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索尼影業講述刺殺朝鮮領導人金正恩
的聖誕檔期電影《The Interview》，因
黑客威脅攻擊戲院而取消上映，被批評
是向黑客低頭。索尼總裁林頓前日宣
布，將如期今天起在美國上映《The In-
terview》，但上映戲院數量不及原來的
一成。分析指，索尼此舉除了想減低損
失，亦是希望挽回顏面。美媒引述消息
人士透露，影片分享網站YouTube願意

今日起播放電影。
全 美 200 多間戲

院 今
日 起
會 如
常 放
映該
電
影 ，
遠 低

於原來計劃的2,500間。林頓稱會考慮通
過其他平台上映，讓更多人有機會觀
看。多條院線歡迎索尼決定，形容此舉
捍衛美國人的表達自由。
電影台前幕後人員對再獲上映甚感振

奮，導演戈德堡在微博twitter發帖感謝公
眾支持，男星占士法蘭高高呼勝利，又感
謝美國總統奧巴馬。另一主角薛夫洛根則
形容人民最終贏得「自由的勝利」。
白宮發言人舒爾茨歡迎索尼的決定，稱

有助保障言論及藝術自由。國土安全部消
息人士指，當局認為黑客的威脅純屬「靠
嚇」，警方稱會密切監察戲院保安。

網上售票數分鐘沽清
外界估計近期風波將令《The Inter-

view》票房超乎預期，有戲院開放網上售
票後短短數分鐘已沽清門票。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傳YouTube播放
《暗殺金正恩》翻生

■■《《The InterviewThe Interview》》戲票戲票。。
法新社法新社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帶領執政自民黨

勝出眾議院大選後，昨日在國會參眾

兩院再度當選首相，任期至 2018

年，安倍會見記者時揚言，任內將

「努力實現修憲」。內閣昨早總辭，

安倍同日公布新內閣名單，閣員基本

不變，僅由前防衛廳長官中谷元接替

捲入政治資金醜聞的江渡聰德出任防

衛大臣。評論認為，安倍此舉旨在配

合其準備明年修憲的計劃，屬鷹派的

中谷元力主加強先制攻擊能力的主

張，恐激怒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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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斯縣繼今年8月黑人青年布朗遭白人警員槍
殺後，前日再有警員槍殺黑人青年。一名警員在油站外發現兩名可
疑男子，企圖上前搜身，其間一名男子疑突然掏出手槍指向警員，
警員即時連開數槍擊斃對方，另一人逃去無蹤。事後約200名民眾
聚集現場，一度與警員衝突，有人放火焚燒垃圾桶洩忿。警方正調
查事件。
事發在聖路易斯縣伯克利市，前晚11時15分，一名警員駕駛警車

到油站巡邏，發現兩名可疑男子，下車欲上前搜身。該警員稱其中
一名男子突然掏槍指嚇，他自衛下向對方開槍，而另一名男子沒受
傷。警方在現場找到相信屬於死者的手槍。

200人爆衝突 打碎商舖玻璃門
報道指死者是18歲黑人青年馬丁，其母稱兒子當晚與女友一起。
案發現場距布朗被警槍殺的弗格森鎮僅3公里，事件引發民眾不
滿，案發後約60人聚集，有人打碎商舖玻璃門。翌日早上更有約

200名示威者前往現場，與警方衝突，目擊者指有汽
車封鎖高速公路。
另外，紐約前日約200人在當地最熱鬧的購物

區第五大道遊行抗議警員槍殺黑人，手持「殺
人警，落地獄」的橫額，更計劃號召在除夕夜
發動跨年大示威。

退休警播歌諷布朗：腦袋飛濺地上
洛杉磯一名退休警員上周舉行派對時，播放曲目

中夾雜一首疑諷刺白人警槍殺黑人事件的歌曲，用一首
1973年的流行樂曲換上新詞：「布朗又上了一課，學會如何招架壞
警察，他就像瑞士芝士般，腦袋飛濺在地上。」洛杉磯警長指歌曲
冒犯，會調查有否涉及現役警員。

