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價格雙軌 變革胎動

誣華人狡詐吝嗇

【本報訊】綜合韓聯社、韓國《中央日報》
、法新社 11 日消息：據了解，朝鮮將安裝在平安
北道鐵山郡東倉里火箭發射台的遠端火箭撤離後
運抵鄰近組裝中心，進行整修。

朝鮮宇宙空間技術委員會昨日以發言人的名
義發表 「談話」表示，發現了一級火箭的發動機
系統存在技術缺陷，於是決定將火箭發射時間從
原來的10日至22日延長至29日。

據一位外交消息人士分析稱，朝鮮要將火箭
從發射台撤離後解決技術問題。該人士表示，朝
鮮發射火箭的計劃並無變化，朝鮮在整修火箭存
有的技術性缺陷後，將再次把火箭重新固定在發
射台，因此發射不會有問題。政府一位消息人士

表示，不需要對此賦予太大的意義，將火箭從發射
台撤下來與是否取消發射似乎並無太大的關係。

據悉，政府正在認真分析朝鮮從發射台撤離
火箭的原因。有些人士對朝鮮 29 日之前完成火箭
修理工作持消極看法。軍方正在密切關注東倉里
發射場周邊的動靜，繼續保持警戒。

韓日美每天監控耗逾千萬
從 10 日上午 6 點開始，韓美日情報當局加強

了對平北鐵山郡東倉里一帶的集中監視。雖然發
射日程被推遲到了 29 日，但情報當局計劃仍啟動
海陸空一切裝備對這一地區進行監視，直到整個
發射結束為止。

為進行這一監視活動，預計三國每天至少要
花費 15.8 萬億韓圜（約合 1137 萬港元）的經費。
政府當局者表示 「雖然朝鮮已經表示了延期發射
的意思，但直到朝鮮將發射台上的火箭拆卸下來
，我們都不得不進行監視」。隨着朝鮮將發射日
程延期一周，偵察費用也隨之增長了 7200 萬港元
以上。

法新社分析稱，隨着朝鮮繼續推進火箭發射
計劃，國際社會必須決定如何對它做出懲罰。但
有很多因素令美國及其盟友的選擇有限，它們對
朝鮮微薄的影響力，早已有大部分被它們使用過
了。

平壤今年4月發射火箭失敗之後，美國、歐盟
、韓國和日本，列出 40 家朝鮮國有企業，希望加
進聯合國的朝鮮公司黑名單中。得到中國同意的
企業只有3家。不過，中國也同意安理會的一篇聲
明，警告如果朝鮮作出新的嘗試，就會有進一步
行動。

朝火箭從發射台撤離

曼德拉肺部感染接受治療

紐約鬧市突發爆頭槍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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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法新社、《歐洲時報》
11日消息：法國《觀點》雜誌（Le Point
）8月 23日刊登了題為《在法華人耐人尋
味的成功之道》的抹黑報道，文章將華人
成功之道歪曲為超時工作、使用黑工、偷
稅漏稅等，更將偷渡、黑幫等帽子扣在華人
頭上。法國華人青年協會（AJCF）10日發
布公告稱，已經以 「種族誹謗罪 」 起訴
《觀點》雜誌。法國的反種族主義團體
「SOS Racisme」 當天也以類似的名義起
訴該雜誌。

文章中列舉 「中國商人的五大特點」，包括 「每
周工作 80 小時、睡在店裡、拒付工人薪資等」，還
將中國女性描繪成 「妓女」。AJCF 稱這篇文章是種
族主義言論的累積。 「SOS Racisme 」也稱《觀
點》雜誌的文章將在法華人詆毀為狡詐、吝嗇、拜金
的工作狂。

