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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期《查理》以「一切已獲寬恕」為標
題，封面上的穆罕默德臉上有一滴淚，手

持「我是查理」的紙牌，宣揚寬容，減少仇
視。繪畫封面的漫畫家、事發當日因睡過頭遲
到而避過一劫的呂齊耶透露，自己寫下標題後
哭了起來。
今期《查理》被稱為「倖存者版本」，首刷
70萬份昨日率先發售，有巴黎居民清晨便到報
攤門前排隊，數百份雜誌短短15分鐘被搶購一
空，有人坦言從未買過《查理》，但為了支持
言論自由，特意買一份。《查理》遇襲前發行
量只有6萬份，而且經常滯銷，法新社指今期雜
誌收益將捐予恐襲死傷者家屬，不過路透社則
指不會捐出全部收益，以紓緩雜誌社財政壓
力。

土付運一度迫抽起 禁網站展封面
新一期《查理》同時發行5個外國版本，其中

在世俗主義近年備受衝擊的土耳其，不含封面
的4頁《查理》隨左翼報章《共和報》附送，但

該報凌晨付
運期間遭警
察截停，一
度被迫抽起
《查理》內

容。土耳其法院昨日更頒令國內網站不得展示
今期《查理》封面，否則便會面臨封鎖。鑑於
《查理》新封面可能引起回教社會反彈，歐洲
和美國部分傳媒均沒有轉載封面，例如《紐約
時報》僅在網上提供連結。

中東多國譴責 英猶太人稱沒未來
雖然歐洲部分穆斯林組織呼籲信徒不要對新
一期《查理》封面有太大反應，但中東多國昨
日均先後作出譴責。繼埃及伊斯蘭教部門批評
封面是無理挑釁後，伊朗外長亦譴責封面具侮
辱性，「傷害全球穆斯林感情」，警告或會招
致極端主義的暴力行為。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哈爾夫被問及對新一期封

面的看法時，明言穆斯林可能有「強烈感
覺」，但支持《查理》出版權利。分析指華府
沒再以「冒犯」形容《查理》的漫畫，反映美
國態度有所轉變。澳洲總理阿博特則稱自己
「相當喜歡」封面流露的寬恕精神。
恐襲後歐洲猶太社群恐懼情緒繼續升溫，英

國最近一份調查訪問2,230名在當地居住的猶太
人，45%稱猶太人在英國「沒有未來」，58%亦
認為在歐洲「長遠而言沒有將來」。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美聯社/法新社/
路透社/《每日電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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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宗今訪菲 4萬軍警臨保安噩夢
天主教教宗方濟各昨日結束斯里蘭卡之
旅，今日起一連5日訪問菲律賓，星期日將
在馬尼拉主持主日彌撒，預料吸引600萬信

眾參與。近日恐襲陰霾不息，加上菲律賓
過往曾兩度發生企圖暗殺教宗事件，當局
嚴陣以待，沿途部署近4萬名軍警保護方濟
各，軍方總司令卡塔龐更形容今次的保安
工作是「噩夢」。

斯里蘭卡為傳教士封聖
方濟各昨日在斯里蘭卡首都科倫坡為

17世紀印度裔傳教士瓦斯封聖，是該國
首位天主教聖人，吸引數以萬計民眾圍
觀。斯里蘭卡歷史上是佛教國家，但瓦
斯當年在信奉佛教的國王庇護下，避過
荷蘭新教徒的逼害傳教。
方濟各稱，瓦斯的經歷表明不同宗教

能和平共存，強調宗教自由是基本人
權，呼籲僅佔當地人口不足7%的天主
教徒學習瓦斯，建立和平及包容的斯里
蘭卡。外界認為他是暗指當地信奉印度
教的泰米爾人及佛教的僧加羅人，兩派
內戰多年，積怨甚深。
方濟各今日轉抵菲律賓，行程包括訪

問前年在「海燕」風災中劫後餘生的家
庭，以及主持馬尼拉主日彌撒。當局估
計彌撒場地將水洩不通，教宗車隊沿途
所到之處會擠滿人群，加上教宗拒絕乘
坐防彈專車，令人擔心恐怖分子有機可
乘。
菲律賓當局密切監察活躍南部伊斯蘭

