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據美聯社喀布爾17日消息：周一早上
，數百名阿富汗民眾放火燒汽車，並往美軍一個基地
裡投擲石塊，同時，由褻瀆先知穆罕默德的反伊斯蘭
電影引發的示威活動，在阿富汗首都演變成暴力事
件。

進入市中心的主幹線賈拉拉巴德路濃煙密布，民
眾焚燒集裝箱和輪胎。當消防車衝進現場時，警報器
不斷轟鳴。喀布爾省警察總長達烏德．阿明表示，至
少一輛警方的座駕被示威者焚燒。民眾從路邊撿起石
塊，扔向坐落在馬路旁邊的美軍基地菲尼克斯軍營。

該市警察應急部隊司令官凱姆將軍表示，超過20名警
察受輕傷，全部都是被石塊擊中。

自上周二以來，至少二十個國家的美國大使館門
口和其他美國影響力的象徵性場所，遭到憤怒和常常
是暴力的抗議，被襲擊的目標包括學校和食品店。迄
今，至少已有十七人在與該部電影有關的暴力中死亡
，另有數十人受傷。

28 歲的胡馬雍也是賈拉拉巴德路上的示威者之一
，他呼籲美國總統奧巴馬把那些褻瀆先知的人繩之於
法。他說， 「這不是第一次了。他們（美國人）永遠
都在製造穆斯林的怒火，褻瀆《古蘭經》，侮辱穆斯
林和褻瀆穆斯林先知。」他補充道， 「全世界的人都
很憤怒。當聽到任何不尊敬話語時，有所反應是所有
穆斯林的責任。」

在鄰國巴基斯坦，連日示威造成 2 人死亡，多人
受傷。約3000名學生和老師周一在西南俾路支省的差
曼鎮舉行反美集會，燒毀美國國旗和奧巴馬的肖像。
大概3000名大學學生及教職員在白沙瓦遊行，該市是
武裝分子橫行的西北地區的主要城市。警察用警棍衝
擊高喊反美口號的示威者，並發射催淚彈驅散他們。

與此同時，真主黨首腦哈桑．納斯魯拉號召全
黎巴嫩舉行一星期的抗議活動，抗議美國反伊斯蘭
電影。

30國中東軍演 史上最大
反水雷劍指伊朗 模擬突破霍爾木茲

佔領一周年 示威者堵紐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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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路透社及法新社17日消
息：在中東局勢由於伊核發展逐漸緊張之際
，來自全球6大洲、30個不同國家的戰艦、
航空母艦、掃雷艇和潛艇聚集海灣，16日開
始集結於波斯灣，展開中東史上最大規模的
國際海上軍事演習。主導此次軍演的美國表
示，演習旨在提升水雷偵測與清掃能力。

此次 「國際反水雷演習」展開時間為9月16日至27
日，地點包括紅海、阿拉伯海、亞丁灣和阿曼灣，繞開
了最敏感的霍爾木茲海峽。伊朗曾威脅稱，若國家遭到
攻擊，將封鎖全球40%海上石油出口必經的霍爾木茲海
峽，並襲擊區內的美軍軍事基地。

中東最大掃雷演習
美國海軍中央司令部表示，此次 「國際反水雷演習

」，有來自6大洲30國的艦隊與官員參與，為中東歷來
最大規模。聲明並未指出參與國名稱。據悉，美國3支
「尼米茲」級航母編隊參加，包括多艘巡洋艦、護衛艦

、驅逐艦以及搭載數以千計海軍陸戰隊和特種部隊士兵
的攻擊艦隻。英軍則由 4 艘掃雷艇和 1 艘補給艦組成，
同時 「金剛石」號驅逐艦也將在這一區域活動。

同時，包括配備 「阿帕奇」武裝直升機的英國 「卓
越」號航空母艦、英軍反應部隊和法國 「戴高樂」號航
空母艦將在地中海東部舉行聯合軍事演習。一接到命令
，這一部隊經埃及蘇伊士運河，可一周內抵達波斯灣區
域。

此次演習的第一階段，各國高階指揮官將評估水雷
偵測與棄置的最新發明；第二階段則在海上演練偵測與
除雷。聲明稱，海軍艦艇 「將參與防衛性演習，維護在
中東這條國際水道航行的自由，並促進區域穩定」。

在演習的預設場景中，一個虛構的 「極端組織」在
中東國際航道布設水雷，30國參演部隊將演習如何清掃
這些水雷。各方猜測，演習 「假想敵」正是備受封鎖的
伊朗。美國國防部官員堅稱演習並非針對伊朗或其他國
家，只是為了加強盟國與盟友間的反水雷能力。美軍 8
月份縮短航母 「斯滕尼斯號」假期，將其重新派往中東
，在該區以超例行狀態部署4艘航母，應付來自伊朗的
任何威脅。

