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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里活經典電影《飛越瘋人院》
被稱為「影視表演的必修課」，於
1976奪得奧斯卡最佳電影、最佳導
演、最佳男女主角及最佳改編劇本
獎，是奧斯卡史上3齣囊括該5項大
獎的電影之一。執導該電影的美籍
捷克裔導演米路士科曼前日逝世，
享年86歲。
米路士科曼的妻子馬丁娜表示，
米路士科曼近日患病，前日在家人
和好友陪伴下安詳離世。

執導《莫札特傳》《性書大亨》
米路士科曼1932年生於捷克城鎮
恰斯拉夫，父母均死於納粹集中營
內。他於19歲時入讀布拉格電影學
院，選修電視電影，1960年代成為
電影製作人，是當時捷克新浪潮電
影代表人物，1967年以《Loves of a

Blonde》首次贏得奧斯卡最佳導演提
名。
1968年前蘇聯鎮壓捷克「布拉格

之春」運動，米路士科曼移居美國
紐約，1977年歸化美國。米路士科
曼於1975年執導《飛越瘋人院》，
由著名影星積尼高遜主演，為米路
士科曼贏得首個奧斯卡最佳導演小

金人。他其後執導的《莫札特
傳》，於1985年第57屆奧斯卡頒獎
禮奪得最佳電影及影帝等8項大獎，
米路士科曼亦摘下最佳導演獎。他
於1996年執導的《性書大亨》再獲
奧斯卡最佳導演提名，還拿下柏林
影展最佳影片金熊獎。

■法新社/路透社

科技巨擘蘋果公司的新產品受大量「果粉」關注，
在官方未正式公佈前，坊間已出現不少消息。蘋果
前日發表內部備忘錄，警告員工不要洩露公司內幕
消息，否則將面臨法律行動及刑事指控。
消息人士稱，蘋果前日於公司網誌發表備忘錄，

要求職員不要向外界公開任何未來發展計劃等內部
資訊，否則可能面對法律行動。備忘錄指出，蘋果

去年曾揭發29名洩密者，其中12人被正式逮捕，警
告洩密者將前途盡毀，難以在行內立足。
蘋果早前有數則內部消息外洩，包括軟件工程主

管費代里吉早前在一個會議上，向職員指出部分
iPhone軟件功能將延遲推出。蘋果指洩密將對產品
銷量帶來負面影響，讓競爭對手有更多時間應對。

■彭博通訊社/《衛報》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周一突擊搜查總統特朗普私
人律師科恩的的辦公室和寓所，科恩及特朗普的律
師向法院申請臨時禁制令，要求檢方不得查閱FBI
檢走的文件，司法部前日回應指，科恩因「私人商
業交易」已遭刑事調查數月。《華盛頓郵報》報
道，科恩涉及銀行詐騙及違反選舉規定。
科恩的律師表示，FBI檢走的文件極為敏感，包

括美國總統與其私人律師的溝通，當局此舉侵犯律
師與客戶之間的保密特權，亦可能引發憲法問題。
特朗普的律師稱，被帶走的文件對特朗普很重要，
對公眾而言並不重要。
檢方則表示，科恩有其他生意業務和收入來源，

局方正循刑事罪方向調查其私人商業交易，不涉及

他的律師工作，並認為辯方試圖拖延調查過程，希
望法庭在這宗關乎國家利益的案件中，拒絕辯方的
禁令申請。

曾赴捷克疑會俄國人
科恩被指向艷星克利福德支付掩口費，掩飾特朗普

與她的婚外情，後來被克利福德控告誹謗。科恩前日
表示，因受到FBI調查，要求將誹謗訴訟押後90日。
另一方面，新聞網站McClatchy報道，雖然科恩

聲稱從未踏足捷克首都布拉格，但「通俄門」特別
檢察官米勒已掌握證據，證明科恩在2016年前往布
拉格，懷疑與一名跟俄羅斯總統普京有聯繫的俄國
人見面。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囊括奧斯卡5大獎
《飛越瘋人院》名導逝世

