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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馬爾科因此被美國國務院授予 「勇敢婦女」稱
號，並在11月28日被提名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本
星期日晚上，阿根廷總統克里斯蒂娜．費爾南德斯在五
月廣場數十萬人面前，授予她人權獎。

獲提名諾貝爾和平獎
然而，多年來在犯罪世界裡出入，並沒有使特里馬

爾科找到女兒貝龍，她是在 2002 年從圖庫曼省的家鄉
失蹤的，留下一個三歲大的女兒。58 歲的特里馬爾科
對美聯社說： 「我為此（尋找女兒）而活。我沒有別的
生活了，事實是，這是非常悲慘的生活，我不希望任何
人過這種生活。」

特里馬爾科說： 「我內心裡覺得，她還活着，我不
會停下來，不找到她誓不罷休。如果她已不再在這個世
界上，我也要她的屍體。」

特里馬爾科尋找女兒的努力，引起美國國務院注意
，並為她提供種子基金，讓她以貝龍名義成立一個基金
會。迄今，該基金會已救出了超過900名被綁架去當性
奴的婦女。該基金會還向獲救婦女提供住房、醫療援助
和心理援助，以及幫助她們控告綁架者。

促使政府列販賣為非法
此外，阿根廷於 2008 年把人口販賣活動列為非法

，而這主要是該基金會努力的結果。阿根廷還成立了一
支新部隊，專門用來打擊人口販賣，並已救出了另外將
近 3000 名受害者。阿根廷當局亦把她女兒的案件變成
舉國矚目的案件，並審訊 13 名涉嫌綁架她女兒貝龍並
強迫她在家族經營的妓院裡當性奴的人士。

經過近一年的審訊之後，預期星期二將會裁決。特
里馬爾科的律師卡洛斯．加芒迪亞說，不管審判結果如
何，該案件都是一個里程碑。他說： 「在貝龍案件受到
關注之前，人口販賣活動是一個看不見的問題。現在，
該案件已使該問題成為全國性問題。」

被告是7名男子和6名女子，他們辯稱無罪，他們
的律師說，沒有具體證據支持對他們的指控。這些人否
認認識貝龍，並說在他們的妓院工作的婦女都是自願的
。檢察官已要求對被定罪者判以25年監禁。

特里馬爾科是審訊的主要證人，此外，還有超過
150名目擊證人作證，包括10多名前性奴，她們詳細地
描述了妓院裡的殘酷環境。

警察為販賣集團幫兇
在圖庫曼警察局負責人口販賣調查的胡利奧．費爾

南德斯說，貝龍可能被綁架了兩次，參與綁架者包括原
本應保護她的警察。他作證說，目擊者曾報告說，在貝
龍最初失蹤後三天，曾在一個巴士站看見貝龍，並說一
名來自拉里奧哈的警員多明戈．安德拉達把她送去那裡
的一家妓院。安德拉達現在是被告之一，他否認認識任
何被告，更不認識貝龍。

其他圖庫曼警察作證說，他們 2002 年尋求獲准去
搜查拉里奧哈的妓院時，一名法官讓他們多等了幾個小
時，使貝龍的綁架者可以把她轉移到別的地方。這個說
法，得到一名婦女的證明，她曾是該妓院的妓女。她作
證說，貝龍在警察抵達前被轉移走了。該名法官沒有受
審。他否認延遲搜查，或做任何跟被告有關的事情。

一些前妓女作證說，她們看見貝龍服了迷藥，形容
憔悴。亦有前妓女作證說，貝龍感到無脫身之日，非常
想念女兒。還有人說，她看見貝龍染了金髮，並有一個
男嬰，該男嬰是她遭一名幫派頭目強姦後被迫懷孕生下
的。另一名證人說，貝龍被賣往西班牙一家妓院──當
局已把這條線索報告給國際刑警。

澳媒促電台交代惡作劇主謀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

報》10 日報道：加拿大一家高
科技公司研發出一種可以應用在
戰場上的新科技，靠一種名叫
「量子隱形式」的先進物料，發

放出一種敵人探測不到的光波，
包圍着士兵的整個身體。而士兵
就好像哈利波特穿上隱形斗篷一
樣，在敵人面前隱身，達到戰無
不勝的效果。

整個研發過程都處於極度保
密的狀態。負責該項目的加拿大
公司不能將有關技術公開，只是
在自家網站上載了一些模擬效果
圖。該公司還表示，即使戴上夜
視護目鏡也無法偵測出 「量子隱
形式」的存在。

