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4

國際新聞

■責任編輯：孔惠萍 ■版面設計：黃力敬 2014年6月24日（星期二）

日本《朝日新聞》上周六、日進行的民調顯
示，首相安倍晉三的內閣支持率繼續下滑到
43%，較上一次調查跌了 6 個百分點，是安倍
內閣前年12月上台以來新低。56%受訪者反對
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較贊成的 28%高出一
倍；76%受訪者亦認為有關討論不足，僅 9%
認為已經有足夠討論。
安倍內閣此前最低支持率為去年底的 46%，
當時內閣不顧民間反對聲音，強行通過《特定
秘密保護法》。
不支持內閣的受訪者理由主要集中政策方面，
達63%。整體上，受訪者對安倍內閣的經濟政策
持正面評價的比例較高，相反社會保障和外交安
保方面評價的比例則是負面高於正面。
安倍內閣最近密鑼緊鼓推進修改憲法第 9 條

自

解釋，解禁集體自衛權，但由於聯合執政的公
明黨反對，使得安倍無法如願在本屆國會會期
前日結束前完成「釋憲」。共同社調查指，7
成公明黨支持者反對解禁集體自衛權。

未曾改組內閣，引來不少自民黨資深議員不
滿。分析指，今次改組將更換一批大臣，引入
新血，希望提升內閣支持率和強化黨內融合。
■共同社/日本《朝日新聞》

800 人遊行反修憲 傳 9 月改組內閣
約 800 名 10 多歲至 20 多歲年輕人前日在東
京 JR 涉谷站周邊遊行，高呼「保護憲法」和
「不要戰爭」。甲府市山梨大學一年級生窪田
由和子指出，安倍內閣去年通過秘密保護法，
其後急於推進執政黨之間磋商解禁集體自衛
權，批評安倍企圖在未經充分討論和國民允許
下，私下決定所有事情。
據報安倍計劃在下一屆國會會期展開前，於
9 月上旬改組內閣。自前年上台以來，他一直

殺

「第三支箭」遇強大阻力

安倍內閣民望新低逾半數反對解禁集體自衛權

■800 名年輕人在東京 JR 涉谷站遊行，反對
安倍解禁集體自衛權。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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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魔兵落網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曾揚言會像
「鑽頭」打破官僚作風和既得利益
集團，推動改革，帶領日本經濟走
上復甦之路，他預定今日公布更多
刺激增長措施，但消息顯示，新增
長戰略中依然缺乏有關改革。《華
爾街日報》指，安倍必須作出抉
擇，要改變長期以來的商業習慣達
至經濟增長；還是採取低風險、低
增長，但無法扭轉經濟下滑的政
策。
文章指出，相比「鑽頭」，安倍
現在「更像是一個雕塑師的鑿子在
邊緣敲敲打打」。安倍新增長戰略
料 包 括 把 公 司 稅 由 35% 下 調 至
30%以下，但未有說明新稅率水
平、花多長時間下調，以及採取甚
麼措施彌補減稅對日本債務的影
響。

作為「安倍經濟學」三支箭中的
頭兩支，「超寬鬆貨幣政策」及
「大幅增加公共開支」已經取得成
效，過去一年成功提高經濟增長，
並帶動停滯多年的物價上升。然而
提高物價要比促成長期經濟繁榮容
易，日本央行副總裁岩田規久男最
近便指出，克服通縮固然是重大勝
利，但還不足以復興日本經濟。
日央行估計，在人口萎縮、資本
開支減少及生產率停滯等影響下，
日本經濟年均增長潛力已由1980年
代 末 期 的 4% ， 降 至 現 在 不 足
0.5%。安倍希望市場改革這「第三
支箭」能提升增長潛力，但不少日
本人認為，為了提高經濟增長而進
行更大規模改革並不值得，成為
「第三支箭」的重大障礙。
■《華爾街日報》

槍殺 5 名同袍的韓國22 歲士兵林某逃亡超過24 小時後，昨日
下午 2 時 55 分終於被生擒。軍方指他被捕前在事發哨站外 7 公
里的一個叢林與軍隊對峙，曾向自己左胸開槍企圖自殺未遂。
他其後被轉送至江陵峨山醫院，雖然失血較多，但仍有意識。