極端組織「阿布沙耶夫」，但明言「獨
狼」襲擊防不勝防。總統阿基諾三世呼
籲國民在活動上保持冷靜，避免發生意
外。

極端分子曾企圖行刺兩教宗
菲律賓八成人口信奉天主教，戰後歷

任教宗多次訪菲，但當地是極端分子行
刺教宗的熱門地點。1995年若望保祿二
世訪菲前一周，警方揭發有人企圖在街
頭安裝炸彈襲擊教宗車隊，保祿六世
1970年更在馬尼拉機場被玻利維亞籍刀
手刺傷，但仍繼續完成行程。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法國《查理周刊》遇襲後昨日首次發

行新一期，以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漫

畫為封面的雜誌在法國、英國甚至美國

掀起搶購熱潮，巴黎大小報攤的《查

理》未天光已售罄，雜誌社宣布緊急加

印至500萬份，新書在網上更被炒至

1.5萬歐元(約13.7萬港元)天價。不過

雜誌封面引起多個回教國家和伊斯蘭團

體不滿，國際穆斯林學者國際聯盟批評

封面只會激發仇恨及加劇緊張。恐怖組

織「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

譴責做法「極度愚蠢」，位於也門的

「基地」阿拉伯半島分支(AQAP)則公

開承認上周對《查理》發動襲擊，並警

告西方國家不要

再侮辱伊斯蘭

教，否則將策動

更多襲擊。

美國總統奧巴馬缺席上周日巴黎百萬人大遊行，遭美國傳
媒及政界群起批評，指他令美國面目無光。言論一向出位的
共和黨籍得州眾議員韋伯，竟重提希特勒1940年到淪陷的巴
黎視察一事向奧巴馬「抽水」，結果反成眾矢之的，他前日
刪除帖子及道歉。
韋伯周一在微博twitter發文：「連希特勒也較奧巴馬知道

前往巴黎的重要性（雖然他的動機完全錯誤），奧巴馬卻沒
能為正當理由前往巴黎。」納粹德國1940年攻陷巴黎後，希
特勒曾到當地視察。
惹火言論隨即引起批評，民主黨人伊斯雷爾斥責韋伯貶低

戰時受難的猶太人，只為滿足個人政治動機，行為邪惡。韋
伯前日發聲明道歉，解釋當日提出希特勒的原因是「表現世
間今日仍有邪惡一面」，但事後才意識此舉會勾起猶太人痛
苦回憶。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查理周刊》遇襲一周後再有當
日的影片流出，顯示屠夫兄弟賽義
德及謝里夫血洗雜誌社後，在街上

冷靜地為自動步槍填滿子彈，才與
警方激烈駁火，更逼得警車不斷後
退，最終成功逃離現場，過程如同
槍戰電影，令人心寒。
該段短片長約58秒，相信是拍

攝於屠夫兄弟離開《查理》總部
後、與警方槍戰前一刻，二人抵
達接應的黑色私家車時，先高呼
「已為先知穆罕默德報仇」，其
後施施然整理武器及裝填子彈才

登車。汽車
開動後轉彎
遇上警車，
兩兄弟隨即下車，以車門作掩護
向警車開槍，手法非常專業，警
車在槍林彈雨下節節後退。
二人逼退警車後再次上車，其

中一人仍不罷休，倚出車窗繼續
向警車開槍，警車撤退後兩人才
逃亡。 ■《每日郵報》

最新一期最新一期《《查理周刊查理周刊》》的封面的封面
畫有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手持畫有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手持
「「我是查理我是查理」」標語的漫畫標語的漫畫，，配以配以
「「寬恕一切寬恕一切」」的字眼的字眼。。負責繪畫負責繪畫

封面的漫畫家呂齊耶在恐襲當天封面的漫畫家呂齊耶在恐襲當天
因為睡過頭而逃過一劫因為睡過頭而逃過一劫，，他前日他前日
在記者會解釋封面的構思時幾度在記者會解釋封面的構思時幾度
抽咽抽咽，，稱漫畫家只是稱漫畫家只是「「愛畫畫的愛畫畫的
小朋友小朋友」，」，又稱恐怖分子兒時也又稱恐怖分子兒時也
一樣一樣，，但長大後失去了幽默感和但長大後失去了幽默感和
赤子之心赤子之心。。
《《查理查理》》在在20112011年被投擲燃燒年被投擲燃燒

彈彈，，被視為導火線的漫畫同樣出被視為導火線的漫畫同樣出
自呂齊耶手筆自呂齊耶手筆，，他直認今期封面他直認今期封面
人物正是穆罕默德人物正是穆罕默德，「，「對不起我對不起我

