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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重返」光輝地
公眾瞻仰 3 天

曼德拉的靈柩昨蓋着國旗，在警方
車隊開路下，由比勒陀利亞第一軍方
醫院移送至總統府聯合大樓，一連 3日
供公眾瞻仰遺容。數以千計民眾夾道
送別，更組成儀仗隊向曼德拉致敬。
之後遺體會送返家鄉庫努村，待周日
舉行國葬。
靈柩今明兩日亦會重複有關路線，
讓更多民眾能追悼曼德拉。48 歲教師
德拉米尼帶着兩名子女在街上等候了 2
小時，只為見曼德拉最後一面。沿途
民眾揮舞國旗，有人選擇以歌舞代替

面貼面自拍

有說有笑

美國總統

奧巴馬
米歇爾

丹麥女首相

卡梅倫

施密特

奧巴馬與丹麥女首相聊天 米歇爾黑面

美英元首無禮

追思玩自拍

南非前總統曼德拉的追思會前日舉行期間，坐在同一行的美國總統奧巴馬、丹麥女首相施密特及英國首相卡梅倫，
被記者拍到在座位上歡樂自拍合照，照片旋即在網上瘋傳，有網民批評 3 人無禮貌、不尊重場合。另一張照片則拍到
奧巴馬與施密特聊得興起，第一夫人米歇爾在旁「黑面」，似乎呷醋。
照片中，3
人並排而坐，
施密特夾在奧
巴馬和卡梅倫
中間，當時施
密特雙手舉着
橫放的智能手
機，奧巴馬伸
出一隻手幫忙
扶着，3 人皆面露笑容、接近面貼面自拍。奧
巴馬左側的米歇爾則面無表情，眼望前方，對
丈夫的「自拍外交」絲毫不感興趣。

網民斥自私白痴

太受注目，可能模糊了焦點，令其他追思會照
片失色。

照片在 twitter 廣傳，有網民嘲諷奧卡兩人是
「自私的白痴」，用戶@toxicsayonara 更在卡
梅倫的 twitter 留言：「你毫無質素或禮貌可
言。」不過，亦有網民為兩人抱不平，指「英
國廣播公司(BBC)直播追思會的確很無聊」。
卡梅倫回應稱，追思會更像是歡送會，指當時
場內並非愁雲慘霧，暗示自拍並無不妥。
拍攝該照片的法新社記者稱，3 名政治人物
在照片中流露出人性，有別於他們平常正經八
百的表現，是個有趣畫面。但他擔心這幅照片

搭膊頭談笑風生

移送路線象徵為自由抗爭
靈柩移送路線別具意義，途經曼德
拉 1962 年因煽動罪和非法離境被囚的
中央監獄，以及他 1963 年至 1964 年被
判叛國罪、判囚終身的法院。靈柩安
放的政府大樓則是他宣誓成為總統的
地點。整條路線可說象徵了曼德拉為
自由抗爭，最終獲得勝利的光輝歲
月。
■法新社/路透社

李源潮出席遺體告別式

美國第一夫人
英國首相

淚水，送別一代偉人。

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特別代表、國
家副主席李源潮昨
在南非比勒陀利亞
總統府出席曼德拉
遺體告別儀式，並
代表習近平、中國
政府和人民向曼德
拉家屬表示深切哀
悼和誠摯慰問。
■靈柩由警察開路，民眾夾道送別。
李源潮同日會晤
南非總統祖馬，向
對方轉交習近平的
親署函。習主席在
函中表示：「曼德
拉是中國人民的老
朋友，相信南非人
民一定會繼承曼德
拉的遺志，在國家
■李源潮向曼德拉作最後致敬。
發展上不斷取得新
成就。我們願同南
方一道，推動中南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向前發展。」
祖馬表示感謝，
稱南非將繼承和發
展曼德拉開創的南
中 友 好 事 業 。
■新華社
■一名女子傷心過度，一度暈倒。

美聯社

新華社

美聯社

在另一幅照片上，奧巴馬一手放在施密特的
肩膊，和對方談笑風生，一旁的米歇爾皺起眉
頭看着兩人，似有難言醋意。稍後一張照片見
到米歇爾和丈夫調換座位，奧巴馬和施密特各
做各的事，米歇爾則背對施密特，有網民笑
指：「米歇爾發威了！」
■《每日電訊報》/《每日鏡報》/
法新社

美古握手的虛實之間

美國總統奧巴馬與古巴領導人
勞爾．卡斯特羅在曼德拉追悼會
上握手，成為全球媒體報道焦

法國總統戴高樂與德國總理阿登
納在愛麗舍宮握手，終結了持續
數百年的法德冤家世仇；最近，
伊朗總統魯哈尼與奧巴馬的「電
話握手」，直接推動了伊核談判
重大突破。
握手的虛實轉換很大程度取決
於時勢、意願和機緣。國際大勢
發展是主因，當事方意願其次，
機緣順水推舟，也可以「創
造」。
當下還不能判斷美古握手的虛
實。雖然兩國近期已採取一些措
施緩和雙邊關係，但仍面對阻
力，尤其美國保守勢力的反對，
加上美國人格羅斯仍在古巴服
刑，美古關係短期難改善。外界
則希望變虛為實，美古關係能實
現根本改善。 ■新華社/中新社