蘋果警告員工 洩密或遭刑控

涉詐騙違選舉法 特朗普律師遭刑查

美國防長馬蒂斯早前指出，
對敘軍事行動需深思熟

慮，不能操之過急，反映他無
意引發美國與俄羅斯和伊朗更
多衝突。馬蒂斯在空襲後的記
者會上亦表示，今次軍事行動
將俄國軍人意外受襲的可能性
減到最低，行動目前屬一次
性，相信已對敘總統巴沙爾構
成阻嚇。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
主席鄧福德亦表明，今次行動
只針對3個敘化武設施，避開任
何俄軍人員或設施。

俄或發動網攻還擊
俄羅斯日前揚言，會擊落任

何射向敘利亞的導彈，美國軍
方在空襲前，曾討論俄國和伊
朗可能採取的報復行動，雖然
認為俄方不太可能直接攻擊駐
敘美軍，但不排除會向美軍通
訊系統發動網攻，令美方防不
勝防。美軍官員亦認為，俄伊
兩國或會發動輿論戰反擊美
國，故須向外界展示更多證
據，說明巴沙爾政府確實以化

武施襲。
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中東

問題專家羅斯指出，美軍攻擊
目標只是化武設施，並非俄國
與伊朗部隊駐紥的軍事基地，
故兩國不會直接還擊。

空襲未改變敘勢力平衡
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分析員波

拉克指出，敘利亞反對派節節
敗退，加上特朗普承諾從敘撤
兵，已在內戰中佔優的巴沙爾
政府和伊朗相信不會報復美
國，令對方打消退兵計劃，斷
送大好形勢。事實上，美軍空
襲行動未有打擊敘政府「戰爭
機器」，不會改變敘國勢力平
衡。
美軍退休中將杜比克擔心，

雖然美方今次攻擊是精準和有
限度，但或會被俄羅斯、伊朗
和巴沙爾的其中一方誤解，促
使他們反擊，導致敘危機再度
升級，令美軍進一步捲入衝
突。 ■《紐約時報》/

《華盛頓郵報》/法新社

分析︰美更難從敘國抽身 恐捲入更全面衝突

有限度空襲 免招俄伊報復
美國總統特朗普繼

去年4月後，再次下

令發射導彈攻擊敘利

亞，懲罰敘政府軍對

平民使用化武。《紐

約時報》分析認為，

儘管今次出動的導彈數量較去年多一倍，但攻擊目標

只限化武設施，並無針對敘軍基地，加上華府稱屬一

次性行動，反映美方實際上有所克制，行動經過精心

計算，避免招致支持敘政府的俄羅斯和伊朗報復。

《華盛頓郵報》則指出，特朗普上周才承諾從敘利亞

抽身，如今再陷泥沼，恐使美國捲入更全面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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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英法三國對敘利亞發動攻擊
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發表聲
明，警告可能引發全面軍事局勢升
級，令冷戰仇恨重臨。他呼籲安理會
所有成員國保持克制，避免任何可能
令敘利亞人民遭受苦難的行為。
古特雷斯稱，他一直密切關注美

國、英國和法國對敘空襲的報道，
「我們處理和平與安全問題時，有義
務按照《聯合國憲章》和國際法行
事。安理會對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負
有主要責任。我呼籲安理會成員團結
並履行這責任」。
古特雷斯還表示，任何使用化武的

行為均令人憎惡，造成可怕的痛苦，
對於安理會未能在敘使用化武的有效
問責機制上達成一致，感到非常失
望。他宣佈押後出訪沙特阿拉伯的行
程，聚焦處理敘局勢發展。

中方促對話協商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表

示，中方敦促有關方面回到國際法框
架內，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問題。華春
瑩稱，中方一貫反對在國際關係中使
用武力，任何繞開安理會採取的單邊
軍事行動，都有悖《聯合國憲章》宗
旨和原則，違反國際法原則和基本準
則，也將為解決敘利亞問題增添新的
複雜因素。
中國駐敘利亞大使館參贊馬旭亮同

