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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被批生活奢靡
擁58架飛機 20棟豪宅 11塊名表

【本報記者黃曉敏紐約二十八日電】中
國駐紐約總領館28日晚舉行紀念中美 「乒乓
外交」中國乒乓球隊回訪美國40周年招待會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美中關係全國委員
會副會長白麗娟以及美國乒聯前副主席布雷
斯偉特等當年 「乒乓外交」的親歷者出席慶
祝活動並分別與來賓們分享了當年的許多幕
後趣聞軼事。

中國駐紐約總領事孫國祥在致辭中表示
： 「今年是中美 『乒乓外交』中國乒乓球隊
回訪美國40周年，同時也是尼克松總統訪華
和中美發表《上海公報》40周年，我們有幸
請到為中美關係的建立和不斷發展做出貢獻
的基辛格博士，40年前代表美國乒乓球隊訪
問中國的美國運動員，以及早在中美建交之
前就為促進兩國關係作出積極努力，並共同
主辦1972年中國乒乓球隊訪美活動的美中關
係全國委員會的負責人和工作人員來一起慶
祝這一歷史性的時刻。」

孫國祥表示， 「乒乓外交」拉近了中美
兩國人民之間的距離，並以小球轉動大球，
拉開了中美關係改善和發展的歷史序幕。這
一歷史性創舉，不僅開啟了兩國關係正常化
的進程，也進而改變了整個世界的格局。當
時兩國領導人的遠見、智慧、勇氣和決心，
時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現年89歲高齡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也
特地出席慶祝活動。他在致辭中回顧了當年
的許多幕後趣聞軼事。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
的白麗娟是從1971年開始便直接參與了兩國
乒乓球隊互訪的各種準備工作，她在當晚的

慶祝活動上也分享了許多與兩國球隊互訪相關的軼事。
作為 1971 年訪華隊員之一的布雷斯偉特也在招待會上
回憶了當年的情形。他表示，他非常珍惜得到周恩來總
理接見的時刻，那段回憶他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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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姆佐夫在報告中稱，普京能享用58架飛機和直升機
、20 處豪華住宅，更不用提11 塊價值40 萬英鎊（約合491
萬港元）的名表，單是這些手表的價值就是普京年薪的6倍
。報告稱，這是對 2000 萬僅能勉強生存的俄羅斯人的 「公
然和諷刺地挑釁」。

專機廁所造價62萬
克里姆林宮一直將59歲的普京描繪成品味簡單、喜愛

大眾運動和戶外消遣的人，但這份報告顯然是對這種形象的
顛覆。普京公布他的個人收入僅有美國總統的四分之一，且
一直否認關於他聚斂了大量私人財富的說法。該份報告未說
明普京的個人財富，但用了32頁來說明普京自2000年入主
克里姆林宮以來是如何提升總統待遇的。

普京可用的飛機包括15架直升機，以及43架其他飛機
，其中包括一架空客、兩架達索獵鷹商務飛機和一架伊柳
辛-96大型客機。伊柳辛-96客機有一個由珠寶商裝飾的、
造價1.113億英鎊（約13.5億港元）的客艙，報告稱該客機
的廁所花費近5萬英鎊（約62萬港元）。

報告中的配圖展示了奢華的住宅、噴氣飛機、直升機和
豪車，在腳註中還指明很多信息來源於俄羅斯媒體。報告稱
，自普京 2000 年首次成為俄羅斯總統以來，總統官邸新增
了九處。作者還從相關照片中識別出普京手腕上戴過11塊
名貴手表，並估算出它們的總價值約為40萬英鎊。普京公
布的個人年收入為約7萬英鎊。

而此次曝光的克里姆林宮豪華遊艇，可能讓人更多地將
普京的生活方式與俄羅斯高調的商業巨頭作比較。其中一艘
176呎長的遊艇內部由頂尖設計師專門設計，擁有一個溫泉
池，還有人造瀑布和酒窖。不過報告稱， 「克里姆林艦隊真
正的鑽石」是一艘五層的遊艇，上面有按摩浴缸、燒烤設施
、一個楓木柱以及一個巨大的鑲滿大理石的浴室。報告還稱
，俄羅斯總統辦公室可以支配700輛汽車，其中一輛梅賽德
斯豪華裝甲車普京可以用來往返於克里姆林宮和他位於鄉下
的住處。

克宮對指控嗤之以鼻
儘管俄羅斯民眾對沙皇及蘇聯政治局時期領導層的奢華

屢見不鮮，但在普京面臨他執政12年來最大規模的抗議風
潮之際，這些內容在這一時機的曝光對他來說頗為尷尬。目
前的抗議者大多來自城市中產階級自由派，他們正試圖使怒
火繼續蔓延。

克里姆林宮對這種指控嗤之以鼻，負責管理克里姆林宮
資產的總統事務辦公室發言人赫列科夫說： 「我們不會對這
些胡說八道發表評論。」他表示將這些住宅說成 「屬於」普
京是錯誤的。他否認了政府增加官邸的說法，稱實際上他們
在減少政府官邸，同時還表示克里姆林宮沒有昂貴的遊艇。

