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據中
央社、日本新聞網13
日消息：日本唯一的
一支空降兵部隊13日
在千葉縣演習場舉行

奪島演習，模擬重佔已被中國軍隊佔領的
釣魚島。日本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在演習
開始時發表講話，叫囂要防範中國對尖閣
列島（釣魚島）的野心。

日王牌部隊演練空降奪島日王牌部隊演練空降奪島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和鳳凰網13日消息
：埃及最高法院13日接受前總統穆巴拉克及前
內政部長阿德利的上訴，宣布將重新審判穆巴
拉克和他的兩個兒子，以及阿德利和他的助手
。最高法院尚未確定重審日期。

穆巴拉克現年85歲，2011年2月因大規模反
政府示威而被迫辭職，結束近30年總統生涯。
同年4月，他和他的兩個兒子被拘押。8月3日，
穆巴拉克父子首次出庭受審，阿德利及其6名助
手一同受審。他們所受指控包括武力鎮壓示威
者和腐敗。

去年6月2日，開羅刑事法庭判處穆巴拉克
和阿德利終身監禁。被告律師在判決生效後6個

月內有權遞交上訴。法院最初定於12月2日審理
上訴案，但審理被推遲到12月23日。

穆巴拉克被判終身監禁後，健康惡化，一
度昏迷，埃及國營傳媒曾報道他已經 「醫學死
亡」。穆斯林兄弟會的領袖穆爾西當選總統後
，穆巴拉克據報十分沮喪，因為穆兄會一直是
他的死敵。

1928年，穆巴拉克出生在尼羅河三角洲米
塞利赫村的一個農民家庭。19歲那年，他考入
軍事學院，隨後進入航空學院學習，1972年，
44歲的穆巴拉克成為阿拉伯世界最年輕的空軍
司令。一年以後，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埃及
空軍終結了以色列不可戰勝的神話。1975年，

薩達特決定提拔穆巴拉克為 「繼承人」。1981
年10月6日，埃及總統薩達特在閱兵時被伊斯蘭
武裝分子刺殺，副總統穆巴拉克就任總統，直
到他2011年下台。

穆巴拉克執政初期，埃及國內政局動盪，
經濟不景氣，通貨膨脹嚴重，債台高築，腐敗
成風，社會治安惡化，進入20世紀90年代後，
穆巴拉克的光環逐漸褪去，埃及經濟陷入困難
，儘管美國依舊給予大量援助，但依然無法解
決埃及極端分化和高失業的問題。

自穆巴拉克上任以來，他一直沒有設副總
統一職，而穆巴拉克的小兒子賈邁赫卻一路平
步青雲，當選執政的民族民主黨副總書記兼政

策委員會主席，成為埃及政壇舉足輕重的人物
。儘管穆巴拉克反覆強調埃及不會出現 「世襲
」總統，但眾多埃及人相信，在穆巴拉克的統
治之後， 「大位」將傳給他的兒子。

埃及將重審穆巴拉克父子

▲斯沃茨曾創建 「求進會」 ，要求自由分享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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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電腦天才疑官司纏身自縊亡

防長叫囂防範中國野心

相隔6年 安倍再拜明治神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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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駐倫敦記者黃念斯13日電】目
前，英國各方正等待着英國首相卡梅倫即
將於本月底作出的 「對歐新政策」講話。
英國媒體紛紛推測他的講話內容，認為極
有可能宣布英國舉行 「脫歐」公投的時間
，並估計會就英國繼續留在歐盟制定新條
件。

歐元危機以來，英國人慶幸英鎊沒有
加入歐元，有關英國 「脫歐」的言論已經
公開化。國內多個民意調查發現民間 「脫
歐」意識在增長，超過半數的民意希望英
國離開歐盟。

