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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是88年來首位訪問古巴
的在任美國總統，白宮在卡

斯特羅死訊公佈後9個多小時方發
表聲明回應，是主要國家中最
遲。奧巴馬表示，卡斯特羅對古
巴人民及世界作出的巨大影響，
歷史自有評價，強調美國是古巴
人民的朋友。另一邊廂的特朗
普，除了在twitter發文稱「卡斯
特羅死了！」之外，於白宮回應
後半小時亦發表聲明，嚴厲斥責
卡斯特羅留下一個滿是「行刑
隊、盜竊、難以想像的苦難、貧
窮及剝奪基本人權」的古巴，聲
稱上任後會致力協助古巴人民邁
向繁榮和自由。

質疑放寬協議讓步太多
特朗普競選期間多次炮轟奧巴

馬的古巴政策，雖然同意兩國恢
復外交關係，但質疑奧巴馬前年
12月與古巴簽署的協議中讓步太
多，暗示除非古巴滿足美國開出
的要求，否則上任後可能會撤銷
奧巴馬放寬制裁古巴的行政命
令，包括美古復航及放寬旅遊限
制等。特朗普上周任命「古巴民
主倡議者」行政總監克拉弗－卡
羅內加入過渡團隊，參與財政部
人事工作，後者經常批評古巴並
主張繼續貿易禁運，意味特朗普
可能推翻奧巴馬的古巴政策。
美國下屆政府及國會均由共和

黨控制，未必延續奧巴馬政府對
古巴的友善政策，本身是古巴移
民後裔的參議員魯比奧稱，雖然
卡斯特羅已死，但獨裁制度仍
在，呼籲特朗普與古巴人民聯
手，對抗「兇殘的統治者」及支
持他們爭取自由和基本人權。
「古巴－美國貿易及經濟委員

會」主席卡武利希則稱，雖然不
少美國航空公司陸續開辦飛往古
巴的航線，不少美資企業及酒店
亦先後進駐當地，但強調兩國直
航協議不是條約，不具約束力，
意味美國可隨時退出。

勞爾或加快經濟改革步伐
亦有分析認為，相比冷戰時代

的劍拔弩張，美古關係近年明顯
改善，新一代美國人亦僅視古巴
為旅遊勝地，而非敵國，加上國
際社會及商界普遍歡迎美古關係
解凍，即使特朗普有意調整政
策，對兩國關係的影響亦不至於
太大。
外界關注卡斯特羅死後，古巴

政局會否出現巨變。分析相信，
由於政府牢牢掌控軍方及國安部
門，政局有望保持平穩，但現任
領導人勞爾在兄長逝世後，或擺
脫卡斯特羅的陰影，加快經濟改
革步伐。 ■《紐約時報》/

《華爾街日報》/
《華盛頓郵報》/The Hill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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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前領導人卡斯特羅周五晚逝世

後，美國總統奧巴馬及候任總統特朗

普前日在短時間內先後發表聲明回

應，不過兩人態度卻是南轅北轍。奧

巴馬的聲明用字相對客氣，對卡斯特

羅不置褒貶，呼籲美古建立友誼；相

反特朗普卻直斥卡斯特羅是「兇殘的

獨裁者」，批評他壓迫古巴人民。分

析認為，特朗普上台後，美古關係將

增添不確定性，反對美古修好的勢力

可能乘機反撲，成為兩國進一步改善

關係的障礙。

瑞士政府在日本2011年福島核
災後，決定逐步關閉核電站，但一
直未有提出具體計劃，當地反核組
織認為廢核進程太慢，昨日舉行公
投，讓全國民眾決定廢核時間表。
不過公投最終在大部分州份不獲通
過，並在總票數中以大約54%對
46%的大比數遭到否決。
核能發電佔瑞士全國電力供應1/
3，瑞士政府原本計劃等到現役5個
反應堆達到安全運作期限後才停
運，不過瑞士核電站的營運執照無
限期，只要反應堆經確認安全無虞
就能持續營運，意味廢核無期。以
綠黨為首的反核組織因此提出舉行
公投，要求所有運作年期超過45年