他說： 「總統的官邸以及交通是絕對公開透明的，沒有
秘密可言。這些都是國家財產，普京是合法使用的。甚至在
許多時候，他不得不使用這些財產。」

●20座宮殿和別墅，配備沙
皇級別的傢具裝修

●15架直升機和43架飛機
，其中一架飛機有價值13.5
億的客艙和62萬的廁所

●由專人設計的176呎長豪
華遊艇，有瀑布和酒窖

●五層頂級遊艇，被稱為「克
里姆林艦隊真正的鑽石」

●11塊名表，價值491萬

美在華周邊頻打軍事牌並不高明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國際戰略研究部主任、博士 陳須隆

近來，美國憑藉其不可一世的強大軍力，頻繁在華周邊顯 「肌
肉」、露 「牙齒」。儘管美嘴上說並非針對中國，但司馬昭之心，
路人皆知。不管美打出 「重返」亞太的幌子，還是掛起戰略 「再平
衡」的牌子，都是騙不了人的。美過於迷信軍事實力，抱冷戰思
維不放，在華周邊不停地折騰，逆轉不了地區和平、發展、合作的
大勢。

美打軍事牌三招數
最近，美與韓、日在華周邊大搞軍演。韓美 「乙支自由衛士」

聯合軍演8月20日至31日在韓國境內舉行。美軍方稱，駐紮韓國
及約 3000 名駐紮太平洋區域的 3 萬多名美軍官兵參加此次軍演。
美海軍陸戰隊與日自衛隊8月21日開始進行為期37天的島嶼作戰
演習。據稱，美韓軍演旨在檢驗和加強應對來自朝鮮的軍事挑戰的
能力；美日軍演旨在 「提高對中國的遏制力」。

與此同時，美積極拓展其在亞洲的導彈防禦系統。美正與日協
商，在日南部安裝一個早期預警雷達，以此與日北部早已部署的另
一雷達互相補充，形成完整防禦網。

此外，美還試圖採取 「非戰爭軍事行動」手段，構築網絡化軍
事關係，確保對華周邊軍事介入可能，增強介入能力，其中包括試
圖構築美日韓 「三邊軍事同盟」，以及圖謀讓北約更多介入亞洲安

全事務。
上述三個方面清楚地表明了美在華周邊打軍事牌的三個招數：

一是與其亞太盟友、尤其是與華有領土糾紛的國家大搞軍演，頻率
與規模都創歷史新高，其中不乏虛張聲勢的成分；其二，加強軍事
部署，除計劃把美六成海空力量部署到亞太外，力圖將反導系統延
伸部署到亞洲，建立美日韓和美日澳 「新反導壁壘」，其中不乏欲
蓋彌彰的藉口；其三，通過發展與華周邊國家的軍事關係，其中包
括擴展從太平洋到印度洋的軍事夥伴關係，加大對華周邊的軍事滲
透與圍堵，其中不乏冠冕堂皇的說辭。

軍事牌作用終究有限
美在華周邊頻打軍事牌自以為得計。一則以武顯威，加強軍事

威懾，謀取戰略主動，構築有利於美的地區戰略態勢；二則以軍顯
優，凸現美軍事優勢地位，攫取地區安全主導權，並為其盟友與夥
伴與華爭鬥撐腰打氣，自己則安享 「平衡者」之利；三則以軍取利
，除幫軍火商發財外，還通過打軍事牌撈取經濟與外交實惠。

但美軍事牌作用終究有限。事實一再表明，靠天下獨一無二
的軍事力量，既擺不平伊拉克和阿富汗局勢，也解決不了朝鮮和
伊朗核問題。美憑強大軍力往往可以打贏戰爭，卻輸掉和平，並
埋下大量仇美的種子。靠軍演和軍事關係更解決不了美經濟與就

業難題。
實際上，美在華周邊頻打軍事牌會產生諸多負面影響。首先，

人們有理由認為美冷戰思維陰魂不散，霸權主義嘴臉難改，逆和平
、合作、發展的大勢而動，加劇地區緊張局勢，從而招致反感。其
次，中方有理由懷疑美對華戰略意圖，懷疑美是否願意與華實現在
亞太的良性互動，是否願意與華共同建立新型大國關係，並不得不
加強提防，以做到有備無患。再次，會導致一些國家發生戰略誤判
，錯上美 「戰車」，而偏離國家發展的正確軌道，並終將導致人民
對美和本國政府的不滿。最後，必然導致朝鮮等國的堅決反對。針
對韓美 「乙支自由衛士」聯合軍演，朝鮮國內多個團體聯合發表聲
明，強烈譴責其挑釁行為，認為它是對朝鮮不可容忍的軍事挑釁和
全面宣戰。金正恩已批准對美韓反擊計劃。

