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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最怪選戰開打 默克爾 50 站拉票

■默克爾每年都穿
同一套登山裝備。
同一套登山裝備
。
■默克爾昨日展開競選活動
默克爾昨日展開競選活動。
。彭博社

距離德國大選還有約 6 周，尋求連任
的總理默克爾結束休假，昨日在多特
蒙德啟動競選活動，展開 50 站拉票行
程。德國電視二台公佈的民調顯示，
默克爾所屬的基督教民主聯盟(CDU，
基民盟)遙遙領先，民望達 40%，主要
對手社會民主黨(SPD，社民黨)只有
24%。專家指選戰迄今無風無浪，可能
成為德國史上最奇怪的選戰。
默克爾向支持者稱，她 2005 年當選
後，失業率跌至東西德統一後的新
低，她承諾在 2025 年前將失業率降至
3%以下。默克爾又強調德國在歐盟的
角色，對德國人來說，歐盟是最重要
的安保及和平項目，歐盟強大等同德

國強大。

假，德國媒體刊出她登山的照片，有
人發現她每年都穿同一套登山裝備，
讚揚她貼地。
法新社分析指，選舉的唯一懸念是
基民盟能否贏取絕對多數，一黨獨
大。另外，美國、法國及英國相繼舉
行充滿話題的大選，德國人反而相信
他們的大選能低調進行。
至於其他政黨，自由民主黨及綠黨
民望同為 8%，它們都是基民盟及社民
黨拉攏籌組聯合政府的對象。反移民
立場的極右「另類選擇黨」支持度約
8%。
■彭博通訊社/法新社/
美聯社

舒爾茨成「影子拳手」威脅細
社民黨黨魁舒爾茨先前批評，默克
爾幾乎沒舉行競選活動，此舉損害民
主，然而基民盟卻冷待社民黨的挑
戰，德媒戲稱舒爾茨是「影子拳
手」，無法威脅默克爾。政治科學家
洛肖克基指出，德國經濟穩健增長，
失業率低，在移民及安保等敏感議題
上，執政「大聯盟」的政策取得廣泛
認可，因此德國人都滿意現狀。

每年登山裝一樣 勁貼地
默克爾休假期間到阿爾卑斯山度

疑欠款 86 萬 供應商運走氧氣樽

印「醫療屠殺」醫院斷氧 64 童亡
印度一間政府醫院發生駭人醫療事故，在過去一周之內，合共最少 64 名小童陸
續死亡。警方調查後，懷疑因醫院拖欠繳款，導致私營供應商中斷供應液態氧氣
樽所致，法官已下令調查死因，外界憂慮死亡人數會繼續上升。
BRD 醫
事發於北方邦戈勒克布爾市的
療中心，最初有報道指，兒科病房

自周三起的三天內，接連有 35 名兒童死
亡，後來傳媒進一步揭發事故周一已發
生，其後數字更升至 60 人，包括初生嬰
兒以至 12 歲兒童。周六再多 4 名小童喪
生，令死亡人數增至 64 人。一名地方官
員接受傳媒訪問時，透露院方拖欠付款
後，合約供應商 Pushpa Sales 運走氧氣
樽，令院內兒童缺氧致死。Pushpa Sales
指醫院拖欠約 700 萬盧比(約 86 萬港元)，
去年 4 月也曾因該醫院拖欠 500 萬盧比(約
61萬港元)，一度暫停供應氧氣樽。
印媒透露，醫院前日動用 90 個後備氧
氣樽，但仍於昨日凌晨 1 時用盡氧氣供
給，其後現場陷入一片混亂，家屬驚惶失
措、四處求助不果，病童相繼死亡。北方
邦政府表示，病人是由於不同醫療原因或
疾病死亡，與缺氧無關，又稱已安排從鄰
近地區運送約 200 樽氧氣到 BRD 醫療中
心應急。

官員卸責：部分病重逝世
北方邦反對派要求邦衛生部長辛格辭
職，並向每名死者的家屬賠償 200 萬盧比
(約 25 萬港元)。法新社引述當地官員表
示，今天會取得更多氧氣樽，並已向供應
商付清欠款，辯稱部分兒童可能只是本身
病重而逝世。
事件震驚印度，2014 年和平獎得主、

