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路透社及英國《每日電訊報》21日報
道：美國總統奧巴馬第二任期首次外訪中東，21日在巴勒斯坦迎接
他的是，對他偏袒以色列感到不滿的巴方領導人、憤怒的示威者和
哈馬斯的火箭炮。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奧巴馬20日到訪以色列
時成功與以總理內塔尼亞胡冰釋前嫌，雙方還在敘利亞化學武器和
伊朗核發展問題上達成一致。

▲周四在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示威者燃燒奧巴馬肖像抗議 美聯社

與以修補關係 惹巴不滿沮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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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中東行冰火兩極
國際聚焦

周四，在奧巴馬登上直升機飛往拉姆安拉前的
數小時，哈馬斯武裝分子向以色列南部發射了兩枚
火箭炮，一枚落入一棟房屋的後院後爆炸，另一枚
未擊中任何目標。這是去年11月份以來第二次火箭
襲擊，火箭落在邊境城鎮斯特羅特。以色列、奧巴
馬及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都對此次襲擊表
示譴責。

稱支持巴立國
隨後，與阿巴斯在長達兩個小時的會晤後，奧

巴馬表示，美國對建立 「獨立和有主權的巴勒斯坦
國」有 「堅定的承諾」。他說： 「巴勒斯坦人值得
有他們自己的國家」，而以色列建定居點的活動 「
於和平不利」。

奧巴馬呼籲以巴雙方重回和談，但並未就此提
出新建議。而且，他並未就以色列在加沙地帶的定
居計劃提出明確反對，這也引起巴勒斯坦人不滿與
憤怒。而阿巴斯也不假辭色地說，在以色列定居加
沙地帶的情況下，以巴不可能和談。

奧巴馬第二任期內對以巴問題的態度，與四年
前大相徑庭。2009年奧巴馬聲稱以色列建造移居區
是非法的，並直言不諱地要求以色列停止建造移居
區，但他在此次中東之行中沒有提到這個問題。分
析家則指出，巴勒斯坦方面此前對奧巴馬到訪沒有
太多的期待。

周三，奧巴馬承認，他在解決以巴問題上沒有
實現自己的目標。他說：「我曾經試圖在第一任期內
完成和平進程，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我一定搞砸了。」

周四在拉姆安拉，約有150名巴勒斯坦人示威
抗議奧巴馬不重視他們的建國夢，大隊警察拉起封

鎖線，以免他們接近阿巴斯和奧巴馬。

巴人抗議：不許進來
星期三在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示威者建立一

個抗議營，要求停止奧巴馬的 「偏袒和對以色列的
支持」。以色列計劃建造數以千計的新移居房屋，
引起巨大的國際反彈，專家說此舉將會粉粹巴勒斯
坦的建國希望。

本周初，拉姆安拉和伯利恆等西岸城市一些奧
巴馬海報的臉部遭人塗抹，社交媒體則充滿濃烈的
反美情緒。臉譜上一張海報說： 「不許進來。」海
報顯示奧巴馬的臉部被劃了一條紅色。 「巴勒斯坦
人民不歡迎你。」

重申對以安全承諾
不過，至少在中東還有以色列歡迎奧巴馬的訪

問。以色列總統佩雷斯、總理內塔尼亞胡及內閣部
長和宗教界代表等1000多人20日在機場迎接奧巴馬
的到來。

內塔尼亞胡在機場歡迎儀式上發表講話，感謝
奧巴馬在中東地區發生歷史變化的時刻訪問以色列
，稱奧巴馬此訪將加強以色列和美國之間 「牢不可
破」的聯盟關係。

周三，奧巴馬重申了美國對以色列的安全承諾
，他稱如果化學武器證實存在，那敘利亞 「就是把
魔鬼釋放了出來」。

在伊朗問題上，奧巴馬也試圖減輕內塔尼亞胡
的恐懼，堅稱他的目標是阻止伊朗獲得核武器，而
不是遏制。奧巴馬稱還有時間進行外交交涉，而內
塔尼亞胡堅稱愈加嚴厲的制裁措施沒有生效。

美以首腦冰釋前嫌
以色列媒體對奧巴馬的到來給予正面評價，

而就在四年前，奧巴馬還被視為對以色列有敵意。
「一點點不正式，一個笑話或溫和的調侃，說點希

伯來語，我們立馬就對這位男子充滿愛意，彷彿他
在此刻喜歡我們。」以色列最暢銷的《最新新聞報
》的專欄作家寫道。

英國媒體也稱，奧巴馬在以色列展開魅力攻勢
獲得成功，令他與內塔尼亞胡──這名他曾稱為 「
政治懦夫」的死對頭冰釋前嫌。

奧巴馬用內塔尼亞胡兒時的暱稱稱呼他─比
比。當奧巴馬向內塔尼亞胡的兄長致意，內塔尼亞
胡差點淚流滿面。內塔尼亞胡的兄長1976年在一次
營救在烏干達被困人質的突襲行動中被殺。

