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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訊

【本報訊】據法新社山梨縣2日消息：日本
中央高速公路隧道2日上午發生崩塌事故之後，
目擊者講述現場的混亂情況。

來自中部長野縣 37 歲男子鈴木智博與妻兒
幸運逃離現場。他憶述說，事故發生時，這條近
5公里長的隧道一片混亂，汽車逆線行駛，希望
能逃離塌落地區和隨後發生的火警。

鈴木說，他跳出車外，跑向已被混凝土壓毀
的另一輛車，希望能救出車內的人。他說： 「天
花板有一個像道路一樣廣闊的部分直塌下來，把
中央壓斷成 『V』狀。」

不過，那輛車的引擎蓋着火，他無法靠近。
他說， 「我致電警方，因為我猜我不可能救出裡
面的人了。過了一會，我從公共廣播系統兒聽到
，隧道內發生火警，灑水系統將會啟動。」

鈴木說，隧道內的人都很驚慌，一輛輛汽車
開始逆線行駛，嘗試逃離。鈴木和他的 38 歲妻
子以及兩名分別為6歲和9歲的孩子會合，匆匆
逃往安全地方。他說： 「我很不安，因為我看不
到出口。」鈴木及其家人花了約一小時才逃出隧
道。他們逃出之時，火勢已經一發不可收拾，他
們看到濃湮冒出隧道口。

監控攝影機拍下的事發 10 小時後片段顯示
，鈴木所描述的 「V」形位置仍堆積了大塊混凝
土，身穿保護衣物的人們努力跨過去。

另一名逃生男子憶述一名女子爬離廢墟向他
求救的情況。他說，自己驚慌地看着混凝土掉落
在他前面的一輛車，隨即塵土飛揚。瓦礫堆中隨

即傳出大叫 「救命」的聲音。然後一名赤腳、衣
服破爛的年輕女子走出來。

他說，他問她車內有多少人時，那名女子無
法停止顫抖， 「她說： 『我所有的朋友和我男朋
友都在那兒啊……請救救他們吧。」不過當時火
勢很大，他難以施以援手。

日公路隧道坍塌5死
疑因支柱老朽肇禍 數十人棄車逃生

■以扣巴1億美元稅款報復

【本報訊】綜合韓聯社、共同社、
新華社 2 日消息：外交部發言人秦剛 2
日就朝鮮宣布將於近日發射衛星答記者
問時表示，中方對朝方宣布將發射衛星
表示關切，中方也注意到各方反應。

秦剛表示，朝鮮有和平利用外空權
利，但這一權利受到安理會有關決議等
的限制。希望有關方多做有利於半島和
平穩定的事情，希望各方冷靜對待，避
免局勢輪番升級。

韓國總統李明博 2 日在青瓦台接受
採訪時說，朝鮮是否在韓國總統選舉之
前發射導彈（美日韓等國認為 「衛星」
實為遠程導彈）尚不太明確。即使朝鮮
在總統選舉之前發射導彈，也不會對選
舉帶來太大的影響。

韓國外交通商部長官金星煥 2 日下
午主持召開有關應對朝鮮發射衛星的對

策會議，並計劃 3 日與中、美、俄、日
駐韓大使就朝鮮發射衛星舉行面談。

據韓聯社報道，金星煥在會議上指
示， 「相關部門要緊密注視朝鮮的動向
，通過各部門之間的協商，做到萬無一
失」。

報道說，韓國外交通商部朝鮮半島
和平交涉本部長林聖男 4 日將訪問美國
，與美方共商應對方案。韓國一位高層
官員表示，如果朝鮮執意要發射衛星的
話，韓國將訴諸聯合國安理會來解決此
事。目前狀況下，韓國政府更希望通過
外交努力來促使朝鮮放棄發射計劃。