伊朗擬下月防空演習
伊朗密切關注此次軍演，表示下月也將舉行全國範

圍的防空演習，以應對美國和以色列可能發起的攻擊。
伊朗外交部稱，美國等多國在中東水域舉行掃雷演習，
「時機敏感」， 「不懷好意」， 「充滿敵對色彩」，伊

朗將對演習 「密切監視」。
伊朗已定於下月舉行大規模軍演，模擬防禦空中打

擊。作為歷來規模最大一次防空演習，伊朗革命衛隊和
空軍將利用地對空導彈、無人駕駛飛機和最先進雷達，
聯合測試防禦國內3600處敏感地點，包括煉油廠和鈾濃
縮設施。伊朗哈塔姆安比亞防空基地指揮官伊斯梅利說
，這次演習將 「找出（伊朗安全）漏洞，試驗新戰術，
訓練舊戰術」。

【本報訊】據法新社及彭博社 17 日消息：星期一
是 「佔領華爾街」一周年紀念日，紐約人發動更多抗議
活動，試圖封鎖紐約交易所，重新給這場運動注入活力
。據支持示威的美國全國律師公會，其紐約市分會一名
義工科恩說，當天早上有約70人被捕。

多家銀行受擾
這場社會抗議運動，近期支持力量已大幅下降。而

在一年前，曾有數百人在華爾街附近的祖科蒂公園紮營
，抗議政府給予銀行業緊急援助，以及抗議佔人口
「1%」的統治集團。

9月17日是 「佔領」活動一周年紀念日，遊行人士
再次在百老匯現身，企圖阻止人們早上上班。與此同時
，約有200名被警員密切監視的示威者，聚集在祖科蒂
公園外，手持寫有 「金錢遠離政治」和 「我們是那99%
」等句子的標語。

警方當天早上已預先封閉下曼哈頓金融區，為面對
從紐約股票交易所附近開始的非暴力公民抗命活動作準
備。據規劃材料透露，17 日受到 「滋擾」的企業，有
美國銀行的百老匯分行、摩根大通、德意志銀行、紐約
聯邦儲備銀行，還有美國國際集團等。

星期六就已有約250人走上百老匯街頭，慶祝 「佔
領」運動一周年。來自布魯克林的 26 歲學生、周年紀
念活動組織之一克里斯．詹姆斯說： 「第一周年是把我
們的關注提上最高議事日程的好機會，我們關注的是
99%的人民。」該運動女發言人達娜．巴利基說，歷時
數天的街頭行動的焦點，將是紐約交易所的 「人民
牆」。

組織者否認衰落
除了在戒備森嚴的紐約交易所門口靜坐之外，該組

織還計劃開辦政策研討會和公民抗命訓練課。巴利基說

， 「佔領」運動領袖們已從過去的錯誤吸取教訓，現在
準備避開警察的鎮壓。

去年，祖科蒂公園的佔領營，引發世界各地的同類
行動，因為 「佔領」運動道出了人們的心聲，尤其是在
經濟滑坡、失業率高企和華爾街行為引起公憤的背景
下。

身為億萬富豪的紐約市長彭博最初對 「佔領」運動
持寬容立場。然而，在當局清理了日益髒亂的帳篷之後
，新的抗議企圖立即遭大量警方人員鎮壓，警方常常是
一次就逮捕數十人以至數百人。自此之後， 「佔領」運
動未履行大規模捲土重來的承諾。尤為矚目的是，雖然
抗議者試圖對早前的共和黨大會產生影響，但未能如願
。但是克里斯．詹姆斯否認 「佔領」運動衰落。他說：
「『佔領華爾街』一直在壯大，儘管我們沒有被報

道出來。我們獲得全國各地的支持，他們有些人就在
這裡。」

【本報訊】據法新社曼谷17日消息：美國星
期一宣布，將關閉其駐曼谷大使館，原因是曼谷
有數百人計劃發起一場抗議伊斯蘭電影《穆斯林
的無知》示威活動。美國大使館在聲明中說，在
泰國的美國公民沒有受到具體威脅，但是該大使
館促請美國人 「謹慎」。聲明說： 「即使示威本
意是和平示威，但仍有可能變成對抗性的示威，
並有可能在幾乎沒有或完全沒有警告的情況下升
級為暴力。」鄰近美國大使館的日本大使館一名
官員說，日本大使館也在考慮關閉，但附近的荷
蘭大使館則打算照常開放，因為該大使館在另一
條街上有一個入口。泰國人主要是佛教徒，但也
有約120萬穆斯林，佔總人口約4%，其中很多人
生活在靠近馬來西亞邊境的南部各州。

