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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為肯尼迪召妓 法傳奇老鴇病逝

■卡扎菲 ■馬龍白蘭度 ■肯尼迪

有傳曾為美國前總統肯尼迪召妓的法國著名老鴇克洛德
夫人，上周六於法國南部城市尼斯病逝，終年 92 歲。克
洛德夫人一生傳奇，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坐擁數百名高級
應召女郎，招待過無數政要及黑道中人，據報客人包括已
故利比亞領袖卡扎菲 、影壇「教父」馬龍白蘭度和伊朗
國王巴列維等。傳聞她多年來從貴賓身上套取情報，掌握
多國機密，她亦自稱二戰時曾於納粹德軍集中營從事間諜
活動。

女郎補習哲學 肉金近 8 萬
本名格魯德的克洛德夫人早年曾當妓女，但因
為「自己長得不漂亮」而轉當鴇母。她發現妓女搔
首弄姿的形象已過時，認為富有嫖客都在找與別不
同、能登大雅之堂的女性，於是聘請導師為旗下女
郎補習藝術和哲學，又出錢讓她們到外國學習語言和

■克洛德夫人

文化，亦會資助女郎整容。據報在生意高峰時期，「克
洛德女郎」每晚肉金至少 1 萬美元(約 7.75 萬港元)，克洛
德夫人從中抽取三成佣金。

肯尼迪要求「性感過積琪蓮」
美國《名利場》雜誌常駐作家史塔迪去年根據 1980 年
代的訪問資料撰文，揭露肯尼迪曾光顧克洛德夫人，要
她找個樣子像妻子積琪蓮，「但更性感」的女郎；積琪
蓮第二任丈夫、希臘船王奧納西斯亦曾偕同小三到來，
提出令克洛德夫人也尷尬臉紅的古怪要求。
然而好景不常，法國 1976 年開始調查克洛德夫人，她
為免被控逃稅一度逃往美國洛杉磯，1985 年返國後被判
監。她在 1990 年代嘗試在巴黎重操舊業，但再度入獄，
出獄後遷往蔚藍海岸，與幾隻貓共度餘生。
■法新社/《每日電訊報》

最高機密：平民成目標

美冷戰謀核彈毀滅北京莫斯科

美謀殲滅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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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 你 知 社會主義陣營
冷戰時期，美國積極制訂針對蘇

報告中被美軍列為核武轟炸目標的，均
屬於 1949 年至 1960 年中蘇關係開始惡化，
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和東方中國等社會主義
國家的社會主義陣營(Eastern bloc)。
1949 年時，社會主義陣營包括歐洲東部
的蘇聯、波蘭、東德、捷克斯洛伐克、匈牙
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南
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亞洲東部的中
華人民共和國，蒙古人民共和國、朝鮮、越南
社會主義共和國等13個社會主義國家。
南斯拉夫雖是社會主義國家，但因為和蘇聯有
矛盾，1950年後被蘇聯逐出社會主義陣營，即使雙
方在 1955 年關係正常化，南斯拉夫並沒重新加入社
會主義陣營。中國 1960 年和蘇聯關係惡化實質上退出，
而社會主義陣營亦成為「蘇聯集團」的代稱，另一個稱呼
是「社會主義大家庭」。
■綜合報道

聯的核武戰略方案，但具體內容一
直鮮為人知，直至前日，美國國家
檔案和記錄管理局終於首度公開相
關絕密文件。這份文件以 1959 年為
背景，把北京、莫斯科、華沙、東
柏林等 1,200 多個社會主義國家主要
城市列為「系統性殲滅」目標，當中更
明確將「平民人口」列為打擊對象。有研
究美國核武歷史的專家坦言，美軍將平民當
作核武針對目標的做法「令人不安」。
年核武器要求研究》，全
這長份「最高機密」檔案名為《1959
800 頁，由美軍戰略空軍司令部(SAC)於 1956 年 6 月編撰，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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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預測3年後美國若與蘇聯開戰，美軍能夠及應該實施核打擊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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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萬核彈頭 為蘇聯 10 倍