■當局檢查氧氣樽

■BRD 醫療中心有多名兒童缺氧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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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兒童在院內接受治療。
圖為兒童在院內接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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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圖片

日本腦炎肆虐北方邦 專家批忽視貧困童

■家屬痛哭
印度反童工運動家薩蒂亞爾希
形容這已不只是慘劇，而是一
宗「屠殺」，質問是否「獲得
自由(印度獨立)70 年以來，這就
是我們兒童所得到的東西？」北
方邦是由執政人民黨政府所管
治，反對派領袖已揚言會向當局問
責。
■路透社/《印度時報》/
《印度斯坦時報》/法新社

■家屬抱着遺
體去醫院理
論。 網上圖片

北方邦戈勒克布爾一帶是印度最貧窮和落後的
地區之一，衛生環境惡劣，醫療設施不足，每年
有數以百計兒童死於日本腦炎或急性腦炎綜合
症。出事的 BRD 醫療中心是區內唯一擁有完善
設備治療腦炎的醫院，國會議員帕斯萬稱，醫院
收容大量腦炎患者，平均每日有8至10名病人不
治。
上述兩種腦炎的病媒均為蚊，每年雨季是戈勒
克布爾的腦炎高峰期，8 至 10 歲兒童是染病高危
族。在過去兩個月，BRD 醫院接收 370 名患腦

特朗普再點火 拒委總統通話暗示出兵
委內瑞拉深陷政經危機，總統馬杜羅
被指利用新成立的制憲委員會獨攬大
權，示威浪潮未有平息跡象。美國總統
特朗普前日稱，委國是美國的鄰居，華
府有很多方案回應，包括軍事選項。委
國國防部長斥責特朗普的說法瘋狂，馬
杜羅要求與特朗普通電話，但白宮回應
指，唯有委國恢復民主後，特朗普才會
答應通話。
特朗普前日下午與國務卿蒂勒森及駐
聯合國大使黑利會晤，其間談到委國的

政治危機，特朗普會後回答記者提問，
稱委國一片混亂，國民正受苦甚至喪
生。特朗普續指，美軍部隊遍佈全球，
而委國距離美國不遠，暗示美國能輕易
出兵委國。被問到美軍會否在委國帶頭
展開行動，特朗普稱不會透露，但強調
華府能這樣做。

委防長斥瘋狂極端
委國防長帕德里諾表示，特朗普的說
法瘋狂且極端，「由這個極端主義者領

白宮大翻新
逾千萬重鋪地毯髹油
白 宮 於 1792 年 落 成 ， 曾 於
1812 年重建，之後多次修葺，
包括 1940 年代末杜魯門總統任
內。西翼是白宮核心，設有總
統處理政務的橢圓形辦公室，
以及總統與高級幕僚商討危機
的戰情室。
白宮發言人沃爾特斯表示，
空調系統雖只用了
27 年 ， 但 因 全 年
無休開啟，已超出
「使用壽命」。位
於白宮南草坪的南
門廊，是 64 年來
首次加固。
■《每日郵報》/
■橢圓形辦公室清空
法新社

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在新澤西
州度假，白宮聲稱是配合西翼
的大型翻新工程。在白宮職員
遷往其他地方辦公及移走傢具
後，多部吊臂車及維修工人正
式進駐，主要是更換冷暖氣系
統，並花費 144 萬美元(約 1,133
萬港元)更換所有地毯及髹油。

導美國，誰曉得世界會發生甚麼事？」
傳訊部長比利加斯指特朗普威脅委國主
權，其後表示外交部已傳召駐委外交使
團開會，將發公報回應美國的「帝國威
脅」。
美國副總統彭斯定於今日抵達哥倫比
亞，展開 6 日拉美訪問，他稍後會轉到
阿根廷、智利及巴拿馬。彭斯將與各國
領袖會面，預料對方屆時會要求彭斯保
證，特朗普不會出兵委國。特朗普的言
論難免令人聯想起華府上世紀對「美國

