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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引題) 東部三大城市大樓「失陷」 基輔：普
京策劃
(大題) 烏克蘭面臨「二次解體」

東部三大城市政府大樓「失陷」基輔：普京策劃

烏克蘭局勢持續緊張，繼克里米亞入俄後面臨「第二次解體」。烏國防部昨日稱，克

里米亞東部一名烏國海軍軍官被俄羅斯士兵開槍擊斃，是克里米亞入俄以來第2名喪生

的烏克蘭軍人。烏國東部三大城市爆發親俄示威，要求仿傚克里米亞舉行

入俄公投，頓涅茨克連續第2日有親俄人士佔領政府大樓，宣稱成立

「人民共和國」，並要求在下月11日前就頓涅茨克主

權舉行公投。

據悉被射殺的
33歲軍官隸屬烏

國海軍，在軍營宿舍被俄兵連開兩槍射
殺，另一同袍亦被打傷，暫未知開槍原
因。該軍官原本已執拾好行李，準備離開
克里米亞。

佔政府大樓 宣布成立「共和國」
頓涅茨克有示威者衝擊當地政府大

樓，與駐守大樓的防暴警察爆發激烈衝
突。示威者走到大樓天台升起俄國國旗。
一名自稱是示威發言人的男子其後宣布，
頓涅茨克「獨立成為共和國」，並警告基
輔非法政府若採取激進行動，將向俄羅斯
聯邦求援。
盧甘斯克亦爆發親俄示威，數百人闖

入當地安全部門總部大樓，要求釋放較早
前被捕的15名親俄抗議民眾，有兩名警
員混戰時受傷。烏當局指，示威者搶走大
樓的武器，警
方已封鎖

入城公路。
哈爾科夫
前日則有數
十人突破警

方防線進佔政府大樓，又豎起俄國國旗。
一群親歐人士被親俄派迫令在街上跪着爬
行，親俄示威者高呼「爬到你的歐洲
去」，又大叫「哈爾科夫是俄國城市」。
烏內政部長阿瓦科夫昨宣布，已驅趕政府
大樓內的示威者，並指控俄總統普京是幕
後黑手，矢言警方將透過和平手段恢復秩
序。但有外電報，示威者仍佔領大樓。

烏：俄製造進駐藉口
烏臨時總理亞采紐克昨批評俄國在烏

東部煽動親俄示威，是要為俄軍進入烏國
製造藉口，形容俄國正嘗試「肢解烏
國」。他稱俄軍在烏邊境以東30公里一
帶駐紮，無跡象撤走。代總統圖爾奇諾夫
指控俄方嘗試在烏東部重演「克里米亞事
件」，提到有分離主義分子取得武器，烏

方會採取反
恐對策。俄安
全總局邊防局
官員稱，俄方不
打算採取額外措
施加強管控烏接
壤邊境。美國駐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
(OSCE)代表警告，有證據顯示數萬俄
軍仍在烏邊境東部集結，呼籲俄方應
採取行動，紓緩緊張局勢。捷克總統
澤曼指，若俄方嘗試進駐克里米
亞以外地方，西方應予強烈回
應，包括向烏國派遣北約軍隊。
北約昨日表示，除了俄羅斯駐北約

大使、副大使及兩名職員外，將限制所有
俄外交人員進入北約總部的權限。
受局勢影響，俄羅斯MICEX指

數昨收市跌3.2%，盧布兌
美元一度跌逾1%，兩
者均是一個月來最
大跌幅。
■美聯社/法

新社/路透社/俄
新社

﹁
克
里
米
亞
效
應﹂
還
在
繼
續
…
…

陳
國
麟

?2
��

克 里
米 亞 剛

剛「脫烏
入俄」，

西方未回神
之際，烏克

蘭下一個炸彈
已瀕臨爆發。

烏克蘭東部親
俄示威此起彼落，

仿傚克里米亞投俄情緒高漲，
恐令烏克蘭陷入二次分裂，為
定於下月25日舉行的烏克蘭總
統大選蒙上陰霾。

基輔臨時政府藉推翻前總統
亞努科維奇掌權，並非民選政
府，缺乏認受性。西方和基輔
政 府 都 希 望 透 過 大 選 「 正
名」，確保大選順利舉行成要
務。然而當前東部和南部逾10
個州親俄、反基輔情緒高漲，
若撇除這些地區又會損害大選
認受性，使基輔政府進退兩
難。