韓媒：朝秘邀海外技術專家
韓國政府一名高層人士 2 日表示，

近來朝鮮為確保遠程彈道導彈技術，秘
密邀請國外導彈技術專家訪問朝鮮，以

挽回今年 4 月導彈發射遭到的失敗。此
外，去年 7 月兩名朝鮮人涉嫌在烏克蘭
試圖盜竊發射體發動機燃料供應裝置的
相關秘密文件而被逮捕。

據觀測，朝鮮為了彌補導彈技術上
缺陷，自 4 月以來在平安北道東倉里導
彈發射基地數次進行了遠程火箭（ 「銀
河3」號）發動機性能試驗。

日本共同社 2 日援引消息人士說法
稱，伊朗10月下旬起派遣了由國防部技
術人員等組成的代表團常駐朝鮮。伊朗
軍事代表團屆時有可能參觀新的發射。
代表團成員包括伊朗國防部的技術人員
、電腦專家以及相關企業人員等四人，
其中兩人是10月下旬入境。

另外：日本最大在野黨自民黨，2
日宣布成立 「朝鮮導彈問題緊急對策會
議」，由黨總裁安倍晉三負責，將於 3
日召集第一次會議，分析朝鮮的動態，
並聽取情報分析。

俄羅斯空軍總司令邦達列夫 1 日表
示，俄無線電技術部隊已做好準備跟蹤
將發射的朝鮮火箭。

中國關注朝射星冀各方冷靜

女子赤腳逃命 顫聲呼救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路透社、新華社2日消
息：埃及最高憲法法院2日發表聲明說，該法院將無
限期停止工作，直至 「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壓力消失為
止」。

當天，數千名示威者聚集在最高憲法法院門前，

抗議其 「試圖損害制憲委員會和議會上院這兩個民選
機構」。示威者一度阻止法官們進入最高憲法法院工
作。該法院隨後發表聲明說，這是司法上一個 「黑暗
的日子」，並稱該法院將無限期停止工作，直至 「精
神上和物質上的壓力消失為止」。

最高憲法法院當天早些時候宣布，無限期推遲涉
及解散制憲委員會和協商會議（議會上院）案件的判
決。最高憲法法院原計劃2日對涉及解散制憲委員會
和協商會議（議會上院）的案件作出判決。但制憲委
員會11月30日通過新憲法草案，埃及總統穆爾西12
月 1 日宣布將於 12 月 15 日就新憲法草案舉行全民公
投，這意味着制憲委員會完成了新憲法草案的起草工
作，該委員會隨後自動解散。

15日舉行全民公投
穆爾西1日說，新憲法草案具有廣泛代表性。他

也承認分歧的存在，他個人並不會拖延埃及轉變的進
程，而新憲法草案是埃及民主化道路上的一個重要標
誌。

穆爾西在11月22日宣布了新的憲法聲明，賦予

總統不受任何機構監管的無上權力，包括司法。如果
新憲法草案獲得認可，新文本便將覆蓋所有的憲法聲
明，包括穆爾西此前頒布有關禁止挑戰總統權力的法
令（包括限制埃及總統任期為4年，而且只可以連任
一屆，以及平民對軍方的監督），而新的議會需要在
60天內經選舉產生。

當穆爾西宣布公投時間後，在開羅大學附近集會
的穆爾西支持者們用歌舞，歡呼大叫： 「人民支持總
統的決定！」與此同時，數千名穆爾西的伊斯蘭支持
者則從周六晚上起包圍憲法法院，在法院大樓前靜坐
，阻止法官們進入大樓。

自去年發生政治動盪後，埃及議會共選出兩屆制
憲委員會。第一屆委員會成立於今年 3 月 24 日，國
家行政法院 4 月 10 日對其合法性提出質疑，決定中
止其起草新憲法的工作。本屆制憲委員會成立於6月
12日。

由於在伊斯蘭教法地位、司法獨立、總統權力等
問題上爭執不休，加之對新憲法聲明爭議不斷，埃及
近期爆發大規模民眾示威事件，目前已導致4人死亡
、600多人受傷。

埃最高憲法法院無限期罷工

【本報訊】據《華盛頓郵報》2日消息：美國國防部有
一個雄心勃勃的情報計劃，要建立一個像中情局那樣規模的
間諜網絡。

這個項目旨在把國防情報局，變成一個聚焦於新興威脅
、並與中情局及軍方精銳突擊部隊更緊密合作的間諜機構。
當計劃拓展完成之後，國防情報局預期會有多達 1600 名情
報 「蒐集員」遍布全球各地，實屬史無前例。到目前為止，
它在海外的情報人員只有幾百人。這個情報人員總數包括駐
外武官和以其他身份作掩護的人。