的核電站停運，並禁止再興建新核
電站。

倉促廢核恐損能源安全
瑞士5個現役反應堆中，位於貝

茲瑙核電站的兩個反應堆已經運作
47年，是全球最舊反應堆。假如公
投獲通過，貝茲瑙和另一個1972
年投產的反應堆，都要在明年停
產，其餘兩個較新的反應堆則會在
2024年和2029年夠期。貝茲瑙核
電站目前正停機維修，電力公司堅
稱，兩個反應堆最少能運作至2023
年。
當局在公投前警告，假如倉促關

閉核電站，將會損害瑞士能源供應

安全，並需增加電力進口。不過反
核派則指，現時3個現役反應堆都
在維修中，冬季電力供應仍然未見
受影響，顯示核電並非如當局宣稱
般重要。

在瑞士，只要收集超過10萬人
聯署，便可以就個別議題舉行公
投，但議題通過與否，不僅要在總
票數上支持票佔多，亦要大多數州
份支持方可成立。■法新社/美聯社

日本福岡縣北九州
市主題樂園「太空世
界」早前推出「冰之
水族館」活動，其中
一項展覽是將5,000條
死魚凍結在溜冰場
內，但活動照片在網
上引起嘩然，網民紛
紛批評行為殘忍，樂
園昨日決定中止活
動，並向公眾道歉。

「太空世界」官網
原先宣傳，凍魚溜冰
場可讓遊客在魚兒上
方「暢行無阻地溜
冰」、「空前的遊
戲，肯定是日本第
一，喔，不，是世界
第一！！」但有關照
片在網路上引起批判
聲浪，有網友說，怎
可以拿生物當娛樂、

遊戲，有網友認為太
殘忍。
「太空世界」昨日

上午發表聲明，對於
凍魚溜冰場的照片造
成部分人士不快表示
抱歉，並將社交網站
上的有關投稿刪除。
園方表示，溜冰場上
的凍魚有秋刀魚、公
魚、沙甸魚等小魚，
是漁民在捕撈上岸時
就已死亡的魚，透過
批發商購入，然後把
魚埋進溜冰場。至於
鯨鯊等大型魚則是將
照片放大呈現。
■日本《朝日新聞》

瑞士公投否決提早廢核 5000死魚埋冰場 日樂園捱轟

卡斯特羅在古巴革命成功後，積極向非洲大陸輸
出革命，多年來派遣多達40萬人遠赴大西洋彼岸，
從理論上和軍事上協助當地黑人對抗美國和白人勢
力。卡斯特羅逝世後，非洲南部多國先後致哀，但
這些國家中，相信沒有一個欠古巴的人情債會比安
哥拉更多。
冷戰期間，古巴和蘇聯一直以「分工合作」的方

式，支援各地革命勢力，蘇聯主要提供軍事設備，
古巴則提供人力。古巴派出的40萬人中，有5.6萬
人便是到了安哥拉，協助執政「安哥拉人民解放運
動」(安人運)，對抗有美國和南非種族隔離政府撐腰
的「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安盟)。1988年
安人運與南非軍隊爆發「奎托夸納瓦萊戰役」，雖
然戰事以安人運和古巴聯軍慘敗告終，卻敲響南非
種族隔離政府的喪鐘，也間接導致納米比亞獨立。
戰後安哥拉欠下蘇聯大筆貸款，但卡斯特羅卻以

「革命無須付款」為由，不收安哥拉一分一毫。
古巴現時仍然維持與非洲聯繫，例如安哥拉42%

醫護人員為古巴人，他們大多數是戰後留在當地的
古巴醫生。南非國家安全及情報機構人員和南蘇丹
解放運動領袖均曾到古巴受訓。南非非洲人國民大
會資深成員馬哈拉杰也指，卡斯特羅大大啟發了南
非，並形容古巴與非洲南部鬥爭密不可分。