面對操俄語居民的「獨立」浪
潮，俄羅斯大軍壓境，基輔一旦
鎮壓親俄示威，只會給俄軍理據
開入烏國，如今歐美「大佬」不
願直接介入，基輔實在無強硬本
錢。基輔的總理和部長們似乎更
像是孤家寡人。

今次親俄示威者其中一個要
求，是就烏克蘭「聯邦化」舉
行全民公投。俄羅斯曾提出此
方案解決烏國危機，透過下放
中央權力，讓各地區有高度自
治，保障親俄地區及俄裔利
益。然而「烏克蘭聯邦」一旦

實行，很可能出現「西邊靠歐、東邊靠
俄」的局面，分裂烏克蘭在所難免。

西方促成亞努科維奇倒台，加上基輔政
府甫上台便作連串反俄舉動，無疑引起俄
方和烏廣大俄語地區不滿，引爆克里米亞
危機，並點燃東部地區的火藥引。

如果說克里米亞回歸俄羅斯是烏克蘭的
「第一次解體」，那麼今天的烏東部危局
將使烏面臨「第二次解體」，之後的西部
各州很可能回歸「歷史祖國」波蘭、斯洛
伐克、奧地利和羅馬尼亞等國。翻開百年
前的歐洲地圖，你會發現，
「克里米亞效應」還在繼
續……

西方與俄羅斯的關係因克里米亞變得緊張，路透社評論認
為，歐美正面對一個棘手事實，就是「911」恐襲後，美國與
盟友把注意力都集中在中東地區及伊斯蘭武裝勢力，又致力應
對中國崛起，但漠視俄羅斯在過去20年來積極發展軍事勢力，
至今變成難以制衡。
該評論指，俄羅斯自2008年格魯吉亞爆發戰事後，把國防

開支大增三成，但西方國家未認真對待。美國官員透露，華府
面臨緊縮財政預算，若把焦點放在俄國，便須重新調配其他方
面資源，但應對反恐、伊拉克及阿富汗等問題已消耗太多資
源；因此在烏克蘭危機爆發前，美國根本不會考慮調配資源對
付俄國。
有情報消息指，克里米亞事件前，歐美不認為俄軍在克里米

亞駐軍有問題，即使俄軍在克里米亞獨立前有軍事調動，西方
均完全漠視及錯過該重要線索。有分析認為，西方已失去預測
俄國行動的能力。

■路透社

手機、電腦真的拉近人
與人關係？英國89歲退
休教師安妮有自己的看
法，她覺得現代人太沉迷
科技，人人變成「機械
人」，人際關係疏遠。幾
經思考後，安妮認為自己
不適合活於數碼時代，
「不適應，毋寧死」，最
終她選擇於上月底，在瑞
士了結性命。
安妮臨終前特別接受
《星期日泰晤士報》
訪問，形容科技令
現代人的距離愈來
愈遠，缺乏人性。她
不明白為何許多人花時間
用電腦或看電視，覺得自
己無法適應「科技較人性
優先」的世界，也無法接
受超市內出售的大量預製
食品，以及社會流行的消
費主義，「我發覺自己是
逆潮流而活，若你不能融
入，便應離開。」
雖然安妮近年患上心臟
病和肺病，然而住院經歷
令她害怕有天會在老人院
終老，於是申請去瑞士接
受輔助自殺，上月27日
注射過量鎮靜劑去世。
■《每日電訊報》/

