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八日 星期六A9國際新聞責任編輯：張佳晴
美術編輯：劉國光

海嘯警報級別
大海嘯
浪高3米以上
浪高0.5米左右

海嘯
浪高2米左右
震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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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路透社6日消息：67歲的美國防毒
軟件大師麥卡菲，6 日向危地馬拉政府尋求政治庇護
被拒絕後，疑因心臟病被送入醫院，但隨後被證實只
是因壓力導致的胸部不適。

當天，麥卡特被救護車用擔架送入醫院，但轉眼
間他又被警車帶離醫院。他的律師說，麥卡菲將被帶
返移民局，自從他從伯利茲非法入境危地馬拉之後就
一直被拘留在此，伯利茲的警方希望能夠就麥卡菲鄰
居之死對他展開質詢。

前首席檢察官格拉說： 「麥卡菲從來沒有心臟病
。」此前他曾經表示麥卡菲經歷了兩次輕微的心臟病
。他表示： 「我不是醫生，我只是告訴你們醫生告訴
我的事。他現在壓力很大，過度緊張，心跳過速。」

麥卡菲早上的時候還在他的博客上發文，當時就
是他因壓力過大遭受不適的時候。格拉說： 「我不認
為心臟病會讓人無法用博客。」格拉的助理帕茲早些
時候表示，她發現麥卡菲躺在地上，不能動彈也不能
言語。

麥卡菲周三因攜帶女友非法入境危地馬拉而被當
地警察逮捕，他此舉是為了躲避伯利茲當局。他曾經
說過，他害怕回到伯利茲會被殺掉。

危地馬拉外長卡瓦羅列斯早些時候宣布，麥卡菲
的避難請求被拒絕。前外長奧雷利亞納表示，政府應
該更加重視避難請求，而不是急於做決定。他說：
「我們必須考慮的是，麥卡菲在伯利茲沒有受到任何

犯罪指控。」

【本報訊】日本東部海域發生
強烈地震，東京亦感受震動，本港
入境處及旅遊業議會昨日表示，暫
未收到在當地香港人的求助或查詢
。入境處發言人稱，不會發出旅遊
警告。旅遊公司表示，本港出發的
旅行團暫時沒有受到影響，未出發
的旅行團會照計劃出發。

旅遊業議會總幹事董耀中表示
，已致電日本相關部門，暫並未收
到在當地港人的求助，也暫未有香
港家屬查詢是否有親友受災。

東瀛遊執行董事禤國全稱，由
於地震發生的地方較為偏遠，本港
旅行團的行程路線普遍不會前往，
因此未受影響。該公司目前有20個
旅行團在日本，大部分分布於沖繩
、九州、本州、北海道，全部都沒
有受到影響，只是在東京的旅行團
回覆，感受到輕微震感，但並不影
響正常生活。他稱已出發的旅行團
會繼續按照原定行程，未出發但已
報名成團的旅行團亦會按時出發，
暫時沒有市民退團。

【本報訊】據法新社 7 日
消息：當地時間下午 5 時 18 分
（香港時間 4 時 18 分），在去
年 「3．11」震災震源附近的日
本東北近海發生里氏7.3級地震
。東京電力公司發言人在周五
的地震發生後說，去年爆發核
災的福島第一核電站沒有異常
發生。

該發言人說，東電管理的
核電站暫時沒有任何問題。現
時，日本五十個核電站，只有
兩個在運作；其他核電站暫時
關閉，進行維修和安全檢查，
同時等候日本對核電的前途進
行檢討。

東電發言人說，地震過後
，核電站沒有受到破壞。該名
發言人說： 「福島第一核電站
六個反應堆的設備都沒有反常
現象。」他說： 「我們已下令
所有工人在福島核電站建築物
裡的避難所裡躲起來。」他說
： 「福島核電站輻射監視器沒
有反常紀錄。水處理設施也沒
有反常情況。」

據日本原子能規制委員會
介紹，東京電力公司的福島第
一、第二核電站，東北電力的
東通、女川核電站以及日本原
子能發電公司的東海第二核電
站均未發現異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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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不發旅遊警告

【本報訊】據法新社開羅 7 日消息：埃及反對派
聯盟 「全國拯救陣線」7日發表聲明，正式拒絕與總統
穆爾西就解決當前危機展開對話，並呼籲支持者繼續
舉行集會，以和平方式抗議總統穆爾西的擴權法令。