日表示，中國使館區域沒受到美英法
的聯合軍事行動影響，目前使館人員
安全，館舍完好。目前在敘中國公民
共有83人，截至目前沒有中國公民傷亡報告。
歐盟理事會主席圖斯克昨在twitter貼文，指歐

盟支持攻擊行動，並會支持盟友
依法行事。德國總理默克爾支持
軍事行動，形容是「必須及恰
當的軍事介入」。

■《獨立報》/
法新社/中通社

美國總統特朗普預計最快下
月與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舉
行首腦會談，商討無核化議
題。在美國試圖說服朝鮮放棄
核武之際，美軍發射導彈攻擊
敘利亞，恐令金正恩對棄核有
戒心，不利朝美對話。
情報公司Stratfor副主席貝克
指出，朝鮮一直視核武為阻止
美國推翻朝鮮政權的重要阻嚇
力量，因此積極發展核武。在
敘利亞受襲後，朝鮮會認為擁
有核武，便減少遭受這類懲罰
性攻擊的可能性。美國國家情
報總監科茨亦指出，金正恩視

核武為政權生存的關鍵，特朗
普的行動將引起朝鮮不安，更
難令朝鮮棄核。
利比亞前領袖卡扎菲2003年

與美國達成協議，放棄核武和
生化武器計劃後，被英美視為
反恐戰夥伴。但其後利比亞與
西方國家關係轉差，北約於
2011年支持推翻卡扎菲，並發
動轟炸，導致卡扎菲政權倒
台，他不久後死於叛軍槍下。
朝鮮外務省當年曾表示，利比
亞的情況提醒朝鮮「應擁有捍
衛和平力量」。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炸敘令金正恩起戒心
影響美朝峰會

敘利亞政府軍上周六被指於杜馬向平民發動
化武襲擊，一段拍攝醫院病人情況的影片，被
視為關鍵證據。俄羅斯國防部前日宣稱，片段
內容涉嫌造假，俄方已掌握證據證明英國參與
偽造影片，旨在誤導國際社會，挑起美國向敘
利亞發動攻擊。
俄國防部發言人科納申科夫稱，英國早前向

非政府組織白頭盔施壓，要求他們偽造證據。
英方向白頭盔表示，伊斯蘭武裝分子會於4月3
日至6日期間炮轟大馬士革，政府軍會進行報
復，白頭盔要趁此機會發動挑釁，指政府軍使
用化武。

不明人士攜攝錄機闖醫院
科納申科夫稱，已找到兩名在片段中出現的

醫護人員講述當時情況。他們指當時入院的傷
者並沒化武中毒跡象，他們進行治療時，一批
攜帶攝錄機的不明人士突然進入醫院，高叫傷
者均被化武所傷，並用水沖洗傷者，病人及家

屬隨即陷入恐慌，互相噴灑清水沖洗，該批人
拍下這情景後，隨即離
開現場。
包括白頭

盔在內的多
個非政府組織
日前指出，有
跡象顯示杜馬
曾 遭 化 武 攻
擊，引致多人
死亡。俄國防部
指白頭盔的報告
不可信，稱俄方
早前派往當地的
專家團隊，並沒
發現化武襲擊痕
跡。

■《泰晤士報》/
塔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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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者」扮中毒 俄批英捏造化武襲擊片

■米路士科曼

■■《《飛越瘋人院飛越瘋人院》》由積尼高遜主演由積尼高遜主演。。

■倫敦民眾上
街遊行，反對
英國參與空
襲敘利亞。

路透社

■■特朗普發表全國電視演說特朗普發表全國電視演說，，呼呼
籲俄羅斯改變立場籲俄羅斯改變立場。。 路透社路透社

■■聯國空襲令大馬士革聯國空襲令大馬士革天天
空變成橙色空變成橙色。。 法新社法新社

■■普京普京聽取空襲匯報聽取空襲匯報，，
神色凝重神色凝重。。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