辯稱是為了表現 「幽默」
有關此案的聽證會將於 2013 年 1 月 24 日舉行。

10 日，面對 AJCF 和 「SOS Racisme 」的控訴，
《觀點》發行主任吉斯貝特表示，刊登這篇文章只是
想表現 「幽默感」。但AJCF總秘書奧利維爾並不認
同這種 「玩笑」說法，他說， 「這篇文章綜合了針對
在法華人群體的全部種族主義言辭。」

該篇文章的作者皮埃拉是專攻犯罪學的記者，他
在研究了華人地下組織後，寫下這篇文章。據悉，文
章中有兩處內容激起華人強烈不滿，一是 「華商的五
大特點」。該段文字指出，在法華商不支付工資，並
要求僱員每周工作 80 小時。對此，奧利維爾反駁道
， 「這些信息是完全錯誤的。如果按照文章的說法，
那麼在法華人就是一群不納稅也不繳納社會保障金的
人了。」另一部分內容則以 「如何做到中國式成功」
為題，講述了初來法國的華人是如何由 「非法移民」
發展為合法大企業家的。

華人發起反歧視示威
奧利維爾說： 「《觀點》的文章反映了法國媒體

對華人群體的普遍看法。文章題目讓我很驚訝， 『耐
人尋味』一詞是說華人成功的背後隱藏着某些負面東
西，或許作者就是想寫篇能引起轟動的文章。不過，
又有什麼耐人尋味的？我們就是本本分分地工作而已
。」

《觀點》編輯部代表理查德在接受《地鐵報》採
訪時說， 「我感到很痛心，作者經過詳實的調查才寫
下這篇文章，而且文中分析十分均衡，也沒有任何種
族主義言論。那些 『小標題』就是為了取悅讀者。但
別人卻不理解我們，這很遺憾。」

在法華人組織曾於上月在巴黎發起抗議示威活動
，起因是法國報紙《巴黎人報》刊登了法國亞裔黑幫
的專題報道，引起當地華人不滿，認為這是一種貶低
行為。

法知名雜誌被控
【本報訊】據法新社約翰內斯堡 11 日消息：幾日前，

南非前總統曼德拉入院接受例行檢查，但在他入院的第4天
（11 日），南非政府說曼德拉的肺部受感染，目前治療效
果不錯。這個消息紓緩了外界連日來對這位年事已高的政治
家的猜測。但也有醫學專家警告，對這位94歲老人來說，
任何感染的跡象都可以很嚴重。

南非總統祖馬的辦公室發表聲明說： 「醫生已經完成了
檢查。檢查顯示那是前一次肺部感染復發。曼德拉正為此接
受適當的治療，而治療也在產生效果。」

南非醫學會副會長索諾魯普說，肺部受感染是年老病人
最常見的毛病之一，但 「在非常高齡的人士當中，它往往有
可能是一個令人擔憂的要素。」而對曼德拉來說，入院治療
也意味着他 「可不僅僅是咳嗽那麼簡單的」。

這位帶領南非走向民主的前總統，肺部一直有問題。他
曾於 2011 年 1 月因急性呼吸道感染而入院治療 Q 他在種族
隔離統治下坐牢27年期間被診斷患有早期肺結核。

健康成全球關注焦點
對曼德拉身體狀況的最新關注起於上周六，當時曼德拉

獲安排從他居住的庫努村搭機前往一家軍方醫院，接受當局
指以其年紀十分普遍的檢查。政府官員試圖紓緩擔憂他健康
情況的恐慌情緒，說他沒有面對即時的危險。但由於有關他
的情況細節並不完整，很多南非人都不敢樂觀，覺得這位南
非首位黑人總統也許要和他們永別了。

南非一名醫學專家表示，對於像曼德拉這樣本身就患
有肺結核的病人來說，肺部感染是十分常見的，但需要認
真對待。

曼德拉即使離任已超過 10 年，但這位諾貝爾和平獎得
主在南非國民心目中仍然有一個重要地位。而隨着他的年紀
越來越大，他的健康經已成為全球密切關注的焦點。

【本報駐紐約記者黃曉敏十日電】當地時間 10 日下
午 1 時 50 分，在紐約鬧市區哥倫布環形廣場附近的西 58
街交百老匯十字路口，發生一起槍案，一名男子頭部中槍
當場身亡。

