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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着泥石流

大火燒光植被 暴雨引發齊腰泥石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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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CNN、美聯社、英國《衛報》報道：美國加利
福尼亞州南部聖芭芭拉縣9日遭遇暴雨襲擊，在剛剛遭受山火破壞的
地區引起洪水和滑坡，部分住房被從根基摧毀，道路受阻。聖芭芭拉
縣警察局辦公室發言人胡佛發布消息稱，大雨引發齊腰深的泥石流，
造成至少13人死亡，20餘人受傷。
CNN報道稱，聖芭芭拉縣警長比爾．布
朗指出，死亡人數可能會上升，可以確定蒙
特斯托地區的遇難者是最多的，因為泥石流
爆發的區域正是上個月受到托馬斯山火和拉
圖納山火破壞的地區。

房屋連根拔起 少女困廢墟六個鐘
《華盛頓郵報》報道指，布朗在記者會
上說，目前已有50人獲救， 「風暴過後變成
怎麼樣，我腦袋只蹦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戰場
。真的就是滿目瘡痍，泥濘與瓦礫堆滿地。
」
此外，聖芭芭拉縣火情署發言人表示，
蒙特斯托地區附近有六座房屋被泥石流和洪
水 「連根拔起」，有些天然氣管道在暴雨強
風中被毀壞，引發火災。由於災情難以控制
，警方 「不得不」封鎖101號高速公路部分路
段。消防局上傳數張災區照片，可見漲到腰
間的滾滾泥水，流經數個街區與道路，而樹
木橫倒地面，導致馬路無法通行。
據悉，目前約有500名來自當地以及加州
各地的消防員加入了救援行動，目前仍有20

撒哈拉飄雪 38年來第三次

餘人失蹤。另外，下雨期間由於道路無法通
行，當局已經派出直升機救援。
英國《太陽報》報道，一位名為皮特的
目擊者說，看到一名嬰兒躺在泥濘中沒有反
應，他目睹搜救人員將嬰兒從鬼門關前救回
來。他說： 「看到她全身遭泥土覆蓋，快被
嚇死了，真的很恐怖。」
消防局表示：「消防人員成功將一名14歲
女孩救出，她受困蒙特斯托受損住家好幾小時
。」當時，正在通過搜救犬進行搜救的消防員聽
到了她的呼救，之後一眾救災人員使用液壓
工具花了6個小時才把她從廢墟中救出。

洗衣機漂進前院 鄰居站在屋頂上
據了解，這是美國南加州今年第一場由
冬季風暴帶來的強降雨，英國《每日郵報》
報道，災區幾個月前的大型野火─托馬斯
火災燒掉植被，實際上導致大雨來襲時，無
可避免將引發泥石流。一名當地居民描述稱
，這是他所見過的 「最糟」的情況，他們本
來以為此前的山火已經很糟糕，但這次泥石
流卻是 「
完全的破壞」。

▲一輛小轎車被泥石流沖毀

此前的托馬斯火災是加州歷史上最大的
野火，自從去年12月初開始以來，在聖巴巴
拉和文圖拉縣燒毀了超過28英畝的土地。目
前92%的火勢被遏制，官方認為直到本月晚些
時候野火才會得到全面遏制，加州目前是實
打實的 「水深火熱」。
另外，根據當地官員估計，8號晚出現暴
風雨預警後，應該只有10%至15%的居民根據
預警進行了避難，這也是為什麼此次泥石流
失蹤及受傷人數偏多的原因之一。
但也有當地居民表示根本沒有時間反應
，名為凱悅的居民就表示，其實凌晨兩點半
左右下大雨的時候他就醒了。他聽到屋外一
聲巨響，砰的一聲。他說： 「泥漿馬上就來
了，就像大壩決堤一樣，圍住房子，大概有2
到3英尺深。」等他反應過來的時候，他的家
已經被泥漿包圍， 「洗衣機已經漂進前院」
。他還看到一些鄰居撤離到屋頂上。

文翠珊內閣改組或是鬧劇一場
【大公報訊】據駐倫敦記者李威報道：在
2018新年伊始，英國政壇又有大動作，首相文
翠珊對內閣進行改組，多名閣員被替換，官方
稱改組帶來新氣象，批評者卻指和沒改一個樣
，領導力備受質疑的文翠珊也再次被推到風口
浪尖。
通過持續兩天的改組，十多名內閣成員發
生變動，按官方說法，新內閣增加了更多年輕
一代和少數族裔以及女性比例，為政府帶來新
氣象。用文翠珊的話， 「改組後的內閣看起來
能更好地為國家服務，能更好面對脫歐進程中
的複雜局勢。」
然而，分析人士指出，在此次改組中出現
了多個讓文翠珊難堪的情況：首先，原本外界
傳聞平衡脫歐派系的人事調整沒有實現，包括
支持 「軟脫歐」的財政大臣夏文達未被踢出局
；主張 「硬脫歐」的外交大臣約翰遜也沒被降
職，這顯示了文翠珊在黨內地位仍然脆弱，

