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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續騷亂 美英發旅警
國際聚焦

【本報訊】
綜合法新社及
美聯社25日報
道：瑞典首都
斯德哥爾摩25

日凌晨發生連續第六夜暴動，在一
些移民聚居的郊區汽車被燒，英國
和美國則警告國民勿前往這些旅遊
熱點。

將近一周的騷亂，已使瑞典 「和平綠洲
」的聲譽受到威脅。這些夜間暴動，也已引
發英國外交部和美國駐斯德哥爾摩大使館向
國民發出警告，促請他們避免前往受影響的
郊區。騷亂還在瑞典人中間引起有關移民融
合問題的爭議，很多移民都是在瑞典慷慨的
庇護政策下抵達的，他們如今佔了瑞典人口
15%。

斯城漸趨平靜
當地時間周五晚上，騷亂一度蔓延至斯

德哥爾摩以西160公里的中型城市厄勒布魯
。在厄勒布魯市，警方報告說，一所學校着
火，另有多輛汽車被燒，但該市在午夜前後
恢復平靜。警方發言人拉爾斯．比斯特羅姆
對瑞典通訊社說： 「我從未見過持續時間如
此長、蔓延如此廣的事件。」

在斯德哥爾摩，三個地區都有汽車被燒
毀。另一名警員較早時說，斯德哥爾摩警方
準備接受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和第三大城
市馬爾默警方的增援，但拒絕披露將有多少
增援警員抵達。

據報，有約200名右翼極端主義者24日
深夜駕車在斯德哥爾摩郊區巡遊，但警方緊
密的監視顯然防止了任何嚴重暴力的發生。

警拘29肇事者
在23日晚上至24日早上，消防員奉命前

往70地點救火，被縱火的東西，包括汽車、

垃圾車和建築物，包括三所學校和一個警察
局。這已經比前一夜的90處火警少了。家長
和志願人員最近幾夜都主動在街上巡邏，幫
助減少騷亂的強度。

警方之前主要都是專注於滅火，但現在
開始逮捕與犯罪活動有關的人士。到目前為
止，已逮捕了29人。

警方發言人比斯特羅姆對瑞典通訊社說
： 「即使我們不干預，我們也常常拍攝錄像
，以及接獲公眾的報告。這樣一來，我們就
可以在一兩天後抓人。」

斯德哥爾摩縣警察局長馬茨．勒溫星期
五說，暴動者是當地青年，他說： 「在這些
之中，還有一小群職業犯罪分子，他們利用
這個局勢來犯罪。」

暴力成發聲手段
騷亂發端於斯德哥爾摩郊區胡斯比，該

地區80%人口是移民。騷亂的導火索，是警
方上周開槍殺死一名在公眾面前揮舞砍刀的
69歲當地居民。當地維權分子說，槍殺案引
起青年人憤怒，他們宣稱常常遭受警方的暴
行和種族主義歧視。

胡斯比一名暴動者對瑞典電台說，在他
所住的地方，種族主義非常嚴重，並說暴力
是他唯一可以引起注意的方式。他說： 「我
們燒汽車，向警察、警車扔石頭。但這很好
，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胡斯比是什麼了……
這是唯一能讓我們的聲音被聽到的辦法。」

數十年來，瑞典因其開放的移民政策，
而成為新移民在歐洲的重要目的地之一，不
管是從絕對數字方面看，還是從瑞典人口中
的移民比例看。儘管政府有各種協助計劃，
但是很多移民在學習語言和求職方面都遇到
困難。

官方數據顯示，2012年胡斯比失業率為
8.8%，而斯德哥爾摩總失業率則為3.3%。以
爭議觀點聞名的右翼法語評論家埃立克．宰
穆爾對盧森堡電台說，暴動表明瑞典這個 「
社會民主與政治正確王國」與其他國家例如
英國和法國並沒有什麼差別。