卡梅倫近期多次表示會考慮在2015年
大選前後（如他繼任的話），就英國是否
繼續留在歐盟舉行公投。他本人並非真正
想叫英國離開歐盟，但是他並不認同英國
要與歐元區其他成員國一道走政治、軍事
、經濟一體化的道路，特別不想英國經濟
受到歐盟政策制約。

卡梅倫上周接受BBC訪問時表示，英
國完全有權要求改變與歐盟的關係，因為
歐元區國家正在為了歐元的存亡而進行 「
新歐洲」一體化改革， 「這與英國認同的
歐盟大不相同了，」他說。

英國輿論認為，卡梅倫這是打定主意
，不 「脫歐」也要 「疏歐」，並有意與布
魯塞爾重新談判英國留在歐盟的條件。

「歐盟成員國是不會同意與英國重新
談判的，」德國議會歐盟事務主席赫鮑姆
10日警告說， 「英國別指望用脫歐來威脅

歐盟。」
「失去歐盟單一市場對英國來說簡直是經濟災難

，英國會因此失去歐盟其他成員國的尊重，失卻國際
地位。」11日的英國《泰晤士報》引述這位德國議員
的話。

卡梅倫的 「疏歐」舉動也引起了美國方面的擔憂
。在英國訪問的美國歐亞事務助理國務卿戈登10日對
英國傳媒強調，美國不支持英國進行 「脫歐」公投，
「英國離開歐盟不利英美關係」。他說： 「與別的國

家相比，英國留在歐盟對美國更為重要，美國希望歐
盟之內響有英國的聲音，這關係到美國利益。」

戈登此言一出，英國多家大報翌日紛表感嘆質問
：英國為何要為美國利益留在歐盟？

上世紀90年代保守黨失權，就是敗在歐洲問題上
。面對民眾和黨內的反歐壓力，卡梅倫在這個時候再
拿歐洲做文章，說到底盤算的是2015年大選。這算盤
如何打？英國能離歐洲多遠？又會不會影響國際格局
？值得關注。

【本報訊】綜合路透社、法新社和美聯社12日消
息：RSS規格發明人之一、社交網站Reddit其中一名
創辦人兼著名網絡活躍分子斯沃茨（Aaron Swartz）
，懷疑受到一宗備受爭議的欺詐官司困擾，上周五在
紐約布魯克林寓所上吊自殺身亡，終年26歲。

美國紐約市首席法醫官的一名發言人說，警方11
日晚在斯沃茨的紐約市布魯克林區住所發現他的屍體
，法醫官則證實他上吊自殺身亡。

14歲參與編寫RSS程式
被喻為電腦天才的斯沃茨年僅14歲便開始參與

RSS 1.0規格創作，令網民可以更新網誌、新聞標題
及其他網絡內容，在程式設計圈極富盛名。他也是美
國社交新聞網站Reddit創辦人之一。

斯沃茨多年來都是網上一個標誌人物，協助免費
向公眾發放網上堆積如山的資訊。他深信資訊應該為
了社會的福祉而分享，並因此成立互聯網組織 「求進
會」（DemandProgress）。該組織成功令《禁止網絡
盜版法案》在公眾施壓下被撤回。該法案容許法庭頒
令，禁止外界接觸某些疑似參與非法分享知識產權的
網站。

但斯沃茨因涉嫌從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數碼檔案
庫JSTOR盜取480萬份學術論文和期刊，2011年7月被
聯邦大陪審團指控進行電訊詐騙、電腦詐騙等罪名。

斯沃茨否認所有控罪，並將於下月開始受審。如果罪
名成立，他可被判監35年和罰款100萬美元。

生前被控重罪引不平
斯沃茨家人和伴侶12日發表聲明，讚揚他的 「才

智」和對社會公義 「深切的」承擔，並炮轟麻省理工
和檢察官所作出的決定逼死他。提出起訴斯沃茨的檢
察官奧里茨此前曾經說過： 「偷竊就是偷竊，不管你
是用電腦指令還是鐵筆，拿走的是文件、數據還是錢
。」