「超隱形生物科技公司」
CEO 蓋．克萊瑪說： 「美軍方
內部兩個命令組、加拿大軍方的
兩個命令組以及聯邦政府的緊急
反應小組都已經檢驗過實際的面
料，他們可以作證我並不是只拍

了幾張照片或是用視頻來唬弄人
。」

「他們現在已經完全了解這
種面料的工作原理。 『量子隱形
式』不需要藉助任何鏡頭、電池
、燈光或是鏡子的幫忙，它很輕
但是價格昂貴。美加軍方都已經
證實，在遭遇紅外線或是熱能量
干擾時，它依然能夠正常工作
。」

在公司網頁上發布的一份聲
明中，克萊瑪解釋說他暫時還無
法給出有關面料如何讓人隱形的
工作原理，但舉了幾個例子來說
明應如何使用。

比如：對於飛行員來說，這
種面料是極為有用的，它可以幫
助飛行員從敵人的地盤逃出生天
，並躲避追捕；穿上這種面料的
特別行動小組成員可以在光天化
日之下發動突襲；有助於下一代
隱形機的研發，不僅雷達監測不
到，甚至躲過人的肉眼。

【本報訊】據法新社渥太華 10 日消
息：一隻衣着入時的猴子被發現在加拿大
宜家家居一家分店的停車場內閒逛，瞬即
在互聯網走紅。

這隻有數個月大的雄性獼猴名叫 「達
爾文」，牠9日下午被發現時身穿一件羊
皮大衣。牠顯然是打開了主人車內的箱子
和車門，出外透風。達爾文其後在多倫多
一家動物收容所過夜。

喜歡拍快照的加拿大人給這隻可愛的
動物拍照，把照片放上網絡。牠瞬即在社
交媒體走紅了。牠的影像被人貼在宜家家
居的產品目錄中，放在多倫多地標CN塔
的塔頂上，被安排在加拿大議會內 「坐」
在總理旁邊等等。

一名惡作劇者在社交網站 Twitter 用
「達爾文」的名字註冊了一個帳號，寫道

： 「對這個動物收容所來說，我也穿得太
隆重了吧」、 「有隻貓用奇異的目光看着
我呢……我可要怎麼辦？」

在加拿大的議會外，反對派議員查爾
頓拿這隻猴子揶揄政府： 「保守黨人現在
就和宜家家居的一隻猴子一樣失落。但這
隻猴子起碼會穿一件大衣來遮羞啊。」

「達爾文」的主人據報因擁有一隻違
禁的外來寵物而被罰款240加元。動物服
務中心現正在一個動物保護區給牠找一個
新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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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加秘研 「隱形戰衣」

阿主婦勇救近千性奴阿主婦勇救近千性奴
女兒遭販賣 苦尋10年不果

▲阿根廷總統克里斯蒂娜（右）9
日為特里馬爾科頒發人權獎

美聯社 ▼特里馬爾科將女兒貝
龍的照片擺在家中

美聯社

◀ 2008 年 4
月3日，特里
馬爾科捧着她
失蹤女兒貝龍
的照片

美聯社

【本報訊】據美聯社阿根廷．拉普拉塔
10日報道：蘇珊娜．特里馬爾科是一名普通
的家庭主婦，平靜的生活自2002年她23歲
的女兒去看醫生後失蹤開始被打破。從此，
特里馬爾科根據女兒被綁架成為性奴的線報
，展開了10年的尋女之路。不僅如此，她還
將這個努力變成了一場運動，從阿根廷妓院
拯救了近千名性奴，幫助她們開始新生活。

反人口販賣反人口販賣 阿國路漫漫阿國路漫漫

【本報訊】據法新社悉尼 11
日報道：打惡作劇電話到醫院套
取英國王妃凱特病情的澳洲電台
，11 日受到傳媒同業的壓力，要
充分解釋是誰批准播出該通電話
的錄音。

澳洲2Day FM電台主持格雷
格和克里斯蒂安在10日的訪問中
說，他們在事發時打到倫敦愛德
華七世醫院的電話曾經過他人評
估。

嗚咽的格雷格對澳洲第 9 頻
道電視台說： 「（播出的）決定
並不是我們作出的。我們只是把
它（那通電話）錄下來，然後它就由其他
部門處理了。」克里斯蒂安補充道： 「惡
作劇電話或任何其他要播出的東西，都有
一套既定程序處理。眾所周知，那不是由
我們控制的。」