美國官員說，這個增長計劃為時5年，新一代秘密特工
將由中情局訓練，時常要與美國聯合特種司令部一起工作，
但他們的間諜任務將由國防部決定。

官員說，非洲伊斯蘭武裝組織、朝鮮和伊朗的武器轉移
，還有中國正在進行的軍事現代化，都放在五角大樓情報工
作首位。

國防情報局局長弗林說： 「這不是國防情報局的一次小
調整，而是國家安全的一次大調整。」

國防情報局的大檢修，加上中情局自從 「9．11」恐怖
襲擊以來的發展，都將建立一個規模史無前例的間諜網絡。
這個方案反映奧巴馬政府和間諜活動的密切關係，和對傳統
力量進行的秘密行動。

但和中情局不同的是，五角大樓的這個間諜機構，不准
進行超越蒐集情報的秘密行動，例如無人機攻擊、政治破壞
或向武裝分子提供武器等。

五角大樓擴大情報活動
5年內增派1600名海外間諜

▲今年4月，獲邀參觀朝鮮「衛星」發射的記者離開發射台 資料圖片

▲埃及總統穆爾西的支持者2日包圍最高憲法法
院 美聯社

■美足球員槍殺女友後自盡

【本報訊】據美聯社2日消息：以色列政府在2日表示
，將收回代巴勒斯坦方面徵收的1億美元稅款，來懲罰巴勒
斯坦成功在聯合國提升地位。

以色列財政部長施泰尼茨表示，以色列當局將把上述款
項轉為償還巴勒斯坦拖欠以色列電力公司以及其他機構的款
項。根據以色列方面的說法，巴勒斯坦人虧欠以電力公司約
2億美元電費。

以色列內閣同時亦通過一項決議，稱不會因為聯合國大
會承認巴勒斯坦的基礎上就開展談判。這是以色列針對巴
「入聯」之後的第二項懲罰。以色列在11月30日表示，將

繼續在約旦河西岸和東耶路撒冷興建 3000 個定居點。以色
列在巴「入聯」投票前就警告，可能會採取嚴厲的報復行動。

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阿巴斯2日返回拉姆安拉，
受到熱烈歡迎，並呼籲巴勒斯坦內部和解，稱會採取新措施
消除分裂。

【本報訊】據英國廣播電視公司2日消息：美國國家美
式足球聯盟 「堪薩斯酋長隊」一名球員，在 12 月 1 日槍殺
女友後在球隊教練及經理面前舉槍自盡。

警方表示，25 歲的後衛球員貝爾徹在開槍殺死女友不
久後便開車前往球隊的訓練場館──箭頭體育館，他隨後在
場館外的停車場開槍自殺。

貝爾徹的球隊教練及經理對警方稱，貝爾徹當時並不是
威嚇他們，而是向他們道謝。堪薩斯酋長隊已在一份聲明中
證實消息，並稱會配合當局進行調查。

堪薩斯市警方發言人表示，當局在1日稍早時接到消息
稱，一名女子在箭頸體育館八公里外的民居被槍擊身亡。受
害人隨後證實為貝爾徹的22歲女友帕金斯。

貝爾徹與帕金斯育有一名三個月大的女兒。貝爾徹的母
親當時也在屋中，她在意外發生後報警。當地電視台引述帕
金斯的一名朋友說，貝爾徹與帕金斯此前曾發生爭吵。

■沖繩美軍禁基地外飲酒
【本報訊】據共同社2日消息：駐沖繩美軍1日出台了

一項新禁令，全面禁止沖繩縣內的所有美軍人在基地外
飲酒。

據悉，美軍在基地外不分晝夜全面禁止飲酒，包括在餐
飲店就餐或受邀去友人家中等。自己家中則不包括在內。基
地內則為晚 10 點至翌日早晨 8 點間禁止飲酒，基地內的餐
飲店和小賣部等也不允許在此時段銷售酒精類飲品。