在印尼，美國駐雅加達大使館外，一場反美
示威演變成暴力衝突。示威者朝警方投擲汽油彈
，防暴警察朝天鳴槍示警，並以水炮驅逐人群。

周一，約 700 名示威者聚集在美國駐雅加達
使館門口，高呼 「美國，美國下地獄！」等口號
，抗議美國辱回電影《穆斯林的無知》。在衝突
中，一名警察被抗議民眾丟的石頭擲傷，警方隨
即踢打並拖走一小群示威者。抗議民眾焚燒美國
國旗。同一天，在蘇門答臘，約五十名穆斯林學
生行動聯盟的抗議者，試圖進入美國駐印尼北蘇
門答臘首府棉蘭領事館，但門口的警察把他們推
回去。示威者朝領事館扔雞蛋，並踐踏美國國旗
。棉蘭領事館是美國駐雅加達大使館的一部分，
但不提供全面的領事館服務。

【本報訊】綜合路透社及法新社17日消息：以
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16日稱，伊朗在研製核武器所
需濃縮鈾方面的進展非常快，預計 「在大約6個月
內」就能夠完成這一進程的90%。他敦促美國就伊
朗核問題劃下 「明確紅線」，警告伊朗必須不得越
雷池一步，否則將面臨軍事打擊。但美方表示，仍
有時間通過外交和經濟手段迫使伊朗停止核活動。

內塔尼亞胡在接受美國CNN及CBS電台採訪
時說， 「劃下紅線」的作法可以降低必須攻擊伊朗
核設施的機率。 「如果他們知道鈾濃縮或其他核活
動存在一個不可逾越的點和階段，否則將面臨後果
，我認為他們確實不會逾越。」他說： 「為伊朗設

下紅線很重要，以色列應該和美國討論這件事。」
不過，他這個呼籲卻未獲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蘇

珊．賴斯認同，美國總統奧巴馬也一直拒絕對伊朗
下最後通牒。賴斯16日在電視節目上說： 「任何確
保伊朗不會取得核武的選項都會留在枱面，包括動
武。」但她堅稱 「伊朗還沒到達那個階段」。

賴斯表示，美國和以色列阻止伊朗獲得核武的
立場沒有分歧，但雙方在德黑蘭當局何時取得核武
能力上有些落差，美方認為目前仍有 「相當多時間
」通過外交和經濟手段迫使伊朗停止鈾濃縮活動。
她認為，美國政府祭出的制裁，確實發揮了打擊伊
朗貨幣和石油生產的功效。

反伊核 美以不同調

伊朗首認在敘有軍事顧問
【本報訊】綜合英國 BBC 網站及法新社

17 日報道：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官員 16 日表
示，伊朗高級軍事單位的官兵正位於敘利亞及
黎巴嫩境內，並向該國提供 「精神和經濟」等
非軍事援助。對此，黎巴嫩總統蘇拉曼要求伊
方給出官方解釋。

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司令穆罕默德．阿里
．賈法里 16 日在德黑蘭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
表示，伊朗革命衛隊 「聖城旅」一些成員在敘
利亞和黎巴嫩境內以 「顧問」身份提供建議。

這是伊朗官方首次承認在敘利亞和黎巴嫩
有伊朗革命衛隊成員。但賈法里稱，這不代表
伊朗在敘利亞及黎巴嫩兩地有軍事存在。這名
高官還表示，如果敘利亞遭到外部襲擊，伊朗
有可能採取軍事行動。他沒有透露位於敘利亞
境內伊朗官兵的人數。

賈法里 16 日還警告以色列說，對伊動武
會給 「侵略者」帶來 「傷害和令其不安的後果
」。他說，以色列絞盡腦汁勸說美國同以色列
一道武力打擊伊朗，但美國不會同意，因為美
軍在本地區的軍事基地都處於伊斯蘭革命衛隊
導彈打擊範圍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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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東反美怒火延燒
阿民眾襲美軍基地

▼美軍三艘水雷反制支援艦 「先鋒號」 、
「毀滅者號」 和 「哨兵號」 （由左至右）

互聯網

▲美工作人員將水下無人航行器捆綁在特快戰艇
上 互聯網

▲8月27日，一架美軍MH-60S直升機停放在兩
棲運輸艦 「龐塞號」 的甲板上 互聯網

▲印尼警方17日
發射催淚彈，驅
逐在美國駐雅加
達使館外的穆斯
林示威者

美聯社

▲巴基斯坦示威者16日在卡拉奇焚燒美國國旗
法新社

▲紐約警方17日逮捕 「佔領華爾街」 的示威者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