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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意血案凸顯「疊加」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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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威者」膺《時代》風雲人物
美國政府多年來試圖通過硬

幣，取代較難保存的1美元紙
幣，不過始終未能獲得民眾歡
迎，硬幣無論如何也達不到流通
效果。副總統拜登前日終於宣
布，鑄幣局將停止生產1美元硬
幣，今後僅會為少數收藏家作限
量鑄造，他坦言：「沒人想要它
們。」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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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軟創辦人 打造最大型太空貨機
微軟公司共

同創辦人艾倫
一直對太空飛
行興致勃勃，
前日終於宣布
成立商業太空
發 射 公 司
Strato launch
Systems，並計

劃打造新式飛行器，取代年中退役的美國穿梭
機，起初先以商業太空載貨為主，最終目標是將

人類送往太空進行探索。
現年58歲的艾倫將再次與私人太空火箭公司

Scaled Composites創辦人魯坦合作，打造全球最
大型運載飛機，把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打造
的多節推進無人火箭送上太空。公司初期目標是
發射低軌道政府及商業衛星、為國際太空站運送
貨物，最終目標是發展出載人航天飛行科技。

進軍私人太空領域
美國太空總署(NASA)今年結束歷時30年的穿梭

機計劃，艾倫提出此項建議，開啟了私人企業提

供太空載具的大門。新飛行器預計將於5年內進
行首次飛行測試，並於翌年啟航。

艾倫表示，一直夢想能在私營太空飛行領域邁
出一大步，以提供具有靈活性的太空運輸系統。
相比現今從陸地發射的系統，新計劃是從空中發
射至軌道，成本較低，而且更為安全及靈活，將
讓美國在太空探索方面繼續保持領先地位。艾倫
透露，計劃耗資逾2億美元(約15.6億港元)巨資，
比起他於2004年資助載人太空旅程所用的2,000萬
美元(約1.6億港元)高得多。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洛杉磯時報》
■艾倫(右)與私人太空火箭公司創辦人魯坦合作進軍私營太空領域。上圖

為設計中的Stratolaunch Systems新式飛行器。 美聯社

比利時槍手阿姆拉尼前日血洗列日市中心，連同兇徒在內共5人死

亡，包括一名僅17個月大的女嬰，另有123人受傷，暫無中國人傷亡報

告。同日，意大利著名旅遊城市佛羅倫斯亦發生槍擊案，導致3死3傷。

血案打破聖誕歡樂氣氛，分析指歐洲接連出現槍擊和暴亂，反映種族和

宗教等矛盾愈趨尖銳，並在歐債危機下「疊加共振」，使衝突惡化。

阿姆拉尼在市中心聖朗貝爾廣場，向
為聖誕節購物的民眾亂槍掃射，並

投擲手榴彈，令兩名分別15及17歲的男學
生當場死亡；一名嬰兒和另一名15歲青少
年送院後不治。早前據報一名75歲婦女傷
重不治，後來證實她仍然生還，但情況危
殆；傷者中仍有十多人情況嚴重。

曾在家殺女清潔工
警方證實阿姆拉尼在案發現場用槍轟頭

自殺身亡，正調查其行兇動機。警方後來
在阿姆拉尼家中，發現一具45歲女子的屍
體，證實為阿姆拉尼鄰居的清潔工，當地
傳媒稱，阿姆拉尼騙她到家中打掃，把她
殺害，然後再到市中心行兇。

列日民眾昨日中午為慘案默哀一分鐘，
比利時首相迪呂波發表講話，強調這是一
宗「可怕、孤立的刑事案件」，與恐怖主
義無關。比國前首相、現任歐洲理事會主
席范龍佩也表示「非常震驚」；歐盟委員
會主席巴羅佐致函迪呂波表示哀悼。