聖誕節即將來到，近兩周來，前來曼哈頓觀光娛樂、逛
街購物和置辦年貨的人明顯增多，市中心人流量比以往增加
了將近一倍，到處是車水馬龍，繁華似錦。可是，就是在這
樣的光天化日之下的鬧市區，一名兇手持槍走近一名青年男
子身邊，將槍指向受害者的後腦勺開槍射擊，然後駕車逃跑
。周圍人還未明白發生什麼事時，兇手已經逃之夭夭，而現
場留下了受害者的屍體和一攤血液。

據悉，死者今年 31 歲，身份暫未確認，頭部中彈。案
發後，受害者被火速送往附近羅斯福醫院，傷勢十分嚴重，
在醫院裡被宣告死亡。

法國《觀點
》雜誌刊出《在
法華人耐人尋味
的成功之道》之

後，立刻在華人社區引起巨大反響。華社主要
僑團代表就此事進行了討論，代表們認為應在
詳細調查確認之後，使用法律手段，將不良媒
體告上法庭。

據負責調查此事的法國華人青年協會
（AJCF）會長鄭立介紹，經過對《觀點》雜誌
抹黑華人的報道分析之後，認為完全可以採用
法律手段維護華人權益。該會副會長王立傑認
為該文很多地方都存在種族歧視嫌疑，可以就
此提起訴訟。他舉例說，文章提到 「大巴黎地
區的 60%的煙吧都由中國人經營」，事實上，
擁有煙吧經營權的必須是法籍人士，雖然其中
不少是華人在經營，但作者卻特別強調中國人
，這明顯有歧視傾向。另外，鄭立已經接觸過
文中的華人被訪者潘俊良（音），該被訪者表
示，作者將他的話進行了移花接木，完全按照

作者本人的意圖進行了拼湊。潘先生表示，如
果起訴該作者，他願意出庭作證。王立傑律師
認為，據此可控告該作者誹謗。文中涉及華人
偷稅漏稅、使用黑工、洗黑錢等，都沒有確實
證據，同樣可以控告作者誹謗。

不過律師也表示，由於法國法律在保護新
聞自由方面力度很大，訴訟成功的機會很小。
但是華界代表都表示，即便這樣，也要起訴，
因為面對不良媒體對全體華人的肆意攻擊，如
果我們無所作為，只能讓這些人變本加厲。另
外，鄭立還提醒大家，法國的海關、稅務部門
很快就會注意到這篇文章，如果他們認為文中
描述的是事實，或將加強對華人商家的監控和
抽查，這樣的例子以前已經有過。

王立傑律師經過與同行討論，向華人社團
代表陳述了他們將要採取的抗議方案。第一是
提起訴訟，將作者告上法庭；第二是在法國主
流媒體上發表文章，反駁其錯誤觀點，或者召
開法國媒體見面會，澄清事實。

法國《歐洲時報》

報道移花接木拼湊證據
新聞透視

▲一名朝鮮人11日走過讚揚朝鮮
先軍政治的宣傳牆 路透社

▶法國《觀點》雜誌刊登題為《在法華人耐人尋味的成
功之道》的抹黑報道 互聯網

▲2011年6月，在法華人舉行遊行示威，抗議針對華
人的暴力行為 互聯網

▲曼德拉正在接受治療的軍方醫院外11日停了多輛新聞
報道車 法新社

朝鮮第二代領導人金正日逝世後，其幼子金正恩接掌黨政軍大權將屆滿一年。無論是首
次在公眾演出中出現的米老鼠形象，還是一年內兩度宣布發射 「衛星」 ，都成為外界觀察朝
鮮的窗口。在這樣的背景下，大公報記者近日搭乘火車從新義州至平壤，零距離觀察新舊領
導人治下的朝鮮和這個神秘國度的民生百態。 圖、文：本報記者 李 理