失業率高企 移民絕望
在移民佔主要地位的瑞典斯德哥

爾摩郊區胡斯比，有保養良好的草坪
和花圃，但其背後的失業問題正令年
輕居民們越來越絕望。

從胡斯比蔓延至整個首都並已持
續一星期的騷亂，令人關注移民融入
當地社會的問題。移民不但在主要城
市的低收入社區佔主要地位，而且佔
全國人口15%。

官方數據顯示，2012年胡斯比失
業率為8.8%，而斯德哥爾摩總失業率
則為3.3%。胡斯比那些色彩繽紛的公

寓大樓，有人悄悄加裝了窗戶護柵和
防盜門，而且到處都有塗鴉。

瑞典政府除了在1960年代，以10
年時間興建足夠的廉價房屋，以滿足
本國人的住屋需要之外，就沒什麼規
劃。結果這些房屋反而成了罪行和社
會孤立的溫床。瑞典的中產階層人士
遷出了，但過去10年，數以十萬計來
自伊拉克、阿富汗、索馬里和其他國
家的尋求庇護人士，來到瑞典並獲安
排到胡斯比一類地區去。

來自伊拉克的居民賈勒米就指出

，在這個國家不但連清潔工作也難找
，甚至連藏有大麻一類輕微罪行，也
會嚴重影響求職成功的機會。他說，
暴徒 「覺得他們要動起來，爭取這裡
的傳媒和警方高層注意，從而扭轉形
勢。」

來自胡斯比的24歲社工丹尼爾說
，高中畢業後求職的難度比他想像的
大，胡斯比的壞名聲也許是他的絆腳
石。從羅馬尼亞赴瑞典已40年的盧卡
奇則指出： 「1980年代找工作一點也
不難。我曾經早上去就業中心，下午
就有工開了。」她的23歲兒子不但有
大學學歷，而且雄心勃勃，但就是找
不到工作。 （法新社）

▲一名長者（右二）22日遭騷亂青年的亂石砸中頭部受傷 法新社 ▲23日騷亂過後，斯德哥爾摩郊區多輛車冒出濃煙 法新社

泰副總理：他信年內回國

巴校車氣罐爆炸18死
【本報訊】據中新社25日消息：巴基斯坦

東部旁遮普省古傑拉特地區一輛校車的天然氣
氣罐25日發生爆炸，造成至少18人遇難，其中
包括17名小學生，另有7人受傷。

據巴基斯坦《國民報》報道，爆炸發生於
當地時間7時40分左右，一輛載有20多名小學生
的校車在古傑拉特地區發生爆炸，車上17名學
生和一名教師遇難，另有6名學生和校車司機受
傷。警方初步調查顯示，爆炸是校車天然氣氣

罐引起的。美國《赫芬頓郵報》消息稱，傷者
目前已被迅速送往附近醫院進行救治。院方消
息人士透露，大部分傷者為燒傷，至少3名學生
傷勢嚴重。

路透社指出，巴基斯坦國內能源資源匱乏
，很多汽車使用較為廉價的壓縮天然氣作為燃
料。2011年12月，巴基斯坦中部維哈里地區一
輛客車的天然氣氣罐爆炸並起火，造成至少15
人亡。

日核泄漏 6人遭輻射污染
【本報訊】據美聯社東京25日消息

：日本原子能研究開發機構25日說，該
機構在茨城縣北部東海村管理的一個原
子研究實驗室報告有輻射泄漏，受影響
人數可能多達55人，但無人送院，設施
外亦預期不受影響。

事發於23日，地點是東海村加速器
實驗機房 「J-PARC」的強子實驗設施
，因研究人員錯誤操作照射儀器，導致
有放射性物質外泄至管理區域外。研究
員原本以為泄漏範圍已被控制在實驗室
內，但抽氣扇開着了，輻射也就傳播開
去了。

事發時共有55人進出機房內的原子
核素粒子實驗設施，受輻射污染的6名
男子包括研究人員在內，年齡介乎22歲
至45歲，他們遭到0.6至1.6毫希的輻射

，目前沒有人員需要就醫。核工作者一
般被限制5年內最多只能接觸100毫希的
輻射。該機構說，原以為泄漏範圍只在
該研究機構內，因而延至24日才報告。

東海村1999年9月發生了日本第2嚴
重的核意外。當時兩名工人為了節省時
間，用桶而非特殊的機械化缸，來混和
多餘分量的鈾，結果一個燃料後處理廠
房發生了輻射泄漏事故，造成兩名工人
死亡。數百人接觸到輻射，數千名居民
則為安全起見疏散。政府把這宗意外列
為 「國際核事件分級表」中的第4級。
1997年3月，東海村另一家核後處理廠
房發生火警及爆炸，相信有至少37名工
人接觸到低劑量的輻射。

【本報訊】綜合新華社及法新社25
日消息：在緬甸訪問的日本首相安倍晉
三25日上午前往仰光市遠郊一處由日本
人修建的二戰陣亡日軍墓進行祭拜。日
本在包括緬甸在內的多個東南亞國家仍