歐洲以經濟發展良好、福利優越和社會

均衡著稱，但血腥和大規模暴亂事件一再
發生，例如挪威大屠殺、英國騷亂、法國
青年燒車等等。分析指，表面上這一連串
事件是出於福利受損和社會競爭激烈，但
更深層原因是歐洲社會族群融合受阻、種
族和宗教衝突、文化優勢滑落等現象加
劇，加上經濟低迷，各種負面因素交織在
一起所致。

學者指出，暴力事件反映歐洲社會已經
亮起「黃燈」，須從政治、社會、經濟、
文化等層面反思並革新，不能再沉溺於享
受文化和制度優越感，才能跟上時代步
伐。

家藏大量武器彈藥
33歲的阿姆拉尼原本任職焊工，3年前曾

因性侵犯、吸毒和藏械等罪名入獄，當時
警方在其家中搜獲衝鋒槍、附有瞄準儀的
狙擊步槍、火箭發射器、數百發槍彈和一
些滅音器。案發當天，阿姆拉尼被警方傳
召到警署報到，但他沒有現身。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每日郵報》

「獨狼」槍手阿姆拉尼狂性大
發，光天化日下在列日市屠殺平
民，舉國震驚。阿姆拉尼是一名

積犯，有約20宗案底，其住所恍如軍火
庫，警方曾搜獲10支槍械和9,500個槍械零
件。警方消息人士稱，阿姆拉尼是槍械
狂，對各式武器了如指掌，他去年出獄後
旋即取得更多槍械和手榴彈，終導致今次
慘劇。

列日警方早於2007年，已在阿姆拉尼家
中搜出火箭發射器、AK47步槍和霰彈槍
等，他被判入獄5年，去年10月才獲假釋。
他曾向當局聲稱懂得拆解、維修及組裝各

種武器。雖然阿姆拉尼從未涉及恐襲事
件，但當局早已對他案底纍纍有所警惕，
惟始終未察覺他出現情緒不穩跡象。今次
血案令比利時寬鬆的刑法制度受千夫所
指。

購物民眾邊哭邊逃
阿姆拉尼前日在鬧市商場外行兇，不少

人購物途中驚聞槍聲，提 大包細包，尖
叫嚎哭躲避，並打手機聯絡親友。報道
稱，阿姆拉尼使用的武器是比國製的FN
FAL自動步槍，每分鐘可發射700發子彈。

■法新社/《每日郵報》/中新社

意大利佛羅倫斯前日發生致命
槍擊案，一名極右作家於市集殺

死兩名塞內加爾小販及射傷3名塞國人，其
後吞槍自盡。數百名塞國人其後於市內遊
行，譴責種族歧視，意大利總統納波利塔
諾敦促當局嚴打種族主義。

目擊者稱，50歲槍手卡塞里當日於佛羅
倫斯城以北的一個市集連開3槍，射殺兩名
塞內加爾小販，另一人重傷。他其後往市
中心著名觀光景點聖羅倫索市集，再槍傷

兩名塞國販商，當時市場內有大量外國遊
客。卡塞里在警方重重包圍下，以其左輪
手槍自盡。

塞內加爾人抗議「種族主義」
約200名塞內加爾人其後於市內示威，高

呼「無恥」、「種族主義者」口號，推倒垃
圾桶及街道指示牌，譴責槍手肆意殺害外
國居民。數百名外國移民其後於市內一個
教堂祈禱，不少人灑淚當場。 ■美聯社

美國《時代》周刊
昨日選出「示威者」
為本年度風雲人物(圖

為新一期封面)。執行
編輯施滕格爾表示，
由「阿拉伯之春」、倫
敦騷亂以至歐美「佔
領」運動，全球各地
的「示威者」今年由

阿拉伯國家以至歐美多國蔓延，改變了歷
史，也使全球政局氣象一新。

《時代》表示，2011年是史無前例的「示
威年」，全球各地相繼爆發示威，示威者以
行動發起革命，徹底改變世界。施滕格爾
說：「他們有異議；他們有渴求；他們不絕
望，即使得到的回覆是催淚氣體或子彈。他
們體現了個人行動能帶來共同、巨大的改
變。」

