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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 45 度 熱死最少 200 人

■天氣太炎熱
天氣太炎熱，
，不少人跳入河
中消暑。
中消暑。
新華社

氣溫仍會持續，死亡人數或進一步增
加。

卡拉奇入緊急狀態
卡拉奇衛生部門表示，死者主要
是發燒或脫水等與高溫相關症狀，當
地有報道指累積死亡人數可能已達到
249 人。卡拉奇所屬的信德省頒布緊

急狀態令，全國災難管理部門已請求
軍方在市內成立中暑治療中心，大批
醫護人員取消休假候命，當局又調撥
額外吊針及脫水補充液應對。
適逢穆斯林齋戒月上周五開始，
信徒在日間不會進食或飲水，當地發
電廠已預計晚間電力需求大增，早前
曾承諾會確保供電穩定。然而民眾電

日未請罪
焉得韓恕

巴基斯坦上周五起遭受熱浪侵
襲，南部海港城市卡拉奇氣溫最高達
攝氏 45 度，僅次於 1979 年創下的 47
度紀錄，加上當地電網故障頻生，估
計最少已有 200 人中暑死亡。當地氣
象專家指，這是當地 10 年來最嚴重
的熱浪，寄望本周後期開始的雨季可
以緩和狀況，但擔心迎來降雨前酷熱

力需求龐大，加上不少人非法勾線偷
電，導致電網不勝負荷故障頻生，連
帶供水系統運作亦受影響。
酷熱氣溫影響巴基斯坦廣泛地
區，接近伊朗邊境的西南部城市圖爾
伯德一度錄得攝氏 49 度高溫，中部
旁遮普省亦有11人熱死。
■美聯社/法新社/路透社

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 朴槿惠暗促安倍反省
韓國總統

朴槿惠

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

■部分韓國抗議人士要求與日本斷交
部分韓國抗議人士要求與日本斷交。
。

在二戰慰安婦等歷史問題爭議聲中，韓國及日本昨日紀念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雙方領導人分別出席對方舉辦的紀念活動，互釋善意緩和緊
張關係。韓總統朴槿惠呼籲兩國放下歷史包袱，安倍則稱期望兩國盡快舉行首腦峰會。然而分析認為，兩國歷史問題若仍未解決，尤其是日本
拒絕承認二戰期間對慰安婦犯下的罪行，將阻礙兩國走上和解的道路。

韓國駐日大使館昨在東京舉行紀念邦
交正常化 50 周年招待會，正在日本

訪問的韓外長尹炳世在會上代讀朴槿惠的
賀辭，表示今年對韓日兩國未來關係發展
是歷史性的機遇，放下歷史包袱對兩國極
為重要。有份出席的安倍在致辭時表示，
韓日是重要鄰邦，希望兩國攜手開拓新時
代。安倍又表示希望加強韓日和韓美日合
作，稱這對亞太地區和平穩定具重要意
義。安倍此前會見尹炳世時，亦表達希望

盡快實現日韓首腦峰會。
朴槿惠在青瓦台則接見了安倍特使、日
本日韓議員聯盟總幹事額賀福志郎。朴槿
惠表示，希望安倍繼承 1965 年以後日本
歷任內閣的歷史觀。分析認為，她意在敦
促安倍繼承《河野談話》和《村山談話》
精神，對侵略歷史進行反省、謝罪和負起
責任。

對立情緒民間蔓延

美「操控」日韓關係
近年日本及韓國的有識之士，把焦點
放在奠定邦交正常化基礎的《日韓基本
條約》及《日韓請求權協定》等附屬條
約，大多數歷史學者認為，日韓邦交正
常化是在冷戰背景和美國強大壓力下實
現，因為當時美國為了自身利益，遏制

了韓朝野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清算和賠償
要求。
對於代表日本殖民統治的《日韓合併
條約》，1965 年的《日韓基本條約》僅
對它作模糊處理。而《日韓請求權協
定》亦刻意忽視殖民統治受害者的聲