格雷格和克里斯蒂安受訪之後，2Day
FM電台就遇到越來越大的壓力，要解釋那
段電話錄音何以得以播出。悉尼的《每日
電訊報》指責電台的高級管理層正 「逃避
責任」。

雖然澳洲的傳媒規管機構澳洲通訊及
傳媒管理局尚未評論該電台有沒有違反任
何規定，但今次事件已觸發外界要求收緊
對電子傳媒的規管。

根據澳洲的規定，電台的惡作劇必須
先得到接聽該電話一方的批准才能播出。
但愛德華七世醫院 10 日否認曾有人聯絡院
方高級管理層或媒體部門。

此外，薩爾達尼亞的丈夫巴爾博扎及

其十多歲的子女，10 日在英國議會大樓首
次公開露面，並透過和他們一樣來自印度
的議員瓦斯說話。

電台承諾捐廣告收益
瓦斯和巴爾博扎及其兩名分別 14 歲及

16 歲的孩子站在一起，說： 「這是一個親
密的家庭。他們被所發生的事擊垮了。他
們每一天每一刻都想念着她。他們只是想
我說，他們非常感謝英國和全世界的公眾
。慈愛的母親和妻子薩爾達尼亞離世後，
他們給他們送上慰問的訊息和支持。」

這家人其後到訪愛德華七世醫院。該
醫院準備成立一個紀念基金支援他們。而
澳洲2Day FM周二表示，電台周四開始恢
復播放廣告，同時把直至年底的所有收益
給予一個適當的紀念基金，以便直接資助
薩爾達尼亞的家人。捐出的款項至少有 50
萬澳元（約合港幣407萬元）。

▲已故護士薩爾達尼亞的丈夫巴爾博扎（中）及
其兩名十多歲的子女 美聯社

▼2012年2月8日，特里馬爾科（右
二）在女兒貝龍綁架案審訊的首日，
帶頭遊行 美聯社

▲模特演示 「量子隱形式」 的模擬效果圖 互聯網
▲人們9日下午在宜家家居一家分店
的停車場發現 「達爾文」 美聯社

事實上，阿根廷近年已經成為一個
輸出、轉運及接收男女及兒童的國家；
而這些人都掉進人口販賣深淵，成為性
奴或者被強迫勞動。阿根廷的人口販賣
活動其中一個重要特徵，就是主要是境
內發生的，從農村（大部分來自北部地
區）販賣到城市去。這些受害人當中，
有一部分被送到鄰國和西歐，成為性奴
。以玻利維亞和秘魯工人為主的人口販
賣，則涉及經濟剝削，尤其在紡織業及
農 業 。 據 非 政 府 組 織 「Casa del
Encuentro」說，過去 18 個月有 600 多名
女性被擄走，但其實每宗已知個案背後
總有6宗未曝光的。

阿根廷的官方政策現在已經取得重
要進展，也展示了真正應付人口販賣問
題的政治意志。除了有一套邁向保護人
權的移民政策之外，阿根廷簽署及認可
了聯合國一切應對人口販賣和跨國有組
織罪行的公約和協議。此外，阿根廷政
府修訂它的刑法典，把人口販賣刑事化
。2007 年 10 月，政府還展開了一個阻止
及消滅人口販賣活動的全國行動。

但即使政治和立法方面都已經到位
，剩下來的問題仍然不少，而且把成效
大大抵銷了。阿根廷政府近期即與國際

移民組織合作，發表了一份人口販賣報
告。其中一名作者確認了對抗人口販賣
時存在至少6個重要缺口。

（1）缺乏一套有效的刑事檢控政策
，包括和人口販賣有關的具體防止、調
查和懲罰罪行的措施：大部分交給司法
機關處理的案件，都是由受害者本人或
第三者成事的；

（2）司法人員的資歷不足，關於人
口販賣網絡運作和國際及國家工具（例
如條約和法律）的知識亦告缺乏；

（3）參與保護賣淫地點的安全部隊
不夠精簡；

（4）司法人員與安全部隊彼此間欠
缺合作；

（5）缺乏人力及物力資源進行充分
調查；

（6）缺乏中、長期協助受害人的計
劃，缺乏對證人的保護。

「Casa del Encuentro」的總協調員
圖內斯表示，除了現存的措施外，大量
消滅賣淫地點的政治意志仍有需要加強
。簡而言之，前面要走的路仍然漫長。

（作者維克托．皮切是加拿大蒙特
利爾大學人口學系榮譽教授，專門研究
國際移民及民工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