一大盤生牛肉只動了幾筷子，
礦泉水喝剩一半，一名身着褲裝的
年輕女子開始和男伴爭搶 「埋單」
。她從容不迫的打開錢包，抽出一
張十美元紙鈔遞給服務員後，又開

始咀嚼口香糖。只有他們胸前佩戴着
的金正日像章，才時刻提醒周遭大快

朵頤的中國食客們，這裡是平壤。

市民吃飯美元埋單
與改革開放前的中國一樣，朝鮮實行計劃經濟體

制，國家通過公營經濟體系為國民提供所需物資。不
過，這種體制正不斷發生變化，正如一個曾在朝鮮生
活的外國人說，平壤表面上繁榮的餐飲業背後，實際
上是以公營之名行私營之實。

金正日時代的朝鮮對市場經濟懷有戒心，官方嚴
格控制普通民眾持有外匯。因為一旦外匯在市面上流
通，計劃經濟體制外的商業活動將削弱政府對經濟的

掌控。2009年，為打擊市場經濟，官方突然宣布貨幣
改革，進而引發民眾恐慌和市場混亂，最終以失敗草
草收場。

在金正恩治下，朝鮮禁止外匯流通的禁令大打折
扣。面對記者遞過來的人民幣，平壤火車站附近商亭
中的多數店主都笑臉相迎，他們飛快的計算匯率後找
換朝鮮元。2012年10月，這一兌換比例大約是1元人
民幣兌換 1000 朝鮮元，遠遠高出官方匯率逾 60 倍。
平壤默許市民直接使用美元消費反映出，朝鮮經濟調
整甚至比當年的中國更為激進。

自由市場繁榮
價格制度是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最基本區別之一

。在孱弱的國民經濟和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面前，朝
鮮的國家定價成了擺設。本報記者走進平壤榮光街一
家蔬菜商店，用2000朝鮮元買了一斤賣相並不好的黃
瓜。如果按照這個價格計算，目前朝鮮國內普通大學
生每個月的獎學金還不夠買半根黃瓜。

因此，計劃經濟的漏洞只能
由市場經濟填補，自由市場勃發
的同時也迫使官方採取新一輪經
濟改革措施。入夜後，平壤大部
分街區都陷入黑暗，繼而成為自
由市場的最佳保護色。橫跨在大
同江上的羊角大橋下，幾名朝鮮
中年女性商販面前擺賣着麵包、香腸以及香煙等商品
，一名商販告訴本報記者說， 「每根香腸售價2000朝
鮮元」。位於主體思想塔一側的居民樓群中，黑市上
的商品則更為豐富，不少民眾爭相購買食用油、新鮮
柿子和海產品。

金正恩屢提發展經濟
朝鮮的價格雙軌制讓記者明顯感受到，這個共產

主義國家經濟體制正緩慢地從計劃調節向市場調節過
渡。對照中國經濟改革經驗，此種調整不僅可以避免
經濟劇烈震盪，也能緩解朝鮮先軍政治條件下的利益

衝突，令改革具有 「帕累托改進」式的效果。
一些朝鮮問題研究者指出，曾在瑞士學習生活過

的金正恩明白市場經濟運作模式。但是，仍處於政權
過渡期的他不希望對計劃經濟體制動大手術。不過，
早前和金正恩重聚的日本廚師籐本健二則說， 「金正
恩在餐桌上時常提到想要發展朝鮮經濟，我預感這個
國家將發生很大變化」。

朝鮮近來對外頻繁開展經濟交往更透露出一些經
濟調整端倪，在密集赴華招商之餘，一個朝鮮經濟考
察團最近前往瑞典，考察當地企業和銀行並學習 「通
過引進市場經濟來發展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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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着時尚的朝鮮女人走在街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