■法新社

卡斯特羅於1956年率領82名
革命同志，乘坐「格拉瑪」號遊
艇從墨西哥出發，一周後登陸古
巴開展革命戰爭，終於在1959年
推翻巴蒂斯塔政權，當年在背後

為革命軍提供軍火及遊艇的墨西
哥軍火商人德爾孔德，得知相識
60年的故友逝世後，一時無法說
話，形容卡斯特羅改變了他的一
生。

德爾孔德憶述，卡斯特羅1955
年在墨西哥城四處招兵買馬，並
來到他的軍火店，表明想「買些
東西」。德爾孔德回答指：「先
生，我與你素未謀面，但我願意
提供協助。」他隨後從一對美國
夫婦手中購入「格拉瑪」號，並
添置大量軍火及燃料，轉贈卡斯
特羅。
「格拉瑪」號原本最多只能載
數人，但卡斯特羅、弟弟勞爾和
戰友哲古華拉等82人仍然全數
擠上船，展開著名的「格拉瑪號
遠征」。德爾孔德視卡斯特羅為
摯友，家中牆壁亦掛上卡斯特羅
兄弟與哲古華拉的褐色合照，他
亦曾因為資助革命被拘禁一年。

■路透社

美國加州北部最少3座清真寺上周收到恐嚇信，
揚言候任總統特朗普「準備淨化美國」，並會先
從穆斯林開始，聲稱特朗普會像納粹領袖希特勒
「對待猶太人一樣地對待穆斯林」。

恐嚇信警告「穆斯林滾」
美國伊斯蘭關係協會(CAIR)表示，長灘伊斯蘭

中心、克萊爾蒙特伊斯蘭中心及聖何塞的長青伊
斯蘭中心，上周分別收到一封一模一樣的影印恐
嚇信，恐嚇信抬頭是「撒旦的子女」，批評穆斯
林卑鄙又污穢。「你們的母親是娼妓，父親是

狗。邪惡的你們崇拜魔鬼，然而你們接受懲罰的
日子已經來了。新的時代已經來臨，特朗普總統
將淨化、光耀美國，他將從穆斯林開始，像希特
勒對待猶太人一樣地對待你們。你們穆斯林放聰
明點，準備收拾行李滾開吧。」
警方接報後展開調查，警方發言人表示當局已

經將案件列為「仇恨動機事件」。南方反貧窮法
律中心統計，自從美國大選後，全美各地發生700
多宗仇恨犯罪，包括蓄意破壞公物、肢體和言語
攻擊、騷擾等，受害對象包括穆斯林、非裔、亞
裔、移民、女性和同性戀者。 ■美聯社

美國威斯康星州選舉部門上周五接納
綠黨候選人史坦申請，就大選投票進行重
新點票，本來無意尋求重點的希拉里陣營
決定派人參與監督重點工作，但強調他們
未有在大選中發現任何不當行為。
希拉里競選陣營律師伊萊亞斯稱，雖

然團隊調查後並未發現威斯康星州的電
子投票系統遭到黑客入侵，但鑑於當局
決定重新點票，因此決定派人參與，確
保重點過程及結果對不同候選人公平。
他又表示，假如密歇根和賓夕法尼亞州
亦批准重點，陣營都會派人參與。

特朗普轟詭計 籲尊重結果
候任總統特朗普前日反駁指，他在3

個州份均以「巨大優勢」勝出，批評重
新點票只是綠黨的「詭計」，認為選民
已在選舉中清楚表達意見，大選亦已完
結，呼籲各界尊重結果並展望將來。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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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3清真寺遭恐嚇「特朗普將如希魔」

墨國軍火商送槍船助革命

■■古巴大學生悼念卡斯特羅古巴大學生悼念卡斯特羅。。 法新社法新社

■■樂園行為被轟樂園行為被轟
殘忍殘忍。。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瑞士政府計劃等現役瑞士政府計劃等現役55
個反應堆達到安全運作個反應堆達到安全運作
期限後停運期限後停運。。 法新社法新社

■邁阿密民眾戴上特朗普面
具，慶祝卡斯特羅離世。

美聯社
■奧巴馬(右)推動美古修好的努力或白
費。 美聯社

■古巴民眾傷心落淚。 新華社

■墨西哥軍火商德爾孔德因資
助革命被拘禁一年。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