號召更多示威
穆氏 6 日發表全國電視講話，他為自己的擴權法

令辯護，並表示他將繼續推動12月15日舉行的公民投
票。穆氏表示他已經做好準備 8 日和反對派舉行會談
，但是並沒有顯示出妥協的跡象。雙方的僵持，使得
埃及這場危機面臨進一步升級的危險。

「全國拯救陣線」指責穆氏拒絕 「提供一致解決
方案的多次請求……以將埃及救出目前災難般的狀況
」。他們指責總統 「分化埃及人民，將他們分為 『立
法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也就是他所稱的 『暴徒
』」。

埃及年輕活動分子團體 「4月6號」號召所有清真
寺的示威聚集到開羅的主要廣場上。一名法新社通訊
員說，總統府外的情況還比較冷靜，不過安保仍十分
緊張。總統府外部署着許多坦克和裝甲車，鐵絲網後

是大量的士兵和防暴警察。6日，他們對這一地區進行
了清場。

穆氏老家遭衝擊
在 6 日的電視講話中，穆氏呼籲停止暴力，為自

己的擴權法令辯護，邀請反對派別於本月 8 日開展全
國對話，並宣布新憲法草案公投將於15日如期舉行。
他說： 「我們尊重和平的言論自由，但是我絕不允許
任何人轉向殺戮和破壞」。

在穆氏發表演說的時候，成百上千的反對派示威
者攻擊了穆斯林兄弟會的開羅總部，並在總部大樓內
縱火，隨後被防暴警察用催淚瓦斯擊退。而穆氏在家
鄉東部省的住宅附近發生了反對者與警方衝突，衝突
造成人員受傷。反對穆氏的示威人士向警方投擲石頭
，警方則對人群使用催淚瓦斯，有20人受傷。當時，
總統家人已經在保安人員保護下從東部省家中撤離。

美國總統奧巴馬美國總統奧巴馬 6 日與埃及總統
穆爾西通電話，對埃及暴力衝突導致人員傷亡表示
「嚴重關切」，呼籲各方通過對話解決分歧。美國白

宮當天發表聲明說，奧巴馬在通話中強調埃及各政治

派別領導人應向支持者表明 「暴力行為不可接受」，
對穆爾西邀請反對派開展全國對話表示歡迎，呼籲對
立雙方 「在不附加先決條件」情況下開展對話。

日本氣象廳認為，此次地震是 「3．
11」大地震的餘震，震中位於海溝外側。
未來一周可能發生最大達里氏6級的餘震
，有必要加以注意。

宮城5000人緊急疏散
據美國地質勘探局說，今次地震強度

為7.3級，其後尚有一次6.2級餘震。日本
氣象廳向宮城縣發布海嘯警報，並提醒青
森縣的太平洋沿岸、岩手縣、福島縣和茨
城縣注意海嘯。約2小時後解除了所有警
報。太平洋海嘯警告中心說，沒有造成廣
泛海嘯的風險。

當地時間下午6時，氣象廳觀測到岩
手縣石卷市鯰川的海嘯高度為1米，岩手
、宮城、福島各縣為 20 至 40 厘米。去年
「3．11」大地震和海嘯蹂躪了大片東北

地區，造成數千人死亡，當時石卷市也是
重災區。

在宮城縣，有約五千人在接到地震預
警後往高地疏散。當地官員大森隆一說：
「我們呼籲居民疏散到高地。這裡已經一

片漆黑了。電話不管是固網還是手機，都
老是打不通，這就更難督促居民盡快離開
。」他說： 「地震不是太大，但感覺持續
時間很久。與去年相比，實在不算什麼。」

日電視台嚴陣以待
在地震發生前不久，NHK 電視台中

止平時節目，警告將要有強烈地震。之後
，該台主持人頭戴安全帽出鏡，一再以緊
張口脗呼籲民眾疏散稱： 「請不要忘記去
年的地震和海嘯。現在就去叫你們的鄰居

逃往高地吧！」
NHK 電視畫面上還用紅底白色大字

顯示 「海嘯！避難！」的文字，災難氣氛
濃厚。據 NHK 透露，為汲取東日本大地
震的教訓，該台從去年 11 月起改變了畫
面顯示及呼籲疏散方式，此次是方針改變
後首次實際使用。日本各大民營電視台也
在傍晚時段的新聞節目中，接連插播宮城
縣氣仙沼市沿岸地區的直播畫面，新聞解
說員等呼籲 「迅速疏散」。