《時代》稱示威者不局限於低下階層，青
年、中產階級及受過教育人士擁有共同信
念，推翻貪腐政治體系及經濟體，令本年變
得更傑出、更全球化、更民主。

接連推倒中東北非強人
示威浪潮最初由北非國家突尼斯爆發，導

致總統本．阿里政權被推翻，其後蔓延至多
個北非及中東國家，吹起「茉莉花革命」。
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利比亞「狂人」卡扎
菲、也門總統薩利赫相繼倒台。

歐美今年亦爆發多個示威。5月15日，數
萬人於西班牙馬德里太陽門廣場聚集，抗議
失業高企、政客及銀行家當道，並席捲西班
牙、希臘等地。倫敦8月爆發大規模騷亂；
美國「佔領華爾街」運動9月底爆發，「99%」
標籤於多國開花，對「1%」貪婪的金融大鱷
表達不滿。 ■《時代》周刊/法新社/美聯社

殺人魔案底纍纍 當局疏忽捱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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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日佔時期被強徵為慰安婦的女性
的韓國團體「韓國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
會」（挺對協），昨日在日本駐韓大使館
前的人行道，設置了象徵受害女性的少
女銅像「和平碑」(見圖)。

挺對協每逢周三都會在日本大使館前
召開「周三集會」，要求日本政府賠償並
道歉。昨日的第1,000次集會從中午起舉
行，當年受害女性也參與集會，並舉行
銅像揭幕儀式。 ■共同社

伊朗國會議員索魯里前日稱，伊朗不
久將在霍爾木茲海峽舉行軍演，演練伊
軍封鎖霍爾木茲的能力。他說：「目前
中東地區供應的石油佔世界能源需求的
70%，其中大部分經霍爾木茲海峽運往
全球各地。若世界想讓中東不安全，那
我們將令整個世界不安全。」

一名伊朗革命衛隊高級指揮官昨日更
稱，若形勢需要，伊朗將把其鈾濃縮工
廠轉移至更安全的場所。有消息指，伊
朗情報部長馬斯拉希周一罕有地訪問沙
特阿拉伯，相信目的是緩和這兩個區內
大國的關係。

■《每日郵報》/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俄羅斯航空母艦「庫茲涅佐夫號」戰
鬥群，周一突然出現在英國蘇格蘭東部
默里灣以外30哩，是20年來首次有俄國
戰艦如此接近英國水域。英海軍隨即派
出驅逐艦「約克號」前往監視。早前有
報道指該航母正前往地中海演習，懷疑
今次是因為途經北海遭遇惡劣天氣而接
近英國。

杜馬主席辭職
另外，俄國經過連日示威後，統一俄

羅斯黨主席格雷茲洛夫以「不連任多過
兩屆」為由，昨日宣布辭任杜馬(下議院)
主席一職。外界估計，這個決定是為了
緩和選民對選舉結果不滿。

■英國《太陽報》/法新社/路透社

韓慰安婦團體 日使館前立銅像

伊朗將軍演 展示封鎖霍爾木茲

俄航母20年最接近英國

《時代》年度重要人物(部分)
*排名不分先後

■「股神」巴菲特

■被指殺害2歲女兒的年輕母親凱西．安東尼

■意大利前總理貝盧斯科尼

■黑客組織「匿名者」

■美籍華裔「虎媽」蔡美兒

■美國總統奧巴馬

■美國國務卿希拉里

■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

■福島「50死士」

■德國總理默克爾

■法國總統薩科齊

■西甲巴塞羅那前鋒美斯

■傳媒大亨梅鐸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前總裁卡恩

■比利時警方在槍擊案現場追捕槍手
時，購物民眾驚慌狂奔。 網上圖片

■比利時槍手阿姆拉尼(小圖)吞槍自
殺，身旁遺下自動步槍及子彈。 路透社

■佛羅倫斯警察在現場調查，地上是槍擊案
中兩名塞內加爾裔遇難者。 路透社

■塞內加爾移民情緒激動，示威抗議種族主
義行為。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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