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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2 責任編輯：霍青松 2011年8月12日(星期五)紫 荊 廣 場
B A U H I N I A  P A R K

國際新聞責任編輯：王新源

緊縮政策惹民怨 首相斥社會病態

英富商千金變暴徒掠貨7萬
19歲的約翰遜曾於英國頂尖的文法學校就

讀，於英國公開試GCSE中考獲4科A*級佳
績，現於埃克塞特大學修讀意大利語及英語。她
家住價值100萬英鎊(約1,262萬港元)連網球場的豪
宅，雙親是商界成功人士，但她卻是其中一名被
捕的滋事分子。
警方表示是於倫敦東南部查爾頓拘捕約翰遜，

在其座駕發現搶掠得來的電視機、微波爐、手機
及酒等物品，總值5,500英鎊。約翰遜前日在庭
上否認偷竊罪。她的父母在庭外拒絕談論事件。

最年輕11歲 髮型師救生員
騷亂中被捕的最年輕疑犯，是一名年僅11歲男

童，他在母親陪同下提堂，承認偷竊一個50英鎊
(約631港元)的垃圾桶。被捕者還包括髮型師及救
生員。32歲的郵差埃班克斯本有正當工作，日前
卻參與騷亂，攜同其18歲外甥於超市搶掠。埃班
克斯的外甥承認爆竊，並供稱是受叔父唆使才
「誤入歧途」。

31歲的貝利是倫敦南部斯托克韋爾小學的教學
助理，負責激勵有情緒困擾及屢缺勤的學生。然
而，其身不正的他承認爆竊，法官稱他早前有刑
事毀壞案底。

倘再暴亂 或授權軍隊制止
倫敦市面已大致回復平靜，但部分地區仍有

零星衝突，警方繼續嚴密巡邏，首相卡梅倫警
告會以一切手段恢復秩序。事件引發社會反
思，副首相克萊格也表示，為未來 想，須進
行「社會辯論」探討暴力根源。卡梅倫表示，
若日後再出現暴亂，或授權軍隊協助警方平
亂；警方亦將有權要求示威者除下面罩等遮蓋
物。卡梅倫稱，今次騷亂完全是盜竊行為，與
政治訴求或示威無關。

■《每日郵報》/《泰晤士報》/英國《太陽報》

11歲男童、郵差、富豪千金、

教學助理⋯⋯驟眼看來完全與暴

徒沾不上邊的一群人，卻出現在

涉及英國倫敦騷亂首批提堂的疑

犯當中。疑犯大多是被社會疏離

的貧民和雙失青年，但也不乏一

些專業人士，更有一名成績優異

的富商千金，在騷亂中搶掠總值

5,500英鎊(約6.94萬港元)貨品。

英國爆發全國大騷亂，首相卡梅倫(見圖)被迫提
早銷假回國，他稱英國社會「支離破碎」及「病
態」，絕不容許出現恐慌文化。然而，有人質疑
爆發騷亂是因為執政聯合政府在經濟不景氣
下，還大力實行緊縮措施，令民怨沸騰，使遭
大幅削支的警方無力控制情況。反對黨敦促卡梅
倫軟化削支計劃，並盡力協助貧窮社區。
在野工黨稱，政府大幅削減警方預算，是導致騷亂升溫的主因。工

黨內政事務發言人表示，政府大規模削支，令警方更難保障民眾安
全，敦促政府減輕削支計劃。儘管卡梅倫稱，滋事者都是渾水摸魚的
不法之徒，與政府削支計劃無關，但有社區領袖稱，英國連續18個月
出現衰退，年輕人失業率高達20%、社會不公平、公共服務削支及通
脹嚴重，令民眾尤其窮人喘不過氣。英國警方至今已拘捕逾1,100人，
國會昨日召開特別會議商討騷亂情況。

■法新社/路透社/《泰晤士報》/《每日電訊報》/英國廣播公司

愛兒無辜撞死 巴裔父：勿掀種族戰
英國暴亂至今有4人死亡，其中3名南亞裔青年前

日在伯明翰自發保衛家園時，懷疑被一群黑人暴徒
駕駛汽車撞死。死者父親痛失愛兒，但仍強忍悲
傷，呼籲大家勿以牙還牙，以免引發種族戰爭。
賈漢來自巴基斯坦，他的兒子哈龍只有21歲，另

外2名死者是一對兄弟，分別是30歲的沙扎和31歲的
穆斯塔法。他們前日跟其餘約50人自發保衛社區，
阻止暴徒搶掠清真寺及其他店舖，懷疑跟黑人暴徒
發生口角，其後有人駕車衝向人群，3人走避不及
被撞死。前晚約300人到事發現場出席燭光悼念活
動。賈漢憶述事發經過，表示聽到有車全速前行，
然後發出巨響，當他走向人群後發現兒子倒地，並為他進行心肺復甦
法，全身都沾上兒子鮮血。 ■《每日郵報》/英國《太陽報》