雖然韓日領導人積極尋求改善關係，但
兩國在慰安婦和獨島(日稱竹島)主權等爭
議上仍然僵持，且有升級跡象，同時日本
極右團體亦公然舉行針對韓國人的排外活
動。因此，兩國領導人昨日的舉動與其說
是改善關係，不如說是為了防止關係進一
步惡化。朴槿惠在昨日的談話中，沒提及
會在慰安婦議題上讓步，安倍也避談此
事，反映兩國各自立場未有變動。韓國
《中央日報》引述分析指，若今年中日韓
音，為日後的兩國關係埋下了歷史禍
根，成為後來日本政府模糊歷史責任、
拒絕賠償韓國慰安婦和強徵勞工的擋箭
牌。

「亞太再平衡」凌駕歷史正義
當今日韓關係惡化之際，華府再次介
入。上月美國務卿克里訪韓時，公開敦
促韓日克服歷史問題重新對話。日媒

歐盟料周內展開軍事行動
遏難民潮
歐盟各國外長昨日在盧森堡舉行的會議上，
正式批准對地中海的偷渡集團展開軍事行動，
預計最快在一周內正式展開。歐盟希望能藉此
徹底解決難民問題。
獲通過的軍事行動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包
括情報收集和海域巡邏，以監測人口販賣的網
絡；第二階段會主動截查偷渡船、處理相關船
隻及資產，以及拘捕蛇頭及相關集團成員；第
三階段會把行動範圍擴至利比亞水域，甚至派
員登陸利比亞清剿偷渡集團。
歐盟外交政策主管墨格里尼表示，軍事行動

的目標並非難民，而是那些利用難民生命牟利
的罪犯。
她又強調方案僅是歐盟與非洲更廣泛合作的
一部分，也是與國際移民組織及聯合國難民署
合作的項目，歐盟有決心在挽救難民生命的同
時，打擊偷渡網絡，並解決難民問題。
據報行動小組總部將設在羅馬，由一名意大
利海軍少將統籌負責，預計未來 2 個月的成立費
用 及 首 年 支 出 約 為 1,182 萬 歐 元 （ 約 1 億 港
元）。
■美聯社/法新社

以色列部長夫人 嘲奧巴馬「黑咖啡」

美國近日發生白人槍手血洗黑人教堂慘劇，以
色列內政部長沙洛姆的夫人朱迪，卻選擇在此敏
感時刻，於微博twitter張貼種族笑話，嘲諷美國
總統奧巴馬是「黑咖啡」，引起非議。雖然朱迪
事後急忙刪帖並道歉，但網上言論覆水難收，有
網民更狠批她是「垃圾」。
朱迪在以色列甚有名氣，除了每星期主持一
次電台節目，也不時在電視亮相，其言行一向

出位。她前日在擁有7.44萬名追隨者的twitter發
帖：「你們知道奧巴馬咖啡是甚麼嗎？又黑又
淡。」其言論隨即引起網友嘩然及瘋傳，不少
網民用英文及希伯來文留言洩憤，譴責她種族
歧視。
自找麻煩的朱迪其後刪除帖文，並發新帖向
奧巴馬道歉，稱「不應把不當笑話寫出來」。
■法新社/《衛報》

峰會能順利召開，韓日才可以此為契機舉
行首腦會談。
韓日對立情緒亦在民間蔓延，日本《讀
賣新聞》上月調查發現，有 73%日本人
「無法信任」韓國，是兩年來最高；「不
相信」日本的韓人亦多達85%。昨日首爾
有民眾和二戰受害者家屬在日本大使館前
示威，要求道歉和賠償，可見兩國要和解
困難重重。
■路透社/韓聯社/法新社/
韓國《中央日報》/《日本時報》
指，克里發言後，才有韓國外長尹炳世
決定訪日一事。然而，與當年如出一
轍，美國沒以客觀態度對待歷史，只從
自身「亞太再平衡」戰略需求下，再次
把本國利益凌駕於歷史正義之上，對安
倍歪曲歷史之舉視若無睹，並出手遏制
韓國要求徹底清算歷史的正當聲音，試
圖強行撮合日韓，恐怕只會後患無窮。
■新華社