■路透社/美聯社/美國廣播公司/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每日郵報》

安倍委任鷹派防相 妄圖修憲
三度拜相「先發制人論」勢觸怒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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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下跌9,000人，至
28 萬人，創 7 周低
位，帶動美股平安夜
半日市早段上升。道
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早
段報18,062點，升38
點；標準普爾500指數
報2,085點，升2點；
納斯達克綜合指數報
4,776點，升11點。
歐股同樣半日市，

個別發展。英國富時
100 指 數收報 6,609
點，升 11 點；法國
CAC 指 數 報 4,295
點，跌19點；德股休
市。 ■法新社/

路透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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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機場職員 偷運153槍械入禁區

美 國 機
場被揭發嚴
重保安漏
洞，一名前
航空公司職
員被指串謀
機場行李運
送員，多次
利用手提行

李，把AK-47步槍等槍支偷運上內陸客機。當局拘
捕5名疑犯，同時追查槍支來源。紐約布魯克林檢
察官指，槍械是連同彈藥一同偷運，疑犯若心血來

潮便能即場大開殺戒，形容事件的安全威脅相當於
恐怖襲擊。
案情指曾任職達美航空的亨利，單在今年5月至

12月之間，至少17次乘搭內陸航班，把153支槍分
批從亞特蘭大偷運到紐約，再供應給另外3名同
黨。為通過機場安檢，亨利先在機場外把槍支交給
行李運送員哈維，後者則利用通行證，在毋須安檢
下進入機場禁區，把槍支還給已通過安檢的亨利帶
上機。
調查人員本月10日在亨利位於布魯克林的住所把

他拘捕，警方在屋內搜出16支槍、彈藥和彈匣。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殺加華生姦屍肢解 AV男判囚終身
加拿大中國留學生林俊前年被肢解一案，經8女4

男組成的陪審團退庭商議8天後，前日集體裁定32
歲AV男演員馬尼奧塔1項一級謀殺罪及其餘4項罪
名全部成立，依例判處終身監禁、25年內不得假
釋。前往加國聽審的林俊父親林迪然透過律師發表
聲明，對正義得到伸張感到滿意，但對馬尼奧塔毫
無悔意表示失望。
案發於前年5月，馬尼奧塔用冰錐插死33歲的林

俊後再姦屍和肢解，更把過程短片放上網。他更把
部分屍塊寄給總理哈珀、在首都渥太華的加拿大保
守黨和自由黨總部，以及溫哥華兩間學校，林俊的
軀幹和頭顱分別在一棟住宅大廈外的垃圾桶和蒙特
利爾公園被發現。馬尼奧塔事後潛逃法國，同年6
月在德國柏林咖啡店落網。除了一級謀殺罪，馬尼
奧塔還被控辱屍、發放淫穢材料、刑事騷擾哈珀及
國會議員、郵寄淫穢和不雅物料。■法新社/路透社

日本內閣昨早召開內閣會議後總辭，參眾兩院下午召開
特別會議，投票選出新首相。安倍在眾院470票中獲

328票，自民黨籍前內閣官房長官町村信孝獲選為眾議院議
長，在野民主黨籍前總務大臣川端達夫獲選副議長。而在
參議院240票中，安倍亦獲135票。
今次是安倍上任以來第3次改組內閣。除防衛大臣外，其

餘閣員連任，包括副首相兼財務大臣麻生太郎及外務大臣岸
田文雄等，以助繼續推動「安倍經濟學」。新內閣定於昨晚
在王宮舉行首相任命儀式及內閣大臣認證儀式後正式成立。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注
意到日本將成立新一屆內閣，中方將根據外交慣例處理有
關事宜。談到對未來中日關係發展的期待時，她指出，保
持中日關係長期穩定健康發展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
利益。中方一貫主張在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基礎上，本着以
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精神發展中日關係。

料解禁集體自衛權 被批痴人說夢
日媒報道，防衛大臣兼安全保障法制大臣江渡聰德因早

前捲入政治資金醜聞，被國會追究，不欲連任並已向安倍
請辭；但有分析認為江渡處理國防事務態度太軟弱，令安
倍改為任用較強勢的中谷元，以配合日後的修憲計劃。
對於備受爭議的修憲問題，安倍昨日在記者會上顯示出
積極態度，表示「為加深、擴大全民理解和支持，作為自
民黨總裁的我將繼續努力」。外界預料他將把自衛隊改為
正規軍隊，並解禁集體自衛權，但輿論認為安倍企圖修改
和平憲法第9條，將日本變為「正常國家」只是痴人說夢。