英國發生暴亂

期間，多個城市

淪為一片火海，

倫敦南部克羅伊

登一名女子被迫

跳窗逃生的畫面

震撼不已，成為

這場暴亂的經典

一幕(見上圖)。她的身份終於曝光，原來是一名

剛抵達英國3個月的新移民。

32歲的康奇(見圓圖)來自波蘭，今年3月到英國

學習英語，以及與在英國住了5年的親姊團聚。

在周一晚，當時市面一片混亂，康奇只好留在家

中。當她準備就寢時，老牌傢

具店Reeves起火，波及周遭

民居，她走到窗口求救，剛

好姊姊和姊夫來到，但無法

入內救她。

康奇非常害怕，心想這次死

定了。她不知如何是好，直至姊姊大

叫她跳下來，她才從離地約16呎的窗口跳下，由

一批防暴警察在地面接 她，最終逃過大難。

今次死裡逃生的遭遇對康奇打擊甚大，她至今

驚魂未定，變得沉默寡言，家人認為她患上抑鬱

症，她遂向醫生求診，至今仍未返回工作崗位。

■《每日郵報》/《泰晤士報》

網上流傳不

少暴徒搶劫店

舖的片段，但

最令人心寒的

莫過於一名受

傷青年被人扶起

繼而洗劫的畫

面。此片段被放

上Youtube，吸

引了過百萬人瀏覽，首相卡梅倫更直斥事件「可

憎」。片中苦主是一名馬來西亞留學生，他身體受

傷但心未碎，決定留在英國繼續學業。

決繼續留英進修
20歲的哈吉克獲得馬來西亞政府獎學金，到英

國修讀會計，剛抵達1個月就遇上暴亂。周一齋

戒月結束，哈吉克

跟友人騎單車到朋

友家聚會。但途經

發生暴亂的倫敦東

部哈克尼區，遭約

20名青年襲擊。

他記得有人持刀

威脅要插死他。暴

徒先搶走他的單車，他被打至倒地昏迷，當他醒

來後發現自己滿口鮮血。然後那群青年中有人走

近扶起他，假裝幫助他，實際卻是搶劫財物，從

他的背包搶走遊戲機、手機和錢包等財物。

雖然哈吉克曾身陷險境，家人亦勸他回家，但

他坦言會繼續留英學習，更不會搬離事發地區。

有網民發起籌款活動，支持哈吉克，希望讓他感

受到英國民眾的溫暖。 ■《每日郵報》

跳窗逃生新移民 患上抑鬱症

■富商千
金，19歲
約翰遜成
績優異，
是騷亂疑
犯之一。
網上圖片

■倫敦警方
搜捕騷亂暴
徒，其中最
年輕者僅11
歲。

美聯社

■擔任教
職的31歲
的貝利是
一名騷亂
疑犯。
網上圖片

睇片：
http://www.youtube.com/watch
?v=a4D0qgPMXRM

大馬青年慘遭20人圍毆洗劫

■馬來西亞駐英使館人員
探訪哈吉克。 路透社

■賈漢手持愛
兒生前照片。

法新社

蔡冠深：緬懷先輩光輝事蹟
中總會長蔡冠深昨日在會所與傳媒午宴，他指出，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也是中總111周年會慶，中總
藉 明晚的大型文藝匯演，既是緬懷革命先輩的光輝
事蹟，發揚辛亥革命精神，同時傳承中總愛國愛港的
精神，達至薪火相傳、承先啟後，代代延續下去。擔
任匯演活動召集人的全國政協委員朱蓮芬介紹，今次
匯演將免費招待逾7千名市民，屆時全國政協副主席董

建華亦將出席主禮。
是次匯演節目內容豐富多彩，當中有古巨基、張智

霖、陳奐仁等歌星獻唱，還有精彩歌舞、奇幻魔術、
激昂武術、鼓樂、大型沙畫演出，以及111位中總首
長、會董和青年合唱中總會歌及進行壓軸獻唱《愛我
中華》。

逾百珍貴照片書信亮相
另外，身兼香港日本經濟合作委員會主席的蔡冠深

透露，自己剛於10天前組織香港工商界高層考察日本
時，了解日本地震災後的經濟狀況，亦了解到孫中山
與日本人梅屋庄吉之間的密切交往。他說，「據說當
年孫中山與宋慶齡的婚姻是由梅屋庄吉夫婦促成的，
而梅屋庄吉亦曾支持孫中山在香港推行革命。這次中
總與日本商工會議所合作舉辦『孫中山與梅屋庄吉展
覽』，將展出逾100件珍貴照片、書信、紀錄片等展品，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已應允主禮」。