紅衫軍擬圍曼谷 恐爆流血衝突

學者組聯盟 斥素貼患妄想症

據報素貼計劃以「人民民主改革委員
會」(PDRC)作為「政府」核心，由志願保
安人士代替警察執行職務，並會擁有自己
一套外交方針。他又聲稱泰國已再無政
府，PDRC 將提名新總理，但外界批評他
無權這樣做。他又要求軍隊取代親他信的
警隊駐守政府機構，但軍方過去已多次表
態無意介入政爭。
親他信紅衫軍則警告，若反對派繼續強
行要求設立「人民議會」，將在曼谷附近 4

泰國學術界猛烈批評素貼行動違反民主
和憲法，逾百名學者宣布成立「捍衛民主
大會」抗議，部分人更直斥素貼「患了妄
想症」。但有分析指，若素貼獲得軍方或
法院支持，其「妄想」可能成真。朱拉隆
功大學安保和國際研究院總監提蒂南形容
局勢已開始失控，「曼谷不可能有兩個政
府，其中一方必須讓步。」看守政府則強
調仍掌有管治權，國家運作正常。
■美聯社/路透社/《曼谷郵報》

米農被拖欠補貼金 威脅堵路示威

英祿前年上台後推出大米補貼政策，意
圖鞏固米農支持，但計劃虧損嚴重，政府
已拖欠部分米農補貼金達 2 個月。泰國農
夫協會表示，米農怒不可遏，威脅發起行
動堵塞 26 個府的道路。分析指，此舉不僅
令飽受壓力的英祿政府頭痛，更可能威脅
執政為泰黨在明年2月大選的勝算。
農村是英祿及其兄長、前總理他信的傳

統票倉，英祿上台後出手干預稻米市
場，以高於市價約一半向農民買米，企
圖鞏固支持。但此舉導致泰國米出口價
格飆升，同時令政府囤積大量貴米，損
失慘重。米農已失去耐性，大城府一名
農夫領袖表示當地農民已開始聚集，準
備本周示威。
■路透社

烏克蘭警清場
與示威者衝突

■警方撤退，示威者揮旗慶祝。

烏克蘭政府昨凌晨
出動數千警察，包圍
被反對派示威者佔領
的基輔獨立廣場及市
政府大樓，不過示威
者猛烈抵抗，且不斷
有人聲援，警員在沒
使用過度武力下，最
終於清晨撤走。示威
者宣稱今次是一次勝
利，當局則呼籲民眾
冷靜，強調只想打通
連接獨立廣場的道

路，並非要清場。
警方從凌晨開始清理獨立廣場周邊街道，拆毀部分示威者
營地，用電鋸鋸開圍欄，又用盾牌迫退示威者，雙方多次發
生衝突，多人受傷。反對派其後號召聲援，至清晨有過萬人
在獨立廣場聚集，並組成人鏈阻止警察進入。
警方在行動中表現克制，沒有使用過度武力，甚至攙扶受
傷倒地的示威者離場，與過去兩周大相迥異。
美國國務卿克里發聲明譴責烏克蘭調派防暴警察、推土機
等對付和平集會的示威者，阻礙民主進程，並促請烏國克
制，保障人命安全。歐盟外交政策代表阿什頓亦呼籲雙方透
過對話解決紛爭，毋須訴諸暴力。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業界百年來首次

個府發起「包圍曼谷」集會，揚言規模將
超越反對派示威，以示泰國民意所在。分
析指，素貼的行動已把泰國推到危險的十
字路口，恐引爆更多流血衝突。
看守內閣勞工部長察霖昨要求警方行使
拘捕令，在48小時內逮捕素貼。

美國通用汽車前日宣布委任執行
副總裁巴拉出任行政總裁(CEO)，
成為全球汽車業百年歷史首位女總
裁。現任總裁埃克森強調，巴拉獲
選全因才華，與性別無關。分析
指，巴拉在工程、工廠運作和人力
資源等範疇經驗豐富，能帶領剛脫
離華府救助的通用改善業績，但亦
有人憂慮她固步自封，無法延續埃
克森的改革措施。
51 歲的巴拉下月 15 日接替退休
的埃克森，成為通用 5 年內第五名
總裁。她與車業淵源甚深，父親在
通用任職多年，她也在通用由低做
起，一做33年。

掌通用汽車
CEO

泰國反對派要求看守總理英祿下台的期
限前晚屆滿後，領袖素貼揚言設立「並行
政府」，執行臨時政府職責，「下令」警
方以「叛國罪」拘捕英祿和內閣官員，又
將他信家族成員列為今後抗議對象，揚言
「要他們沒好日子過」。

■靈柩昨蓋國旗
靈柩昨蓋國旗，
，移送至總統府聯合大樓
移送至總統府聯合大樓。
。法新社

女

圖拘「叛徒」英祿

素貼揚言設並行政府

■勞爾

點，不過新華社評論認為，這次
握手要說是「歷史性握手」或許
過早，說其「純屬禮節」又或許
輕率，關鍵是要搞清楚
這握手的「實」與
「虛」。
縱觀世界舞台上老對
頭的「握手」，有實有
虛，說「虛」——朝韓
領導人之間曾多次握
手，韓國總統朴槿惠當
選前曾訪問朝鮮，但朝
韓之間對立並未出現根
本性鬆動；以巴歷代領
導人在各方撮合下曾多
次「歷史性握手」，但
和解進程還是看不到曙
光。
■奧巴馬
說「實」——1963 年

脫離救助 股價新高
通用汽車 2008 年曾因財困求助
華府，財政部本周一出售最後一批
所持通用股份，標誌着通用完全脫
離華府救助，消息刺激股價當天升
至 41.16 美元的新
高。市場對巴拉出
任總裁的消息未有
太大反應，股價高
位後有回吐，前日
收 市 跌 1.2% 。
■美聯社/法新社/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