多位專家對斯沃茨曾因此案被捕表示不解，並辯
稱他被控犯罪的行動所帶來的結果是：讓公眾獲得更
多資訊。哈佛大學法律系教授雷斯格自稱是斯沃茨的
朋友，他12日表示： 「我們需要更有正義感。政府必
須說明，為何必須將斯沃茨定位為重罪犯。」 「萬維
網之父」李爵士12日則在一篇Twitter帖子上形容斯沃
茨是 「智者」。

其實面對麻省理工一案之前，斯沃茨為了協助另
一名活躍分子馬拉默德，在網上免費發布估計達1900
萬頁美國聯邦法院文件。這些文件一般只能透過當年
收取每頁0.8美元的費用，從政府的 「公共訪問法院電
子紀錄」（PACER）電子檔案庫獲得。聯邦調查局
指他2008年9月進入檔案庫，不足3星期就把估計價值
150萬美元的文件下載到他的芝加哥市郊家中。儘管

如此，斯沃茨指自己沒有被起訴。
另一方面，多克托羅說斯沃茨 「多年來都有抑鬱

的毛病」。
斯沃茨曾經參與架設新聞分享網站Reddit。他曾

在網上自述，Reddit被擁有《連線》雜誌的康泰納仕
集團收購之後，他到三藩市的《連線》辦公室上班，
但變得很 「痛苦」，並透露自己有自殺念頭，其後有
人叫他辭職。

被控非法下載學術文章

【本報訊】據共同社悉尼13日報道：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13日下午在悉尼與澳洲
外長卡爾會談。日媒稱，雙方就加速包括
美國在內的安全領域合作，以促進亞太和
印度洋周邊地區的和平穩定達成了共識。
岸田在會談結束後的記者會談及中日關係
時表示 「為了和平與穩定，期待中國發揮
建設性作用」。卡爾則指出： 「日澳關係
並不是為了封鎖中國。」

卡爾在記者會上還表示， 「不希望日
本修改」承認日軍與隨軍慰安婦問題有關
的1993年 「河野談話」。卡爾強調： 「日
韓都是澳洲重要的友好國家。我們期待解
決兩國的意見分歧。」有意見認為，這是
暗示要求日本避免因慰安婦問題導致日韓
關係惡化。

卡爾在回答有關日韓關係的提問時指
出： 「（慰安婦問題是）現代史上最黑暗
的事情之一。」澳方可能是基於太平洋戰
爭期間遭受日軍空襲的歷史立場，提及了
修改 「河野談話」的問題。

針對卡爾的發言，岸田說明稱： 「關
於慰安婦問題，安倍晉三首相對擁有苦難
回憶的人感到痛心。關於這一點，同歷代
首相沒有不同。」岸田就日韓間的各種問
題強調： 「我們的態度是會從大局觀點出
發和平解決問題。」

【本報訊】據中央社、共同社
13日報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13日
到東京澀谷區的明治神宮參拜（見
左圖）。現任首相上次參拜該神社
是在6年前，安倍首次出任首相時的
2007年1月。有意見認為，此舉意在
獲得保守勢力的支持。

安倍在參拜後對媒體說： 「我
祈禱了日本的和平與繁榮、天皇和
皇后的健康與皇室的日益興盛。」

安倍身穿西裝，在簽名冊上寫
下 「內閣總理大臣安倍晉三」，以
神道儀式進行了參拜。同行的有首
相夫人昭惠、眾院議員萩生田光一
。安倍身邊的人透露，因為是個人

參拜，所以香油錢是安倍個人支付
，安倍本人也在臉譜上寫道， 「因
為離家近，每年都會去參拜」。

明治神宮於1920年11月1日啟用
，是供奉明治天皇（於1912年過世
）和昭憲皇太后靈位的地方。明治
時期日本經過改革，從一個落後的
封建國家成為國際列強之一。