東京市民習以為常
據日本警察廳介紹，此次地震造成至

少 10 人受傷，但傷者並無大礙。日本首
相野田佳彥當天則取消預定在東京街頭的
競選演講，回到他的辦公室監察情況。

另外，此次地震因震源較淺，東京地
區也感受到強烈震感，建築物劇烈晃動持
續了1分鐘左右。不少在日華人均在社交
網站貼出照片， 「直擊」地震感受。有網
友稱，同在東京的日本同事對晃動均表現
淡然，並以過來人的口脗安慰稱： 「日本
的房子都是抗震的，呆在室內更安全。」

當天地震發生後，東京成田機場也因
地震短暫關閉，目前已恢復正常營運。據
媒體報道，東京羽田機場維持正常營運。
全日本航空公司發言人說，政府官員正在
檢查仙台機場的跑道。兩架在空中的飛機
已飛往其他機場降落，當天七架原準備飛
往仙台的飛機全部取消。東日本旅客鐵道
公司則暫停新幹線列車服務，檢查是否有
任何災損。

311餘震 主播大喊逃命

日7.3級強震有驚無險
【本報訊】綜合法

新社、美聯社及共同社
7日報道：當地時間下
午17點18分左右，日本東北近
海發生了里氏7.3級強烈地震，
宮城縣沿海一度有海嘯警報。
由於此次震源與去年 「3．11
」 震災震源相近，日本傳媒反
應緊張，日本廣播協會（NHK
）新聞主播在播報預警時大喊
「趕快逃命」 。

穆爾西企硬 反對派拒對話

【本報訊】綜合中央社及共同社 7 日消息：菲律
賓政府 7 日表示，由菲律賓發起、旨在討論南海主權
爭議的東盟四國次長級會議，因部分與會官員行程與
會議時間發生衝突而取消。菲方同時否認這同北京施
壓有關。

菲律賓外交部11月下旬宣布，菲律賓、越南、馬
來西亞和文萊四國的外交部次長同意於12月12日前往
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商討推進南海問題的可行性方案
，並找出解決爭議的辦法。

然而，菲律賓外交部發言人勞爾．埃爾南德斯於
7 日下午告知媒體，由於開會時間與部分受邀官員的
行程有衝突，因此，南海聲索國次長級會議 「不會在
12月12日召開」。

埃爾南德斯沒有透露哪些國家的官員無法前來，
但他稱，菲律賓將努力促成這場會議在未來得以召開。

四國步調不一致
德國之聲消息稱，菲、越、馬、文四國原定下周

三在馬尼拉就南海主權爭議進行磋商，未邀請中國參
加。近兩年來，中國同菲、越之間的南海主權爭議加
劇。中國迄今只願意以雙邊方式談判相關爭議，拒絕
爭議 「多國化」、 「國際化」。

報道說，舉行四國會商是菲律賓爭取以多邊方式
解決相關爭議努力的一部分。不過，馬來西亞和文萊
兩國政府已告知東道國菲律賓將缺席會議，有分析認
為此舉是為了顧及中國的顏面。也有分析稱，馬來西
亞和文萊的缺席表明其與上述兩國的步調並不一致。

大馬文萊缺席 菲南海會議取消

麥卡菲政治庇護被拒
一度疑心臟不適入院

▲7日在仙台地鐵站，列車因地震暫停開出，站台擠滿乘客 法新社

▲東電監控錄像顯示，福島第一核電站在7日的海嘯警報後
無異狀 路透社

▲日本一家電視台的新聞主播頭戴
安全帽出鏡 互聯網

▲日本 NHK 電視台發布海嘯警
報 新華社

▲6日在危地馬拉，麥卡菲被救護車送入醫院
路透社

▲6日在開羅，埃及軍方設路障隔開示威者
路透社

▲7日在強震後，岩手縣消防員上街呼籲群眾疏散
路透社

◀東京地鐵工作人員用擴音器通知乘客列車服務情況 法新社

埃及危機升級 奧巴馬嚴重關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