韓國外長尹炳世在前日的日韓
外長會談後表示，對於日本將
「明治工業革命遺址」申請列入
世界文化遺產一事，「我們秉着
在協議框架內妥善解決的共同看
法，就這問題達成了協議」。共
同社透露，日方可能在遺址設施
的介紹文字上，加入關於強徵朝
鮮半島勞工的歷史資料，而韓方
對此表現一定程度的理解。
韓方一直以遺址設施在二戰期
間強徵朝鮮半島勞工，「不符合
世界遺產的精神」為由堅決反
對。有見於此，日政府消息人士
稱，考慮在介紹手冊當中，提及
上述歷史，兩國可能將就具體內
容協調。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
界遺產委員會將於下月召開會議，
就日本申遺作出決定。共同社引述
分析稱，日方認為 UNESCO 的諮
詢機構已給予推薦，有信心申請獲
批准，因此韓方或認為以雙方合作
的形式謀求和解為上策。
■韓國《中央日報》/共同社

美聯社

申遺設施記述強徵勞工
說服韓支持

■二戰受害者家屬要求日本道歉賠償
二戰受害者家屬要求日本道歉賠償。
。 法新社

塔利班襲阿富汗國會 6 槍手全斃命

事發時國會議員正聚首一堂，準備提名新防長。議員胡
沙克透露，襲擊以一下大爆炸聲開始，其後再有多次較小
型爆炸。議事堂在襲擊後濃煙密布，議員有秩序疏散，議
長則繼續坐在主席位置。
塔利班發言人穆賈希德承認發動襲擊，又聲稱武裝分子
一度攻入國會大樓。當局否認槍手曾踏足國會，強調沒議
員受波及，國會建築則輕微損毀，但亦有議員稱爆炸時有
玻璃飛出，國會內有人受傷。

■事發時國會內煙霧瀰漫
事發時國會內煙霧瀰漫。
。 路透社
阿富汗國會大樓昨日舉行會議期間，突然遭到塔利班襲
擊，武裝分子先安排一架裝滿炸藥的汽車，在大樓外馬路
引爆，6 名槍手隨即佔據附近一幢建築，並向國會發射火
箭炮，造成31人受傷。當地傳媒報道，襲擊造成5名平民
喪生，包括 1 名兒童。一名自殺式襲擊者當場被炸死，另
有5名襲擊者與警方駁火及對峙約兩小時後遭擊斃。

北約撤走 政府軍能力受質疑
這是阿富汗國會 2012 年後首次成為恐襲目標，事件觸
發政界關注北約去年 12 月撤出阿富汗後，政府軍能否保
護國家安全。喀布爾警方發言人卡里米質疑汽車炸彈為何
能突破重重關卡抵達國會，議員塞迪吉更稱事件是政府保
安及情報部門的重大失敗。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失蹤白宮前主廚伏屍山區

曾先後服務兩代美國總統克林頓及布什的前
白宮主廚沙伊布，逾一周前到新墨西哥州山區
登山後下落不明，警方經過連日搜索，前晚在
距離一條登山徑約 2.7 公里處發現他的遺體，暫
時未知他為何出事。
61 歲沙伊布曾任白宮主廚 11 年，他剛由佛羅
里達州搬往新墨西哥陶斯居住，本月 13 日往陶
斯滑雪谷登山，其女友翌日報案指他失去聯
絡。警方在山腳找到沙伊布的座駕，利用手機

訊號查到他最後已知位置後，逐步收窄搜索範
圍，終在前晚找到他的遺體。
沙伊布 1979 年於紐約的美國烹飪學院畢業，
曾在西弗吉尼亞州和佛州的高級酒店任職，並
在美國版《料理鐵人》烹飪節目亮相。1994
年，他因為一道胡桃碎焗羊架而獲時任第一夫
人希拉里賞識，獲聘為白宮主廚。沙伊布擔任
白宮大廚期間，因把白宮菜單焦點重新放在美 ■伏屍山區的沙
國菜而知名。
■美聯社/美國廣播公司 伊布。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