有大量散落二戰軍人的鎮魂塔、慰靈碑
，從某種程度上理解，這些墓地是日本
海外 「靖國神社」。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24日前往緬甸，
開始為期3天的訪問，這是日本首相時
隔36年訪緬。安倍在其行程的第一天，
參觀了位於仰光近郊的蒂拉瓦經濟特區
，出席了確認兩國企業共同開發的備忘
錄簽字儀式。

安倍讚賞該聯合發展計劃象徵 「雙
邊合作」，創造必要的職位，又稱日本
政府會在緬甸邁向民主之時 「準備好提
供一切可能的協助」。

去年12月，日緬兩國同意今年展開
迪拉瓦項目的工作，該區域預期於2015
年投入運作。安倍如今正跟隨其他全球
領導人的步伐，到這個昔日被排斥的國
家去。日本與其西方盟友的分別在於，
日本在軍政府統治期間，仍保持與緬甸

的聯繫和對話，因為日本當局認為，強
硬的立場有可能推動緬甸更靠攏中國。

稱推進緬民主化
安倍此行預期會公布一項近10億美

元的發展援助，和一項全國電網方案，
以配合在全球替日本基建公司招引商機
的策略。他今次有一個40人商界代表團
隨行。該代表團不乏日本部分頂尖企業
如三菱商事、三井和基建公司大成建設
及日揮等的高層。

25日下午，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與緬
甸最大在野黨、全國民主聯盟（NLD）
領導人昂山素姬在仰光市內的酒店舉行
會談。安倍稱 「我們願舉官民之力，支
持正在推進民主化的緬甸的國家建設」
，有意積極支持緬甸民主化。安倍26日
將前往首都內比都，與緬甸總統登盛舉
行會談。

安倍拜海外靖國晤昂山

▲瑞典消防員21日在斯德哥爾摩為遭縱火的車輛滅火 法新社

【本報訊】據新華社25日消息：泰國副總
理差林24日稱，流亡國外的前總理他信將在新
年到來之前作為一個自由人回國。

差林是在泰國北部烏隆府舉行的 「紅衫軍
」集會上做出這一承諾的。他說， 「如果他信
不能回國，我將承擔全部責任。」泰國數萬名
反獨裁民主聯盟支持者 「紅衫軍」24日在北部
舉行集會，要求政府允許流亡海外的前總理他
信．西那瓦回家。

差林日前向國會提交了一份和解議案。該
議案旨在赦免所有2006年政變以來因參與政治
活動而獲刑人員。他信2006年因軍事政變下台

並流亡海外。2008年10月，泰國最高法院以濫
用職權罪缺席判處他信兩年監禁。

該議案獲得了160多名議員的支持，因該議
案由差林起草，又被稱之為 「差林議案」。如
果這一議案能獲得議會通過，他信將獲得赦免
，同時免去回國後的各種官司。

然而，部分 「紅衫軍」支持者擔心這一議
案將使下令鎮壓 「紅衫軍」抗議活動的相關人
員逃脫法律制裁。

差林希望 「紅衫軍」支持者再不要反對這
一議案，他說這一議案將有利於所有的人，而
不僅僅是他信。

日專家：南海海槽恐爆強震
【本報訊】據共同社25日消息：日本政府

專家小組25日表示，日本中部和西部沿海的南
海海槽，在未來30年內，有60%到70%的機會將
發生規模8到9以上的強震。

這個專家小組也在報告中表示，南海海槽
附近每100年至200年就可能發生大地震，而這
地區1944年發生東南海地震、1946年南海地震
之後已過將近70年，專家力促大家要謹慎小
心。

這個專家小組未明確預估會發生規模9的強
烈地震，表示這 「太困難」。和之前不同，專
家小組這次將重點放在南海海槽內的東海、東
南海及南海3個區域，因過去的紀錄顯示，這類
大地震有可能同時在這3區發生。

南海海槽從靜岡縣駿河灣延伸至宮崎縣外
海的日向灘。

據信南海海槽之前發生過的地震規模最大
的是1707年的寶永地震，估計規模8.6。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左）與夫人
昭惠25日在緬甸仰光祭拜二戰陣亡
日軍 路透社

▲當地官員25日在茨城縣的「J-PARC
」實驗室內調查核泄漏事故 美聯社

警局學校遭縱火 消防一夜出動70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