「冀與中韓改善關係」
安倍在記者會上表示冀與中韓改善關係，並呼籲舉行日韓

首腦會談。他又提及烏克蘭局勢，表示將呼籲俄羅斯發揮建

設性作用，繼續與烏方對話。談及「安倍經濟
學」時，安倍強調「只有經濟強勁才能展開強而
有力的外交，沒有經濟實力，便無法解決其他社
會問題」。
中谷元表示，日本安全環境已改變，必須加

強國家安全，他會尋求國會制定所需法例，以
行使集體自衛權，但會向公眾解釋目的並非發
動戰爭及侵略，而是保護日本領土、人民生命
及財產。

或1934億谷經濟 推學費補助
除了國防政策，安倍預計任內將宣布3萬億日圓（約

1,934億港元）刺激經濟措施，對抗上調消費稅帶來的經濟
衰退影響，此外亦計劃提供房屋貸款補助及學生學費補
助。 ■共同社/日本新聞網/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小啟
今日《環球SO FUN》因

稿擠暫停一天，敬希垂注。

距弗格森僅三公里 美警殺持槍黑人

大阪市長辭任維新黨黨魁
立場偏右的日本維新黨出現人事變動，擔任共同
黨魁的大阪市長橋下徹辭去黨魁職務，以專心準備明
年春天的統一地方選舉，追求實現其「大阪都」構
想。不過有日本傳媒指出，維新黨在上周日的眾議院
選舉中，議席不增反減，橋下請辭亦可能是為此負
責。

蓮舫傳擬競逐民主黨黨魁
橋下辭職後，意味另一共同黨魁江田憲司將變成
唯一黨魁，在黨內實力大幅提升。分析指，江田積極
推動在野黨合縱運橫、重新整編，預料維新黨今後或
與最大在野黨民主黨加強合作。
民主黨前黨魁海江田萬里在上周的大選中落選，

決 定 辭 任 黨
魁。據黨內人
士透露，華裔
前行政刷新大
臣蓮舫有意參
加明年 1月的
黨魁選舉，將
向黨內少壯派
和女性議員尋求支持。她的對
手可能包括民主黨前幹事長細
野豪志、前黨魁前原誠司及現
任代理黨魁岡田克也。

■共同社

中谷元拜鬼倡建軍 曾多次訪華
日本新任防衛大臣中谷元作風強悍，在修憲問題上與安倍晉三立場一
致，贊成將日本自衛隊改名為「國防軍」，並主張加強國防，使日軍在
面對威脅時有能力先發制人，攻擊敵方基地。
57歲的中谷元曾就讀日本國防學院，畢業後加入陸上自衛隊服役，後
來擔任前首相宮澤喜一及前防衛廳長官加藤紘一的秘書。中谷元1990年
首次當選眾議員，2001年獲前首相小泉純一郎任命為防衛廳長官，翌年
小泉內閣總辭，中谷元的任期亦結束。
今年初中谷元表示「試想像若駐日美軍撤離日本會怎樣，故我們必須

有足夠的能力作出反擊，不能坐着等死」。他亦曾參拜靖國神社。
中谷元曾多次訪華，與中方就爭議海域討論制定機制，在日本被稱為
「知華派」。不過，中谷元去年到北京出席中日論壇時，因中日友好協
會會長唐家璇指日本參拜靖國神社及在釣魚島問題上的做法令中日關係
陷入嚴峻局面，而出言批評唐家璇。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馬丁被殺（上圖）觸發衝突，有民眾投擲爆炸品（下圖）。網上圖片
■■200200人在油站與人在油站與
警衝突警衝突。。 美聯社美聯社

■外界預料安倍將把自衛隊改為正規軍隊，並解禁集體自衛
權。 資料圖片

■安倍(前排中)率領麻生(前排右2)、地方創新大臣石破茂(前
排右1)等閣員現身。 法新社

■■大阪市長大阪市長
橋下徹橋下徹

■■前行政刷新大臣前行政刷新大臣
蓮舫蓮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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