因此，美對在華周邊頻打軍事牌不應沾沾自喜，反應深刻反思
，以免鑄成大錯。中方尋求與美建立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
大國關係的願望是真誠的，但這樣一種開創歷史的關係是不可
能建立在美把中國當作戰略對手加以圍堵與遏制的基礎上的。
歷史表明，中國完全可以成為美的可靠夥伴；歷史還表明
，若美視華為對手，中國也可以成為美的稱職對手。美
的正確選擇應是在亞太發揮有利於和平、穩定、
發展、合作的建設性作用。

【本報訊】綜合英國《每日電訊報》、路透
社28日消息：普京在2008年第二任期結束的時
候，曾說自己治理國家像 「囚徒」 一樣埋頭苦幹
。為此，他的政敵、俄羅斯反對派領導人涅姆佐
夫28日在一份名為《一個囚徒的生活》報告中
披露了普京坐上總統寶座之後享受到的豪華遊艇
、宮殿、專機以及特別待遇，諷刺普京 「囚徒」
生活之奢侈，抨擊他在俄羅斯經濟不濟情況下的
「大花筒」 作風。

【本報訊】據俄羅斯之聲 29 日消息
：俄羅斯總參謀長馬卡洛夫大將向國際
文傳電訊社透露，俄羅斯駐南千島群島
（日本稱北方四島）部隊根據國家總統
確認的計劃加強裝備。除其他裝備外，
部隊還將部署 「堡壘」或是 「巴爾」導
彈系統。

馬卡洛夫強調說，恢復在南千島群島
的軍事設施正在按計劃進行，將於 「2014
年，最晚在2015年」結束。

早先，俄聯邦國防部高官曾對國際文
傳電訊社提到，在南千島群島已部署了
「山毛櫸-M1」高射導彈、現代通信聯

絡手段以及重型戰鬥機。他指出，以現代
裝備加強南千島群島部隊的武裝進程將會

繼續。不排除將在島上部署機動 「甲
殼-C1」導彈火炮系統。在國后、擇捉兩
座島嶼上已開始建造帶有必要設施的軍事
城市。

部署遠、近距離武器
據俄羅斯軍工新聞網報道，俄羅斯

「堡壘」機動式岸防反艦導彈系統性能先
進，威力強大，能摧毀包括航母在內的所
有級別和類型的水面艦艇，無論是編隊目
標，還是單獨目標。它能保護600多公里
的海岸線，阻止敵方登陸作戰。

而 「巴爾」導彈系統主要用於保衛和
鞏固近岸地區的目標。該系統能發現並跟
蹤水上目標，對目標進行分類，然後使用

X-35型反艦巡航導彈將其摧毀。該系統
一次可發射32 枚X-35 型導彈打擊110
公里外的目標，以阻止大規模登陸行動或
對艦隊攻擊。

日本和俄羅斯對北方四島一直存在
主權爭議。北方四島是指日本北海道以
北的齒舞、色丹、國后和擇捉四島。第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這些島嶼一直在
蘇聯及俄羅斯管轄下。長期以來，莫斯
科和東京的關係因 「南千島群島」問題
而蒙上陰影。

此前莫斯科曾多次聲明，俄羅斯對南
千島群島的主權不容置疑。俄羅斯建議日
方在放棄領土要求的條件下，聯合開發該
地區以代替對峙。

俄加強南千島群島導彈裝備俄加強南千島群島導彈裝備

▲俄羅斯在南千島群島已部署了 「山毛櫸-1」 高射導彈
互聯網

▲中國駐紐約總領事孫國祥大使（右一）和基辛格
博士（右二）、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副會長白麗娟
（左二）等嘉賓出席 「乒乓外交」 中國隊回訪四十
周年慶典 本報攝

俄總統豪華配置

【本報訊】據共同社 29 日消息：日本參院全體會
議 29 日晚表決通過了針對野田佳彥首相的問責決議，
預料國會運作將癱瘓。問責決議案由自民、公明兩黨以
外的7個在野黨團提出，自民黨議員投了贊成票，公明
黨議員棄權。在野黨今後將繼續施壓以迫使野田立即解
散眾院舉行大選。

由於參院問責決議不具法律約束力，野田不打算同
意在本屆國會結束前解散眾院，將把解散時間推遲至
10月的臨時國會開幕以後。

共220名議員投票，結果為129票贊成、91票反對
。民主黨議員中無人投贊成票。問責決議案通過後，在
野黨將拒絕出席在參議院的所有會議和辯論，直至9月
8日休會，變相癱瘓國會運作。

在野田之前，自民黨執政時期的首相福田康夫和麻
生太郎曾被參院問責。福田和麻生在被問責約3個月後
下台。在野黨計劃從 30 日起在參眾兩院全面拒絕審議
政府為實施重要政策而提交的各項法案。

日在野黨癱瘓國會運作

▲反對派領導人涅姆佐夫28日發布《一個囚徒的生活》
報告，披露普京奢侈生活 美聯社

▲普京的專機據報價值不菲▲普京的專機據報價值不菲 英國《每日郵報》英國《每日郵報》

◀普京被指擁有多艘豪華遊艇
英國《每日郵報》

▲普京所擁有的手表價值是他年薪
的數倍 英國《每日郵報》

▲普京宮殿中的擺設據說都是金製
的 英國《每日郵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