舉行港日經濟高峰論壇
蔡冠深又說，在展覽開幕前一天，中總亦將舉行一

場「港日經濟高峰論壇」，約300位香港和日本兩地工商
界人士參加。論壇將探討日本震後經濟恢復狀況及對
香港工業及出口的影響，同時推動港資與日資的經貿
合作。在論壇後舉行的午餐會，邀請日本九州福岡、
長崎、熊本3位地方首腦擔任講者，圍繞《日本經濟中
心西移—九州區域的潛力》的題目進行介紹。

香港文匯報訊 由國際佛教僧
尼總會舉辦的「全球佛教聞法上
師香港大會」在8月6日及7日一連
2日舉行，是佛教界每年一度的盛
會。大會旨在研究宏揚及學習第
三世多杰羌佛的思想和佛法，當
天有來自中國大陸、台灣、香
港、美國、加拿大、泰國、日
本、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

奧地利、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國
家和地區，邀請共6千多個佛教寺
廟和聞法中心的代表參加。

8千多人參加再創紀錄
國際佛教僧尼總會總部位於美

國三藩市，這是第3次在香港舉行
大會，與會人數逐年倍增，今年
共8千多人參加，人數再創紀錄。
是次大會，主要公布認證佛陀降
世聖德錄，第三世多杰羌佛是原

始古佛降世，整個佛教的最高領
袖，第三世多杰羌佛由世界佛教
各大宗派近百多的領袖、法王和
大仁波且們等一致認證、附議恭
賀，其智慧成就是有史以來最高
的。第三世多杰羌佛今年6月獲世
界和平獎頒獎委員會在美國國會
頒發世界和平獎最高榮譽獎。
與會代表向大會報告了他們聞

聽第三世多杰羌佛的法音、思想
和佛法。

■國際佛教僧尼總會第3次在香港舉行大會，今年共8千多
人參加，人數再創紀錄。

中總紀念辛革文藝匯演賀會慶
明晚紅館響頭炮 下月初辦「孫中山與梅屋庄吉展」

■李文斌聯同董事局成員與一眾官員合照。

■中總首長蔡
冠深、朱蓮芬
與傳媒午餐，
介紹紀念辛亥
革 命 系 列 活
動。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彭子文 攝

■蔡冠深介
紹辛革文藝
匯演詳情。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彭子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巧顏）仁
濟醫院董事局成員，於日前與食物及
衛生局、醫院管理局及衛生署多位官
員共晉午宴。各出席董事局成員及嘉
賓就多個問題交換意見，氣氛融洽。

周一嶽胡定旭林秉恩出席
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嶽、醫院管

理局主席胡定旭、衛生署署長林秉恩
及有關高級官員均有出席，而當日出
席的仁濟醫院董事局成員則有主席李
文斌，副主席梁昌明、蘇陳偉香、林
煒珊，總理黃美斯、趙貫修、鮑誠
業、陳馬笑桃及吳國榮。

醫院重建計劃6月展開
仁濟醫院董事局主席李文斌表示，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仁濟醫院的重
建計劃已於本年6月展開，今年的第4
季將開始拆卸其中兩座大樓，繼而興
建新大樓，預期於2016年第1季完成
整項重建工程，成為全港首間嶄新概
念的社區健康中心。該院亦積極支持
由食物及衛生局推行的長者先導計
劃，並已完成第一部分的牙科講座，
待本年9月份各項所需的器材及設備
齊集後，便由該院資深的牙科醫生為
接近2,000名長者提供基本護齒檢查。
李文斌亦表示，董事局將於今年內

開設兩間自負盈虧的診所，分別為
「仁濟醫院曾卓明中醫痛症中心」及位於西貢的
中醫診所。
周一嶽表示，很高興仁濟醫院的重建工程已經

展開，而6.8億元的工程費用亦已獲得立法會財
務委員會撥款支持。重建後，仁濟醫院的設施將
獲提升至現代社區醫院的標準，亦有更多供臨床
用途的地方應付與日俱增的服務需求，醫院大樓
將會以社區健康中心的服務模式提供「一站式」
綜合服務，又指重建後仁濟醫院的普通門診診所
及專科門診診所將會由現時的36個診症室增加至
54個，服務量亦會提升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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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沈清麗）為紀念辛亥革命100周年，香港中華總商會籌辦半年後，推

出多項與辛亥革命和孫中山事蹟有關的大型主題活動。頭炮活動是於明晚假紅館舉辦「紀念

辛亥革命100周年暨香港中華總商會111周年會慶文藝匯演」。其他活動還有下月3日舉辦的

「溫故創新—孫中山與梅屋庄吉展覽」，展出孫中山與日本人梅屋庄吉來往的書

信、照片等逾100件展品。

佛教聞法上師大會港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