後院」拉美的炮艦外交。美軍上一次在
拉 美 展 開 軍 事 行 動 ， 已 是 在 1994 至
1995年協助推翻海地軍政府。

秘魯委國互逐外交官
另外，秘魯外交部前日宣佈驅逐委
國駐當地大使，限對方 5 日內離開，抗
議馬杜羅政權損害民主。委國外交部
旋即宣佈，驅逐秘魯駐當地使館代辦
報復。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美 F-18 引擎故障 迫降巴林機場
美軍一架 F-18 戰機昨日飛行期間
引擎故障，迫降巴林國際機場，機
師及時彈出駕駛艙，未有受傷。受
事故影響，進出該機場的航班一度
受阻。
美軍第五艦隊發言人稱，肇事戰
機從位於波斯灣的「尼米茲」號航
母起飛，其間引擎故障，起初試圖
降落巴林一個空軍基地，最終改飛
往巴林國際機場急降，美國海軍正
調查事發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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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亞總統連任
爆騷亂 100 死多兒童
肯尼亞選舉委員會前日公
佈總統選舉結果，現任總統
肯雅塔以 54.27%得票率，
擊敗反對派領袖奧廷加，成
功連任。反對派質疑有黑客
入侵選委會電腦篡改結果，
引發首都內羅畢貧民窟及西
南部基蘇木縣等反對派根據
地出現大示威，並演變成騷
■肯雅塔
亂。反對派指責保安部隊暴
力鎮壓騷亂，殺死超過 100 人，包括多名兒童。路透社
則引述保安官員稱，警方槍殺最少11人。
騷亂由前日深夜一直持續至昨日，現場不斷傳出槍
聲，街頭火光熊熊。肯雅塔呼籲各方克制，強調需要和
平與團結。肯尼亞報章《Daily Nation》社論指出，要
達至真正團結，肯雅塔須改變首個任期內只器重部族盟
友的做法，新政府需廣納不同階層人士。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洪森赴萬象商邊境爭執
老撾撤軍

陸戰隊航空隊停飛整頓
由於接連發生墜機事故，美國
海軍陸戰隊前日宣佈，所有航空部隊將於未
來兩周內停飛 24 小時，以作出整頓，部隊
將利用這段空檔研究過去的失事調查案例，
以提高安全意識和操作水平。
海軍陸戰隊近期接連發生兩宗墜機事

炎小童，當中 129 人不治。專家指，腦炎死亡率
高達30%，但歷屆政府未給予重視，貧困和營養
不良兒童深受其害。
自 1978 年以來，印度約 2.5 萬名兒童死於日本
腦炎或急性腦炎綜合症，但非官方研究員認為，
不少患者未及送院已死亡，估計人數可能高達 5
萬。印度 2007 年推行疫苗計劃，從中國進口藥
物，在多個地區遏止腦炎傳播，但仍於北方邦東
部肆虐，今年已錄得114宗腦炎死亡個案。
■法新社/《今日印度》/新德里電視台

件，一架 V-22「魚鷹」傾轉旋翼機上周在
澳洲海岸附近訓練時墜毀，機上 26 人中有 3
人遇難；一架 KC-130 型空中加油機上月在
密西西比州墜毀，機上 16 人全部死亡。
■美聯社/法新社/《每日鏡報》

柬埔寨與老撾自今年 4 月以來發生邊境爭執，老撾軍
隊進駐柬國上丁省烏阿萊地區和烏達奧地區，阻止柬國
工程兵修路。柬埔寨首相洪森本月初致函老撾總理通
倫，要求老撾軍隊無條件撤出上述地區，避免雙方使用
武力。洪森一行前日在老撾首都萬象會晤通倫後，老撾
同意從柬境內撤軍。
會晤結束後，洪森通知柬國軍方總司令部和總參謀
部，指老撾總理同意撤軍，柬軍隨即把調動的兵力撤回
軍營，並指老撾軍隊昨日上午全部撤走。
■中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