當年美國的核彈頭數量多達 2 萬枚，是蘇聯的 10 倍，而且當時洲際
彈道導彈和潛艇導彈技術尚未面世，美軍部署在西歐和東北亞的大量
長程轟炸機，為美國提供核武投射手段的絕對優勢，因此名單上的目
標可謂「說打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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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寧格勒 145 個爆炸點
檔案列明各個目標城市的「指定爆炸中心點」 (DGZ)，蘇聯的莫斯
科和列寧格勒(現聖彼得堡)為兩大首要打擊目標，當中單是莫斯科便
有 179 個 DGZ，列寧格勒有 145 個，東德首都東柏林亦有 91 個。這類
DGZ 除工業設施及政府建築物等外，每一個城市均把「平民人口」
列為 DGZ 之一。除了人口密集的主要城市，美軍亦將蘇聯空軍設施
列為重點打擊目標，包括 1,100 個軍用機場，目的是削弱甚至摧毀蘇
聯的核反擊能力。
檔案也把社會主義陣營的新中國列為目標之一，SAC 當時認為無論
中國會否在美蘇大戰中站在蘇聯一方，中國仍然是蘇聯集團的一部
分，因此將中國的機場和城市列為打擊對象。
專門研究核武歷史的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安全檔案館高級分析員伯
爾形容，意圖用核彈轟炸平民目標「令人不安」。核武政策獨立顧問
施瓦茨亦指，當年美軍的做法「恐怖，坦白說是駭人聽聞」。美國自
然資源保護協會總監麥金錫則指，當年正值冷戰高峰期，用核彈摧毀
對方的城市及全體居民是重要的阻嚇手段。
今次解密檔案中不包含美軍核彈攻擊目標的具體地址及名稱，相關
資料仍未解密，收錄於一份名為《轟炸百科全書》的文件中。
■《紐約時報》/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

報告把平民及民間設施列為核武打擊目標，再次引發對於軍事行動針
對平民的爭議。雖然報告沒解釋為何把平民列為打擊目標，但分析相信
這是繼承了美軍在一戰和二戰時的思想，即透過造成大量平民傷亡，摧
毀敵方的士氣及交戰意願，迫使對方投降以達到盡快結束戰爭的目標。
曾任美國空軍副參謀長的費爾柴爾德 1940 年於軍事大學授課時，
便指出打擊一個國家的經濟架構「能夠透過恐懼削弱敵國平民士氣，
利用民間壓力迫使敵方政府投降」。《紐約時報》引述專家指，盟軍
在二戰及朝鮮戰爭開始時，都決心盡量減少平民死傷，但最終都在
「軍方認為有必要性」下改變策略，結果引致二戰時日本東京和德國
德累斯頓大空襲，還有日本廣島和長崎原爆等造成大量平民死傷。
■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網站/《紐約時報》

京 23 爆炸點 涉軍火庫指揮部

倡研超級核彈 勁如4000倍廣島原爆

美國戰略空軍司令部(SAC)在文件中，把北京列為「系統性殲滅」
目標城市的第 13位，當中需要打擊的「指定爆炸中心點」 (DGZ)共有
23個。
文件把北京分為「北京/近郊」和北京城六區之一的「豐台」兩部
分，前者的 DGZ 共 18 個，包括煤炭、電力、政府總部、空軍控制中
心、海陸軍指揮部、軍校、空軍軍火庫、軍營、平民人口等，後者則
有 5 個，分別是軍校、海陸軍軍火庫、平民人口、鐵路設備維修中心
及鐵路調度中心。
■國家安全檔案館網站