韓軍前日下午一度在高城郡一間小學附近發現林某行蹤，雙方爆發槍
戰，但他逃脫。據報他前晚企圖衝過軍方封鎖線，再度觸發槍戰，卻

突圍不果，躲入附近叢林，與軍警連夜駁火。韓軍展開包圍網，把他困在
林中。

家人 7 米外勸降 問會否判死
昨日早上，韓軍展開全面拘捕行動，逐步收窄包圍網，又安排林某親人
到場，透過電話和擴音器勸他投降。軍方官員透露，林某的父母和兄長一
度在距離他 7 至 8 米的位置勸降，其間林某曾問到若棄械投降會否被判死
刑，反映他可能有意投降。軍方此時向他提供乾糧和食水，同時不斷勸誘
他投降。
但到了下午約 2 時 55 分，林某突然用步槍向自己左胸開槍企圖自殺，但
不果，最終被捕。國防部發言人金珉奭表示，林某身上的 K-2 步槍和大量
子彈已由軍方全部沒收，林某亦將被移送軍方機關接受調查。

槍殺 5 同袍 9 大隊兵力搜捕
林某於上周六晚執勤後，返回江原道高城郡韓朝邊界哨站途中，突然引
爆手榴彈並用K-2步槍射殺同袍，之後攜同步槍和290 發子彈逃走。韓軍隨
即在附近區域發布應對局部挑釁的「珍島犬一級」安全警報指令，並投入 9
個大隊級兵力展開大搜捕，同時在多處設置檢查站，防止林某逃到其他地
區或是逃往朝鮮。林某被捕後，軍方於昨日下午3時半解除「珍島犬一級」
指令。
事件一共造成 5 名韓兵死亡、8 人受傷，其中一名傷者是在追捕林某期
間被槍傷。當局暫時仍未知道林某的犯案動機，包括是否因曾被評為有心
理障礙，以及是否與同袍不和甚至被欺凌而觸動殺機。暫無證據顯示案
件與朝鮮有關。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韓聯社

■22 歲林姓士兵向胸口
開槍自殺不遂，
開槍自殺不遂
，被捕送
院。
路透社

■魔兵家屬在槍戰處 7
米外勸降。網上圖片

士兵淪為劊子手

韓星元斌、李準基、Rain 有何共同經歷？
除了演藝事業，他們都曾在軍隊服役。在實
 施義務兵役制的韓國，男性當兵盡公民責
任、保衛國家，理應義不容辭。不過，今次
韓兵射殺同僚的槍聲，迴響着集體利益「壓
力煲」下，另一種不為人關注的微弱呼聲。
生活在香港這塊福地，港人與戰爭相距遙遠；本地大學
新生也無需像內地般須接受軍訓。當今不少國家仍保留義
務兵役制，軍事衝突較嚴重地區尤為重視，如「全民皆
兵」的以色列。韓國人活在朝鮮半島戰爭陰影之下，兵役
是健全男性必經之路，但並非人人都能適應軍旅生活，何
況是生死攸關的前線。2011 年有韓國海軍陸戰隊員槍殺同
僚後，輿論廣泛爭論軍營文化過度嚴苛、欺凌盛行和漠視
士兵感受。
士兵心理問題儼如戰場上另一個敵人。越戰期間，美軍
不時出現士兵突然向同僚投擲手榴彈事件，稱為「fragging」，特別是針對不顧下屬死活的上司，這些上司要求
下屬完成等同送命的任務，結果招士兵暗殺。近十年來美國出兵阿
富汗和伊拉克，已甚少傳出 fragging，伊戰中只有兩宗相關報告，
多少反映軍方十分關注士兵心理問題，但回答不了最根本問題︰這
場仗打得正當、有意義嗎？
美國早前與阿富汗塔利班換囚，主角貝里達爾卻被批評為「逃
兵」，他在家書中狠批美軍「虛偽、自以為是」。在戰場之外，又
有多少士兵因心理受創而酗酒、抑鬱，釀成家暴和自殺？ 在韓
國，軍旅文化也帶入社會，企業尊卑分明、迅速執行上司號令，好
處是經濟更有效率，但同時形成僵化的階級觀念。
一邊是軍隊對個體的漠視以及戰爭的無情，另一邊是年輕人對國
家認同的弱化、對公民責任的逃避。以往視之為榮譽的兵役，愈來
愈成為韓國年輕人心目中的畏途，阻礙升學就業，逃避兵役的招數
也層出不窮。不少人全身刺青扮黑幫分子；有人自殘甚至扮精神病
患者。
握着槍的士兵，無論軍階多低微，都是
血肉之軀，槍聲一響，敗給心魔，國家守