們又畫了他們又畫了他，，但我們筆下的穆罕但我們筆下的穆罕
默德只是一名正在哭泣的小伙默德只是一名正在哭泣的小伙
子子。」。」主編比亞爾形容主編比亞爾形容，，這一期這一期
《《查理查理》》代表了整間雜誌社代表了整間雜誌社，，過過
程艱巨程艱巨，，但樂見它終於出版但樂見它終於出版，，並並
感謝各界支持感謝各界支持。。
今期周刊內容包括上周因恐襲今期周刊內容包括上周因恐襲

被殺的漫畫家的遺作被殺的漫畫家的遺作，，其中一幅其中一幅
是法國修女討論口交是法國修女討論口交，，另一幅則另一幅則
顯示伊斯蘭教顯示伊斯蘭教、、基督教及猶太領基督教及猶太領
袖瓜分世界袖瓜分世界。。 ■《《每日郵報每日郵報》》

睡過頭避一劫睡過頭避一劫 漫畫家抽咽漫畫家抽咽 屠夫兄弟電影式槍戰
倚車窗擊退警車

恐襲恐襲巴黎巴黎

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OUP)最近向撰寫兒童讀物的作者發出
指引，禁止他們使用「香腸」或「豬」等任何能使人聯想到豬
肉的字眼，明顯是希望避免冒犯猶太人和穆斯林。各界隨即狠
批指引荒謬，有英國國會議員批評是「無意義的政治正確」，
英國猶太領袖委員會發言人也表示，猶太律法禁止吃豬肉，而
非禁提這字眼或產生豬肉的動物。
英國日前一個討論言論自由的電台節目上，主持人表示得知

有兒童讀物的作者收到OUP來信，禁寫「豬」、「香腸」及能
聯想到豬肉的事物，認為OUP作為受尊重的出版商，由於有人
可能受冒犯而禁止作者提及豬隻，實在荒謬絕倫。出席節目的
國會議員、本身是穆斯林的馬哈茂德直斥新指引「矯枉過
正」。
OUP發言人則表示，公司出版的教材在全球逾150個國家銷

售，因此需考慮文化差異及敏感性。
■《每日郵報》

牛津出版社禁寫「豬」「香腸」
被轟荒謬 fb發帖同情槍手 反猶太演員被捕

巴黎發生連環恐襲後，法國大力
打擊仇恨言論、反猶太主義和宣揚
恐怖主義的行為，自《查理》恐襲
至昨日為止，警方已就此拘捕 54
人，其中4人未成年，部分已被即時
起訴及判刑，但全部人相信與《查
理》恐襲無關。曾因自創反猶太手
勢引起軒然大波的喜劇演員迪厄多
內周日參與反暴力大遊行後，在社
交網站facebook(fb)發帖同情猶太超

市槍手庫利巴利。警方前日以「涉嫌替恐怖主義辯護」為由拘捕他。
迪厄多內在fb稱「今晚，我感覺像查理·庫利巴利」，結合《查理》

及庫利巴利兩個名稱，引起外界爭議，他其後刪除帖子。
■法新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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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查理周刊》遇襲後，
全球各地均有聲援《查理》的
遊行。不過菲律賓有伊斯蘭團
體在方濟各到訪前夕，在穆斯

林人口較多的南部城市馬拉維號召
集會，反對《查理》漫畫褻瀆伊斯蘭教
先知穆罕默德，有近1,500人響應。
示威人士昨齊集市內廣場，他們舉起

「你是查理」及「法國要道歉」等標語，
批評《查理》肆意嘲笑先知穆罕默德，如
今卻要求伊斯蘭教道歉。示威者又高舉拳
頭，並焚燒《查理》的海報，以示不滿。
自稱為「群眾之聲」的主辦組織發表
聲明指：「《查理》一事是對世界的重
要一課，世人應尊重任何宗教，尤其是
伊斯蘭教。言論自由並不延伸到侮辱至
高的真主。」 ■法新社

■韋伯（左圖）在發文中串錯希特勒
(Adolf Hitler)的名字。 網上圖片

冷靜入彈冷靜入彈

襲擊後高呼襲擊後高呼

■■大批民眾在商店未開門前已排隊大批民眾在商店未開門前已排隊
等候購買等候購買《《查理查理》。》。 路透社路透社

■被捕的迪厄多內。 美聯社

■教宗在斯里蘭卡放生白鴿。 美聯社

■■商店貼告示表示商店貼告示表示《《查理周查理周刊刊》》已沽清已沽清。。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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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有報巴基斯坦有報
紙原先刊登紙原先刊登《《查查
理理》》的內容被抽的內容被抽
起起。。 法新社法新社

■■呂齊耶呂齊耶（（左左））在記在記
者會抽咽者會抽咽。。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