1945年，美軍先後在日本廣島及長崎投下兩枚原子彈，其中廣島的原
子彈威力相當於1.5萬噸黃色炸藥。相隔11年後，美國戰略空軍司令部
(SAC)在核武使用研究報告中，提出要用威力達170萬至900萬噸級的核
彈轟炸蘇聯軍事目標，稱這樣可以同時對附近平民產生巨大輻射損害。
報告列出的美軍核攻擊目標大部分位於蘇聯境內，包括多個軍用機
場，其中圖 16「獾」式轟炸機位於白俄羅斯貝霍夫及奧爾沙的基地名
列榜首，核武實驗室及煉油廠同樣成為目標。為盡快摧毀蘇聯空軍的
戰鬥力，除核彈外，報告甚至建議動用威力更大的氫彈。
報告甚至提出研製 6,000 萬噸級的超級核彈，相當於廣島原子彈的
4,000 倍，認為這可以有效構成核威懾，並在對蘇聯突然施襲的情況
下產生「重大效果」。
■National Interest網站

美拒英穆斯林家庭
登機赴美

美國共和黨總統初選參選人特朗普早
前建議美國禁止所有穆斯林入境，美國
政府雖然批評有關言論荒謬，但背後原
來講一套做一套。英國傳媒揭發近日接
連有穆斯林被拒絕登機赴美，其中一個
11 人的英國穆斯林家庭，原定前往加州
迪士尼樂園度假及探親，卻在機場被美
國國土安全部官員截停及禁止登機。有
英國國會議員促請首相卡梅倫介入，又
警告美方做法只會助長英國穆斯林的反
美情緒。
馬哈茂德與弟弟原定攜同兩人 9 名子
女，上周二在倫敦蓋特威克機場登機前
往洛杉磯。據悉一家早已在網上登記及
獲得批准，但當日在離境大堂被美國官

炸平民迫投降 繼承二戰血腥手段

員截下，聲稱他們的入境批准已
被取消，因此不能登機。馬哈
茂德稱官員沒給予任何解釋，
但認為原因很明顯，「他們認
為所有穆斯林都是威脅」。航空
公司指，不會退回機票等合共
1.334萬美元(約10.3萬港元)款項。

議員促卡梅倫施壓
代表馬哈茂德所屬地區的工黨
國會議員克里西去信卡梅倫，要求
卡梅倫向美方施壓，又指馬哈茂德
並非唯一案例。首相府回應指，
卡梅倫會在適當時候回應。
■《衛報》

■馬哈茂德

國際特赦組織：
俄空襲敘或犯戰爭罪

悉尼兩男
謀襲海軍基地

總部設在英國倫敦的國際特赦組織昨日表示，俄羅斯今
年 9 月起在敘利亞發動的空襲行動已造成數百名平民身
亡，並指控俄方部分空襲是針對平民及民間設施，可能已
構成戰爭罪行。俄羅斯昨日批評報告不實，盡是陳腔濫
調。
國際特赦組織中東與北非主任盧瑟在聲明中指，部分攻
擊「似乎是針對沒有明顯軍事或醫療設施的住宅區，導致
平民死傷」，形容這些攻擊可能構成戰爭罪行，呼籲就有
關事件展開獨立及中
■ 空襲後民眾把屍體
立的調查。國際特赦
袋進黑膠袋。
袋進黑膠袋
。 法新社
組織宣稱，「有證據
顯示俄羅斯隱瞞空襲
炸中清真寺和戰地醫
院、造成平民死傷的
事實」。
■美聯社/法新社/
路透社

澳洲警方自去年起展開的「阿普
爾比」反恐行動再有新進展，新南
威爾士省警方昨日在悉尼西部拘捕
兩名分別 20 歲及 24 歲男子，指他們
涉嫌策劃在澳洲施襲，目標包括悉
尼警察總部及澳洲海軍一個主要基
地。自「阿普爾比」行動展開以
來，警方已先後拘捕至少 13 人，年
紀最輕的只有15歲。
澳洲警方表示，今次行動是建基
於去年檢獲得來的文件，最新被捕
的兩人與本月較早前被捕的 5 人屬
同一團夥。警方稱疑犯計劃襲擊的
地點包括悉尼港口及鄰近悉尼歌劇
院的海軍基地。疑犯明顯有施襲意
圖，近日更已開始作事前準備。
■法新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