之後，奧巴馬又誇獎了內塔尼亞胡的兒子們，
稱他們承襲了母親的好相貌。內塔尼亞胡說： 「你
的兩個女兒肯定也是一樣。」奧巴馬馬上從容以對
稱： 「這就是我們作為領導人的工作，通過尋找一
個比自己優秀的女性拓寬我們的基因。」內塔尼亞
胡很明顯被奧巴馬折服了，他說： 「我想人們都應
該看到這個我所看見的奧巴馬」。

這些談話反映了奧巴馬和內塔尼亞胡相處的一
天，奧巴馬在這天中看起來願意放棄之前的敵對方
式，讓雙方產生更多共鳴。他表示，希望自己此行
能夠為處理巴以問題翻開新篇章。

當有官員讓奧巴馬 「跟隨那條紅線」，實際指
走紅地毯時，奧巴馬乘機開了個無傷大雅的玩笑。
他說： 「他總是跟我談及紅線」，指內塔尼亞胡暗
示要制止伊朗的核武計劃。

而內塔尼亞胡也以玩笑回應了奧巴馬想要 「微
服」走訪以色列的願望。他說： 「如果你讓這些保
安離開，我們就去特拉維夫市找幾個酒吧和咖啡館
。我們已經為你準備好了假鬍子。」

隨後在一個象徵冰釋前嫌的動作中，這兩人
的肢體語言一度尷尬地出現同步。在接近以色列炎
熱的天氣中，奧巴馬脫下外套，隨意的甩在肩膀上
。而內塔尼亞胡在猶豫了一下之後，也有樣學樣。

路透社、英國《美日電訊報》

▲美國總統奧巴馬（右）抵達拉姆安拉會晤阿巴
斯 美聯社

▲哈馬斯的火箭炮周四擊中加沙地帶的一處民
宅 路透社

▲奧巴馬（左）20日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
胡動作親密 法新社

▲奧巴馬與內塔尼亞胡20日動作出現同步
互聯網

媒體開麥追拍 奧巴馬笑話曝光
【本報訊】據美聯社21日消息：奧巴馬允

許電視職員帶麥克風全程跟隨他的以色列之
旅，這是非常罕見而又吸引人的機會，可以一
窺正式出訪期間他們開玩笑和閒聊的場面。

奧巴馬在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的陪同下
，參觀以色列博物館，在那裡奧巴馬看到了《
死海古卷》。內塔尼亞胡向奧巴馬解釋道： 「
上面寫， 『國家之間不應兵刃相見，戰爭就
不會出現。』 」 這一句在希伯來語民謠中常見
的話，經常被用來呼籲和平。

21日在耶路撒冷，在一次科技展覽參觀活
動中，奧巴馬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一條
機器蛇面前停了下來，這條機器蛇可以鑽入碎

石之下，展開營救行動。這個三隻腳的奇妙裝
置蠕動、分開然後又跳起來。奧巴馬開玩笑
說： 「要我說，我的妻子不會喜歡這東西。」

在奧巴馬準備啟程會見巴勒斯坦領導人的
時候，以色列總統佩雷斯發出嚴厲警告：不要
倒了你自己的胃口。奧巴馬在參觀科技展的時
候向以色列總統佩雷斯告別，記下了當晚在佩
雷斯的住宅有國宴的安排，但此前他要去西岸
和巴勒斯坦領導人會面。

奧巴馬問佩雷斯： 「所以今晚我們會見面
？」 佩雷斯說： 「是的，所以別在拉姆安拉
吃得太飽了。」 這句玩笑話引得奧巴馬哈哈大
笑。

美報告籲重視涉華情報
【本報訊】據美國《華盛頓郵報》21日報道

：美國官員說，白宮情報顧問委員會去年提交機
密報告給總統奧巴馬表示，由於過分關注軍事行
動和無人機攻擊，情報機構對中國和中東等國安
重點的注意有所不足。自2001年9月11日基地攻
擊後，美國情報資源大舉投入反恐計劃和相關戰
區，這份機密報告首度要求資源重新分配。

由現任國防部長哈格爾和前參議員博倫領導
的14人情報顧問委員會，在這份報告中總結說，
中央情報局（CIA）和國家安全局等情報機構，
在過去10多年來，由於針對基地的反恐作戰而遭
到扭曲。報告分送給白宮國安官員，這些官員最

