擊
將其擊斃。兇案造成包括兇手在內兩人死亡，
九人受傷。中槍死亡的受害者今年 41 歲，頭
部中槍。據彭博介紹，九名受傷者中，兩名女
性，七名男性，傷勢不重，沒有生命危險。

另據紐約消防局發言人早前稱，上午九點
後，消防局接到報警電話稱，帝國大廈外的

34 街夾第五大道間發生槍擊案，一名槍手持
槍向路人掃射。幾分鐘內，警方和急救車就趕
到現場。

一名目擊者說她看到殺手 「隨意朝人群開
槍」。

數萬上班族一度受阻
帝國大廈一帶是紐約著名的地標，數萬人

在大樓內上班，槍擊案發生的第 34 街，與時
代廣場僅有八條街之隔，附近有著名的麥迪遜
廣場、梅西百貨及紐約火車站，34 街也是紐
約重要的交通要道，因此這兒每天都是川流不
息的人群。由於案發時正是紐約的上班高峰期
，數萬名上班通勤族被卡在路中。

大約十點鐘左右，警方開放了帝國大廈，
允許在大樓上班的員工進入大樓。不過由於警
方仍處於調查的初步階段，因此截至發稿前，
仍無法知道兇手和傷者更多的詳細情況。

槍手帝國大廈行兇2死9傷

▲美國紐約曼哈頓帝國大廈門外24日上午發生
槍擊案，包括槍手在內的兩人死亡 美聯社

▲殺害77人的挪威冷血殺手布雷維克24日被判入獄21年，
他在出庭時再次做出極右翼手勢 法新社

◀▲美國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左）
稱當選即換聯儲主席伯南克（右）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