直到前首相森喜朗，日本現任
首相參拜明治神宮基本成了慣例。
森喜朗之後的小泉純一郎在任時停
止了參拜，之後由安倍恢復。當時
有分析認為，這是顧慮到中日關係
而把參拜明治神宮代替參拜靖國神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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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陸上自衛隊第一空挺團被認為是日本自衛隊最
精銳的部隊之一，部隊內的成員一般都需要掌握兩門外
語，不少人自學漢語，甚至還有人專門去學了閩南話，
分析認為這在為將來中日在釣魚島問題上激化時武力奪
島做準備。

在13日舉行的一年一度的公開演習中，300名空降
兵隊員和20架飛機參加了演習。該團假設千葉演習場的
山頭是釣魚島，並已經被中國軍隊佔領。於是先出動了
十多名偵察兵空降島嶼海灘，此後百多名空降兵在航空
自衛隊和海上自衛隊的支援下，大規模空降該島，實行
奪島作戰。

整個演習為實彈演習，共進行了2個多小時，以空
降兵奪回該島而結束。駐日美軍軍官也觀看了這一次演
習。

日本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在演習前舉行的儀式上發
表訓示指出： 「近年我國周邊各國軍事力逐漸現代化，
活動趨於頻繁，尤其是去年朝鮮兩度發射宣稱是人造衛
星的導彈，中國公務船、公務機入侵釣魚島周邊的領海
、領空，我國周邊的安全保障環境更為嚴峻。」

他說： 「為了因應這樣的安全保障環境、徹底守護
人民性命、財產、領土、領海、領空，須調整防衛大綱
、中期防衛計劃，加強自衛隊體制」。

去年八月，陸上自衛隊曾在靜岡縣東富士演習場舉
行奪島訓練，九月也和美國海軍陸戰隊在關島進行類似
演練。去年十一月原本計劃與美軍在沖繩縣的無人島上
舉行聯合演習，但因釣魚島問題導致中日關係緊繃，日
方最後取消演習。

安倍稱訪美談集體自衛權
另外，日本首相安倍晉三13日上午在NHK電視節

目中表示，2月訪美與美國總統奧巴馬會談時，將解釋
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的修憲討論。安倍對是否宣布加入
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談判表示出謹慎態度，認為
目前情況分析尚不充分。日方將在仔細查驗和分析後再
作判斷。

安倍表示，允許行使集體自衛權是日本政府的大方
針。他強調，將討論此事會導致日美同盟如何變化、地
區局勢如何穩定。此外，安倍還將向美方說明日本計劃

修改《防衛計劃大綱》以充實安全領域預算，以及解決
沖繩的美軍普天間機場搬遷問題的相關措施。

安倍還透露，有意在16日起訪問東盟三國期間發表
展示其亞洲外交基本想法的 「安倍主義」。

安倍擬致函北約聯手抗華
日本《讀賣新聞》12日稱，日本執政黨自民黨眾議

院外務委員長河井克行計劃15日至19日訪問英國、法國
和比利時，屆時河井將會訪問北約總部所在地布魯塞爾
，與北約秘書長拉斯姆森會談，並向其轉交安倍上述的
親筆信。報道稱，在這封信中，安倍呼籲北約和日本聯
手應對正逐步強化海洋影響力的中國。安倍在信中稱，
日本希望為 「維護」東亞安定和繁榮扮演積極角色，並
在地區戰略環境變化等方面能與北約達成共識。

據日本放送協會電視台報道，這封信稱，日本與北
約是擁有共同價值觀的夥伴，希望與北約在安全保障方
面強化合作。另有日本媒體稱，安倍再次執政後，將強
化日美同盟作為外交、安保政策的核心，如今謀求與北
約強化合作，牽制中國和朝鮮的意圖更明顯。

▲日本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13日觀看自衛隊演
習 法新社

▲2012年1月2日，穆巴拉克到場聆聽對他的
審訊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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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機運兵 空降傘兵 奪島作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