護者也會墮落為無辜性命的劊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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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軍一度投入 9 個大隊級兵
力展開大搜捕。
力展開大搜捕
。
法新社

事發的韓國陸軍第22師團駐紮江原道高城郡，負責
駐守韓朝交界前線，責任重大。不過韓國《東亞日
報》指出，這部隊軍紀鬆懈早有前科，不僅接連出現
士兵槍擊同袍後逃到朝鮮，更曾經有朝鮮軍人在無人
發現下走入營區投誠，守備鬆散程度令人匪夷所思。
前年的「敲門歸順案」震撼全國，當時一名朝兵穿
越軍事分界線，剪斷韓國駐軍設置的鐵絲網，在未遭
遇任何反抗下直接走進第 22師營區。直至該名朝兵敲
開韓軍宿舍大門的一刻，韓國軍方對此幾乎毫不知
情。事件導致當時大批在任高層軍官被問責。

該報又報道，軍方在上周六哨站槍擊事件發生後 2
小時才通報總統朴槿惠，引起推遲報告的爭議。軍方
解釋當時朴槿惠正結束外訪乘專機返國，並認為事件
「不是需要總統下決定的緊急事項」，於是待朴槿惠
降落首爾後才匯報。
■韓國《東亞日報》

槍擊後 2 小時才匯報總統
圍繞第 22 師的暴力事件亦早有先例。1984 年 6
月，該師所屬 56 聯隊 4 大隊的士兵投擲 3 枚手榴彈和
用 M-16 步槍掃射，造成 12 死 11 傷，肇事士兵再變
節逃往朝鮮。1988 年 9 月，一名正在服役的李姓士兵
朝寢室投擲兩枚手榴彈，造成2死逾10傷。

■5 名被殺同袍的
靈堂上，家屬悲
傷擁抱。 路透社

韓擬推慰安婦白皮書

闖禍部隊軍紀差朝兵敲門無人知

針對日本政府上周發表「
針對日本政府上周發表
「河野談
話」調查報告
調查報告，
，韓國政府計劃發行
《日軍慰安婦狀況白皮書
日軍慰安婦狀況白皮書》，
》，以表達
以表達
抗議。
抗議
。分析認為
分析認為，
，此決定意在透過書
面資料，
面資料
，公開慰安婦真相和日本的責
任，加深國際社會對慰安婦問題的了
解，敦促日本妥善處理慰安婦問題
敦促日本妥善處理慰安婦問題。
。

召日大使抗議河野事件

另外，
另外
，韓國外交部副部長趙太庸昨
日召見日本駐韓大使別所浩郎，嚴正
日召見日本駐韓大使別所浩郎，
抗議河野談話的調查結果。
抗議河野談話的調查結果
。趙太庸指
出，歷史已證明日軍強制徵召慰安
婦，若日本政府繼續試圖淡化河野談
話體現的官方立場，
話體現的官方立場
，日本將失去國際
社會的信任。
社會的信任
。
朝鮮中央通訊社昨日亦發表評論，
朝鮮中央通訊社昨日亦發表評論
，
批評日方有關調查報告是否定歷史，
批評日方有關調查報告是否定歷史
，
必將招致國際孤立和政治失敗。
必將招致國際孤立和政治失敗
。
■韓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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