也動搖了她希望增強政府團結和凝聚人心的
努力。
其次，兩大高級閣員對任命公然提出 「挑
戰」，包括外傳可能升職為副首相的衛生大臣
侯俊偉，拒絕轉任新增設的商務大臣職位，堅
持擔任原職，該職位最終不僅更名為衛生及社
會關懷大臣，更擴大了職能；另一名不肯配合
的是教育大臣簡意寧，她拒絕出任就業和退休
保障大臣，並最終遞交了辭呈。
另外，文翠珊有極大可能增設一個負責脫
歐新職位的傳聞也無疾而終，該職位將着眼於
處理英國與歐盟一旦無法達成協議，原本是試
圖平息保守黨內 「硬脫歐」派不滿，但在1月
底英國即將與歐盟啟動第二階段脫歐談判之際
，顯然手中底牌不硬的文翠珊選擇了退縮。有
輿論認為，內閣重組本意是讓文翠珊有機會彰
顯權威，但她明顯演砸了，並讓自己的弱點表
露無遺。

法新社

【大公報訊】據英國《每日郵報
》報道：號稱 「全球最熱」的撒哈拉
沙漠地區，7日迎來一場降雪，厚度
達近半米的白雪覆蓋在撒哈拉沙漠上
，竟有一種別致的美感。
這場雪又是在被稱為撒哈拉 「沙
漠之門」的阿爾及利亞艾因塞夫拉小
鎮飄落的，這已是這一地區38年來第
三次下雪。
1979年2月18日，這座沙漠城鎮
降下第一場雪，時間僅有半小時，之
後這一沙漠地區就再沒有看到雪花飄
落，直到2016年12月，當地罕見的降

下一場雪，時隔一個月後，這個沙漠
城市再次飄起雪花，而且降雪厚度達
到了一米，給當地人的生活造成了不
小的影響。
本次降雪是從一大早開始的，到
下午五點積雪基本融化。當地居民的
生活並沒有受到多少影響。
撒哈拉沙漠覆蓋非洲北部大部分
地區。過去幾十萬年來，撒哈拉地區
的氣溫和濕度幾經轉變，雖然如今的
撒哈拉沙漠非常乾旱，但科學家估計
在1.5萬年內，撒哈拉沙漠將再一次
變得綠意盎然。

▲撒哈拉沙漠罕見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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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骨班農被迫離任極右網媒
【大公報訊】據路透社、《紐約時
報》報道：立場保守的布賴特巴特新聞
網9日宣布，白宮前首席顧問班農已辭

去該新聞網的行政總裁一職。班農自
2012年來一直擔任這項職務，此次被迫
辭職是因為出言不慎，惹怒金主。
班農始終無法平息他在一本新書中
的言論所引發的怒火，書中他質疑特朗
普總統的精神健康，並貶損其長子小唐
納德．特朗普。這本名為《火與怒：特
朗普白宮內幕》的熱銷書大量因數班農
的話，造成極大負面影響，班農7日曾
發表冗長的聲明向特朗普及其家人道歉
，但特朗普仍稱其 「失心瘋」並堅持與
班農決裂，共和黨人誓言護主，如今班
農在黨內盟友盡失，金主也與他斷絕聯
繫。

加國同名書意外走紅
▲白宮前首席顧問班農

美聯社

《火與怒》大賣，讓多倫多大學一
位教授10年前出版的同名書也意外沾光

。多倫多大學蒙克國際研究中心代理主
任漢森於2009年出版的《火與怒》，內
容談的是1942至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期
間，盟軍對德國平民的轟炸過程。
報道指，現在不只是白宮《火與怒
》榮登亞馬遜暢銷書排行榜第一名，連
漢森的《火與怒》也名列亞馬遜三大類
百大暢銷書之列。這樣的巧合，漢森自
己都覺得好笑。漢森在推特說： 「不可
思議啊！我的《火與怒》在亞馬遜網路
書店的銷量也增加了。那我是不是欠了
班農和特朗普版稅呢？果真如此，那還
真是諷刺到極點了。」
漢森的推文很快獲得網友回應。有
人故意開玩笑留下錯誤的書評；也有人
留言說，因為看了漢森的推特，決定去
買他寫的《火與怒》，反而不想看有關
白宮的八卦書。