《每日郵報》/《每日鏡
報》

美國南加州上周六晚有大學生街頭派對演變
成騷亂，警方施放催淚彈驅散，最少44傷，逾
100人被捕。事件到翌日早上才平息，大部分
傷者測出體內有過量酒精。

酒樽打頭 警催淚彈驅趕
事發於晚上約9時半，約1.5萬人出席加州大
學聖巴巴拉分校附近一個沿海社區舉行的
「Deltopia」派對，其間一名大學警員被裝滿大
酒樽的背囊拍打頭部，隨即引發騷亂。部分人
借機肆意破壞，撕走路牌、焚燒雜物和執法車
輛、向警察投擲石頭、磚塊等雜物。
警員施放催淚彈、胡椒噴霧和泡沫彈，鄰近
地區警員亦到場增援，數小時後才能控制場
面。混亂中有6名警員受傷。警方表示，除在
現場接受治理的傷者外，幾乎所有入院的人都
飲用過量酒精。 ■法新社/美聯社

面對殺女仇人，有多少人能放
下怨恨，給予寬恕？昨日是非洲
盧旺達種族大屠殺20周年紀念，
當年一名圖西族女子右掌被砍

了，9個月大女兒被殺了，但多年後的今日，她
原諒行兇的胡圖族男子，更與對方成為好友。
1992年，盧旺達醞釀着一場血腥種族屠殺。
胡圖族領袖煽動族人殺害「魔鬼」圖西族人，
胡圖族人恩達伊薩巴也被洗腦，認為本是同根
生的圖西族人該死。種族清洗的導火線在1994
年4月6日點燃，載着時任盧旺達總統的飛機被
擊落，當時23歲的恩達伊薩巴接到族內領袖命
令，屠殺一個圖西族家庭，殺了14人。
當年25歲的穆卡魯里達帶着9個月大女兒及9

歲大姪女逃避追殺，4月29日被恩達伊薩巴等胡
圖族人發現。殺了兩個女童後，恩達伊薩巴砍
下穆卡魯里達右掌，並在她面上留下深深的刀

痕，結果穆卡魯里達大命死不去，3天後被其他
生還者救出。
大屠殺持續了整整100日，兩年後恩達伊薩巴

因良心責備而自首，2003年出獄，其後意外重
遇穆卡魯里達。他鼓起勇氣跪地尋求寬恕，最
終獲得原諒。兩人現時一同在大屠殺倖存者組
織工作，見證兩個種族緩步走向和解之路。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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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後歐美重反恐
忽視俄軍事擴張

NGO助推翻烏前政府
普京下令制裁

俄羅斯總統普京昨出席聯邦安全局(FSB)會議時稱，烏克蘭的民族主
義及新納粹組織透過非政府機構(NGO)接受外國資助，發動政變推翻
烏國前政府。他強調不容許NGO被利用為實施破壞目的，下令制裁俄
境內NGO。
普京表示，俄境內地下恐怖組織雖遭受很大損失，但仍有力策動針

對平民的大規模恐襲，如去年底南部城市伏爾加格勒連環爆炸事件，
強調索契冬奧結束後，俄保安部門仍保持戒備。
普京表示，極端激進組織不但企圖在北高加索加強活動，還企圖滲

透其他地區，包括伏爾加河沿岸地區和俄中部；他們竭力挑起民族和
宗教衝突，利用現代化通訊技術在年輕群體大肆宣傳。普京稱，去年
共封閉400個恐怖主義和激進主義網站。

■俄新社/法新社

烏克蘭面烏克蘭面臨臨「「二次解體二次解體」」

哈爾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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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生街頭P醉酒 爆騷亂百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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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人借機肆意破壞，撕走路牌
及焚燒雜物。

■穆卡魯里達（左）與恩達伊薩巴。 美聯社

■■親俄示威者親俄示威者焚焚
燒親歐派領袖人燒親歐派領袖人
偶偶。。 路透社路透社

起飛腳起飛腳烏警阻示威者烏警阻示威者

佔據政府大樓佔據政府大樓

打爛玻璃窗闖入打爛玻璃窗闖入

主要操烏克蘭語地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