近的發言顯示，他們也有類似顧慮。
情報顧問委員會共同主席、參議院情報委員

會前主席博倫說： 「情報界某種程度上已變成軍
事支援單位。」 他表示，情報人力和資源配置太
不平衡， 「需要像冷戰結束後那樣大幅改變」 。
博倫說，需要強化對中國的情報 「並不意味我們
將與其衝突」 。 「但長期來看，是阿富汗對美國
比較重要、還是中國？」 博倫也警告，一再將人
員部署在戰區，也扭曲了911攻擊後情報人員的
訓練養成。他說： 「他們至今幾乎所有經驗都在
我會稱為軍事支援的部分。在傳統的情報蒐集和
分析上，幾乎沒有任何經驗。」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彭博社及中央社21日消息
：塞浦路斯政府周四達成協議，設立投資基金籌集56億
歐元，以與歐元區貸方達成援助協議，同時不再開徵存
款稅。塞國政府發言人斯蒂里亞尼迪斯在聲明中指出：
「總統提出這項提案後，塞浦路斯已達成一致共識，決

定設立團結投資基金。」
塞國政治領袖表示，對銀行存款開刀的議題，全面

被排除在外。斯蒂里亞尼迪斯說，投資基金提案正交由
政府律師處理。執政黨（Disy）代理黨魁尼奧斐托則說
，提案若準備就緒， 「當然能在今天下午前送交國會」
。塞浦路斯國會將召開每周例行會議。尼奧斐托表示：
「我們將能找出解決之道，避免塞國破產。我們會設法

解決問題。」

歐央行威脅斷銀根
投資基金從何而來尚不清楚，不過媒體稍早報道，

可能涵蓋國有化公民營互助基金以及針對未來天然氣收
益發行債券。歐洲央行周四警告，除非塞國就援助計劃
達成協議，否則25日之後將不再提供該國銀行業應急資
金。

歐洲央行發表聲明稱： 「歐洲中央銀行管理委員會
決議，現行水平的緊急流動性援助（ELA）將保持到

2013年3月25日。此後，只有在歐盟／國際貨幣基金能
確保相關銀行償付能力的計劃到位時，才可能考慮動用
ELA。」

面對歐洲央行的最後通牒，塞國政府抓緊時間，希
望達成一個能在議會通過、而又讓國際貸款人滿意的方
案。塞國官員此前表示，新計劃包括俄羅斯的援助，重
組塞國陷入困境的銀行，包括該國第二大的貸款銀行
Laiki。

有匿名俄羅斯官員透露，塞國向俄方尋求約50億歐
元的貸款。歐元區財長要求塞國破天荒開徵銀行存款稅
，籌措58億歐元，當作給予該國100億歐元金援的條件
，被塞國議會否決。塞國財長薩里斯21日表示，塞國正
提供俄羅斯金融和天然氣等方面的 「機會」，以換取財
務支援。

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在21日刊於政府網站的歐洲
媒體訪談內容中說，塞國想提供給俄羅斯離岸天然氣資
源等資產， 「但我們沒聽到什麼特別新的東西」。他說
，天然氣田是個 「棘手問題」，原因是價值難估且會和
土耳其有領土糾紛。

傳第二大銀行將倒閉
塞浦路斯銀行周四持續關閉，但由於新的救援方案

遲遲未能達成，焦急的塞浦路斯民眾再次排起長隊提取
現金，擔心國家銀行業崩潰可能意味第二大銀行會永
遠關閉。

一名退休的政府官員瓦斯萊德斯在提錢時說： 「現
金意味一切。」他說： 「有傳言說Laiki將永遠關閉。
我想盡量取出現金。」

▲21日在塞浦路斯，民眾在銀行ATM旁排長龍
美聯社

【本報訊】據彭博社華盛頓20日消息：美
國參議院20日以73對26票通過法案避免政府關
門。這讓民主黨和共和黨又有幾個月的時間就
如何縮減財政赤字好好爭論一番。

這個法案讓政府機構能夠運作到9月30日
，也就是這個財政年結束時。該案最終還需在
星期四獲眾議院通過方可生效。眾議院撥款委
員會主席羅傑斯對該案表示滿意，稱該案是讓
美國回歸正常的開始，認為眾議院會予以通過。

法案給予軍隊和一些國內機構更多的開支
彈性，允許在限制框架內將錢挪用到更具優先
性的工作計劃上來。同時，法案仍保留850億
美元自動削減開支條款。

若3月27日前該法案沒有通過，聯邦政府
機構就會關門，其下屬各項工作計劃就會暫停
。顯然，兩黨都不願意冒政府關門的風險，雖
然他們之間有曠日持久的預算開支分歧。如果
眾議院如期通過法案，聯邦政府會在7至8月份
迎來下一個最後期限。

兩黨之間預算戰略分歧很大，預計周末之
前可能達成某種共識。民主黨人縮減赤字方案
大致是：將年度稅收增至1萬億美元，增加投
入1000億美元基建費用，在縮減開支方面則只
做了些小動作。這與共和黨人的方案嚴重衝突
：大幅削減開支，以期到2023年消除赤字。

一些分析人士質疑兩黨分歧巨大難以達成
共識，稱奧巴馬與共和黨須於今年夏天直接協
商對話，並於更廣層面就財政問題達成共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