朝韓對話：難言平坦的緩和之路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國際戰略研究所副研究員 時永明

東方
視點

1月9日，令人矚目的朝韓高級別會談以
多少有點令人感到意外的方式結束。雖然對
朝韓雙方會借平昌冬奧運會談之機確定未來雙邊繼
續會談的意向有所預見，但雙方發表的《韓朝高級
別會談聯合新聞稿》所表現出的開放態度幾乎是前
所未有。雙方不僅要展開軍事會談， 「緩解軍事緊
張局勢」，而且 「一致同意活躍雙方在各領域的接
觸和往來、交流與合作，促進民族和解與團結。」
與此同時，在政治上 「韓朝雙方一致同意尊重韓朝
達成的宣言，並作為半島事務的當事方，通過對話
和協商解決有關韓朝關係的所有問題。」這些意願
表達，正隱隱地勾勒出一個以朝韓為主導的，通過
對話解決問題的半島緩和時代的來臨。

緩和局勢符合雙方的需要
此次朝韓高級別會談取得成功，主要原因在於
緩和緊張局勢符合南北雙方的現實需要。就韓國而
言，歷來是左翼政府傾向對話，右翼保守政府傾向

施壓。文在寅作為左翼領導人，自上台執政起就一
直尋求將半島問題轉到對話軌道上的機會，但半島
局勢的劍拔弩張使其無計可施。當然，緊張局勢也
使文在寅更深刻地意識到對抗不僅無法解決問題，
而且可能給韓國帶來戰爭災難。而這種緊張顯然也
不利於平昌冬奧運的順利舉行。所以，無論是就眼
前還是未來的利益着想，韓國都需要借冬奧運之機
，尋求與朝鮮對話以緩和局勢。
與此同時，朝鮮也進入到一個新階段。2017年
，朝鮮通過密集的核導試驗 「實現了完備國家核武
力的歷史大業」。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在2018年新年
祝詞中宣布，朝鮮終於擁有了 「任何力量、任何東
西也無法逆轉的強大而可靠的戰爭遏制力」。當朝
鮮明確擁有了 「完備的」核武器，有了安全保障能
力之後，最迫切的需要就是打破國際制裁，迅速發
展經濟。金正恩表示， 「我們要把我國核武力建設
中所取得的歷史性勝利當做新的發展跳板」，並提
出了 「發起革命的總攻，在社會主義強國建設事業

各條戰線爭取新的勝利！」的新口號，要把 「共和
國的全盤實力提升到新的發展階段」。
金正恩講話還透露出朝鮮將安全、發展和統一
視為一個整體，認為不結束朝韓間的不正常狀態，
不僅無法實現國家統一，而且 「連外來勢力強迫的
核戰爭慘禍都不可避免。」因此，他提出要 「事不
宜遲，不拘於過去，改善北南關係，採取決定性措
施以打開自主統一的突破口。」並提出要利用平
昌冬奧運的機會緩和南北關係，推動統一進程，
讓2018年 「成為民族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轉變之
年」。

半島無核化依然面臨嚴峻挑戰
朝韓之間恢復對話，謀求關係緩和無疑有利於
東北亞的穩定，同時為通過對話和平解決半島核問
題創造了必要的條件。但此次對話沒有涉及核問題
。而未來朝韓之間 「通過對話和協商解決有關韓朝
關係的所有問題」一語是否包含核問題顯然也是可

以各自解釋的。可以設想，隨着朝韓關係的不斷緩
和，關於核問題的對話將提上議程。但這顯然不是
朝鮮的想法。新年時，朝鮮勞動新聞中文網以 「朝
中社公報：世上任何人都不能阻擋自主和正義的力
量」為題轉發了朝鮮中央通訊社去年底的一篇通告
，聲明 「任何人都不可否認的新的戰略國家、主體
的核強國─朝鮮宣布：不要指望朝鮮發生任何變
化。」而此次朝韓的聯合新聞公告，語言大體上是
接受朝鮮的主張。
顯然，未來韓國面臨的巨大挑戰就是如何讓韓
朝對話朝有利於朝核問題解決的方向發展。美日韓
都有輿論擔心朝韓緩和會打破對朝制裁包圍網，從
而有助於朝鮮繼續核強國的政策。特朗普雖然支持
朝韓對話，但也有此擔憂，而日本政府則明確表示
了反對。所以，朝韓緩和的道路不會平坦。但朝核
問題博弈從對抗式轉向對話式至少是降低了戰爭風
險。問題的最終解決，恐怕要看國際大形勢的發展
變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