另外，為防止有軍人在基地內飲酒後以醉酒狀態外出，
日落後將實施突擊性酒精測試。對象包括車輛司機、同乘人
員及步行外出的軍人，一旦被檢出飲酒則將禁止其外出。

駐日美軍此前已頒布了夜間外出禁令，禁止軍人在晚
11點至翌日凌晨5點間外出，然而違反該禁令的事件不斷發
生。11月30日還有一名酒後駕車的海軍陸戰隊隊員，在沖
繩縣北中城村開車撞上正在等紅燈的3輛車，因此出台了更
為嚴格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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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2日上午8時左右，連接日本山梨縣大月
市和甲州市的中央高速公路上行線笹子隧道，在離東京
一側出口約 1.7 公里附近約 110 米的水泥天花板陷落，
事故現場距離東京約 80 公里。數十名民眾冒着嚴寒棄
車逃生，當時隧道汽車流量不多，否則情況會更嚴重。
日本警方稱，事發之後首先有人報警，警方根據隧道內
的監視攝像頭確認了崩塌狀況。

日本消防廳消息最初確認7人失蹤，後來確認起火
燒毀的一輛汽車內的5人全部死亡，另外至少一人被困
在卡車內，確切的死亡或者失蹤人數暫未能確定。山梨
縣警方稱，有2名女性受輕傷，靠自己的力量逃出隧道
，被送往醫院救治，沒有生命危險。

據一些倖存者稱，事故發生時，隧道有數十塊天花
板坍塌，近百米隧道頂崩塌成為V字型。雖然事發時隧
道內行車暢順，但逃離時身後的黃色濃煙和沙塵迅速追
至，瞬間便被籠罩，一些人因看不見前方，被障礙物和
崩塌的磚礫擦傷。

NHK記者恰好經過
塌方導致一輛汽車起火，濃煙瀰漫隧道，在最初的

一個小時內，消防隊員無法進入隧道救險。消防本部調
集了煙霧驅散器進行排煙，並於一個小時後進入隧道。

因有二次塌方危險，救援活動曾一度中斷，到傍晚
恢復之時，一隊隊的救援人員，配備重型設備如車輛運
輸車，重新被派進隧道內。在隧道口現場架設了多個帳
篷，供各方人員進行協調工作。

日本NHK電視台記者後藤喜男正巧開車經過，他
左車廂被毀、前部玻璃粉碎，倖免無事，成為最先現場
報道的記者。他說， 「我加速通過隧道，但附近車輛似
乎受困。隧道冒出黑煙，隧道內似乎起火」。

9月檢查未發現異常
日本高速公路星羅棋布，有數千條數百米長的連接

隧道。每天有數百萬汽車使用高速公路網。
本次發生事故的笹子隧道為上下行分離式，全長約

4700 米，1977 年開通，是日本最長的隧道之一。它是
連接日本中部、西部與東京的主要幹道之一，法定時速
70公里。

對比東名高速公路等其他以東京為中心的放射形高
速路線，中央高速較老舊，尤其山梨縣部分路段更因道
路設計缺陷，以堵車著名。

日本的高速公路隧道內都設置滅火裝置，上一次發
生重大的隧道事故是 1979 年東名高速公路的隧道內因
兩車相撞發生火災，由於隧道內監視攝像頭安裝不良，
消防裝置啟動緩慢，導致173部汽車失火、7人死亡。

這次隧道塌方的原因暫時不明，大阪大學名譽教授
谷本親伯從事故錄像來看，懷疑可能與隧道支撐頂板的
支柱老朽有關。高速公路公司職員表示，物料老舊可能
是塌方的原因之一。據悉，事故現場附近在今年9月曾
進行5年一次的定期檢查，當時並未發現異常。

【本報訊】綜合日本共同社、法新社、
英國廣播公司2日消息：日本一條高速公路
隧道2日上午發生塌方，兩輛汽車被埋，一
輛汽車被砸中起火。當局稱至少有7人失蹤
，後來確認有5人被燒死，一人被困，另有
兩人受輕傷。分析人士表示，可能是因為隧
道支柱老朽導致事故發生。

▲事故後笹子隧道冒出滾滾濃煙 路透社

▲日本警察和消防員2日聚集在發生塌方的山梨縣笹子隧道口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