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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衛」
槍殺加沙 60 死 白宮卸責哈馬斯

以軍殺 8 月嬰
涉戰爭罪行

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前日遷至耶路撒冷，觸發巴勒斯坦人大規模示威，造成最少 60 名示威者遭以軍射
殺死亡及 2,400 人受傷，當中 8 名死者不足 16 歲，更有一名 8 個月大女嬰因吸入催淚氣體死亡。聯合國
安理會昨日召開緊急會議，討論以巴衝突，有傳美國會封殺安理會要求調查的決議。白宮發言人沙阿前
日亦宣稱，血腥衝突是由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煽動。

■ 8 個月大女嬰甘杜爾吸入催淚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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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的政治
沙阿批評哈馬斯領袖透過
宣傳」，煽動加沙地帶的衝突，對此

表示遺憾，重申以色列有權自衛，流血事
件責任完全在於哈馬斯。沙阿強調總統特
朗普決心推動以巴和平，華府會在適當時
機公佈方案，相信搬遷使館無阻當地和平
■甘杜爾
進程。以色列軍方則表示，哈馬斯利用示
威者作掩護，向以色列邊境發動炸彈襲擊，軍方才採取行動回
應，總理內塔尼亞胡強調，以國行為屬於自衛。

阿巴斯拒美任何和平方案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形容以色列進行屠殺，不會接
受華府提出的任何和平方案，又計劃向海牙國際法庭控告以色
列觸犯戰爭罪行。

狙擊手殺巴人 女嬰吸催淚氣體亡
巴勒斯坦衛生部表示，喪生的巴人大多死於以軍狙擊手槍
下，8個月大女嬰甘杜爾因吸入以軍發射的催淚氣體死亡。加沙
地帶昨日繼續有巴人示威，至少一人死亡，哈馬斯揚言不會對
領土被佔據保持沉默。以國南部鄰近加沙邊境昨日響起警報，
以軍稱未知是否有導彈從加沙方向射來。

中法等10國促安理會審視決議
安理會10個成員國前日聯署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批
評以色列在巴人土地建立聚居點，違反前年12月安理會決議，
恐削弱國際組織公信力，要求古特雷斯對決議提交季度檢討報
告，簽署國包括中國、法國、荷蘭及瑞典等。聯合國人權事務
專員辦公室發言人科爾維爾表示，非常關注加沙局勢，批評以
色列部隊向巴人使用實彈欠充分理據，促請展開獨立調查。
安理會昨日在科威特要求下召開緊急會議，尋求發表聯合聲
明，對衝突造成的死傷表示憤怒和哀傷，促請各方克制，要求
就事件進行獨立透明調查，並重申以色列侵佔東耶路撒冷等巴
人土地，各國不應在耶路撒冷開設大使館。法新社引述消息人
士指出，美國會否決這項決議案。巴勒斯坦駐聯合國代表曼蘇
爾促請安理會保護人民，阻止屠殺繼續，英國和德國昨日分別
表示，支持獨立調查加沙流血衝突。
部分死者昨日舉殯，50 歲居民易卜拉欣失去 23 歲的兒子，
他指兒子是為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而死的烈士。美國華盛頓前
日有數十名猶太人上街，批評特朗普一意孤行遷移駐以使館，
要求賦予巴人和平，並促請美國猶太團體停止支持以色列佔領
加沙和約旦河西岸地區。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特朗普重創以巴和平換個人勝利

美國將駐以色列大使館遷移耶路
撒冷，總統特朗普順利履行競選承
諾，卻觸發加沙流血事件，以巴和
平進程亦嚴重受挫。《紐約時報》
形容搬遷使館屬特朗普的個人勝
利，代價卻是使中東和平前景變得
複雜，亦有專家建議美國承諾在巴
人尋求立國後定都的東耶路撒冷，
設立美國駐巴勒斯坦使館，挽回巴
人信任。
特朗普一直希望為美國外交政策
創造突破，並做歷任總統不曾做過

的事，在耶路撒冷開設大使館正符
合這意願。然而，特朗普同時聲稱
尋求中東和平，搬遷使館觸發的衝
突顯然與此背道而馳，白宮前日把
流血事件歸咎於哈馬斯，更拒絕要
求以色列克制，立場明顯傾向以
國。

學者促美承諾建巴使館
白宮高級顧問、特朗普女婿庫什
納出席新使館開幕禮時強調，美國
不會放棄以巴和平進程，據報華府

醫院逼爆 醫生驚見兄弟屍體
以色列武力鎮壓加沙示威者，造成
生靈塗炭，醫院無法應付大量傷者，更
見證無數家庭骨肉分離。有醫生當值期
間，目睹自己兄弟的屍體送院，也有母
親遍尋不獲受傷兒子，急得當場痛哭。
加沙希法醫院前日接收大批死傷
者，有雙腿中槍的傷者需在急症室外的
臨時帳篷接受治療，醫生午後更因醫院
過於擠迫，要求部分傷者回家。有工作
17 年的醫生坦言 ，從沒看見如此情
景。
不少加沙居民到醫院尋找至親，一
名年輕人看見兄弟的屍體後，不禁悲從
中來，高呼「為什麼你要撇下我一
人？」醫護人員則忙於處理死傷者，連
忙把屍體移送殮房。紅十字國際委員會
駐以巴代表處警告，加沙醫療系統已接
近崩潰，加沙衛生部門則呼籲居民捐
血，幫助拯救傷者。
路透社攝影記者穆斯塔法前日在加

沙邊境採訪，他透露當日上午出門時，
看見一名坐輪椅的朋友，當時還互相問
好，「但當天結束時，我已出席他的喪
禮」。穆斯塔法形容加沙是「死亡之
地」，「每秒鐘均可能有人死去」，坦
言對暴力事件感不快，但仍要調整心情
完成工作。
■路透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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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星圖證朝正拆除核試場
朝鮮早前宣佈，將於本月 23 日至 25
日期間，擇日拆卸豐溪里核試場，屆
時會邀請外國記者到場採訪。追蹤朝
鮮動向的美國網站 38 North 報道，在
分析上周一的衛星圖片後發現，朝鮮
正拆除核試場坑道周邊的移動式建築
物及礦車軌道。韓國聯合參謀本部一
名負責人昨日表示，韓軍認為朝鮮將
按照計劃，為關閉核試場做準備。
衛星圖片顯示，在核試場北門區、
西門區和南門區的主要建築物已夷
平，連接坑道和棄土堆的部分礦車軌
道被移除，有礦車棄置地上。指揮中
心內兩個最大型建築物則完好無缺，
坑道入口亦未見永久關閉，相信是留

近月一直制訂以巴和平方案，但隨
着加沙暴力升溫，美國恐再難獲巴
人信任。美國駐以色列前大使、以
巴和談美國前特別代表安迪克形
容，搬遷使館行為屬挑釁，亦破壞
美國中介人角色，憂慮巴人今後不
願回到談判桌。
布魯金斯學會的埃爾金迪認為，
華府應安撫巴勒斯坦人，例如促請
以色列停止對和平示威者使用致命
武力，否則巴人領袖根本不可能回
到美國主導的和談。普林斯頓大學

待核試場關閉儀式，才炸毀所有坑道
和封閉其入口，讓外國媒體見證核試
場最後拆卸階段。

朝邀8韓記者見證關場
朝鮮昨日通知韓國政府，將邀請韓
國 4 名通訊社記者和 4 名電視台記者，
自費赴朝實地採訪銷毀豐溪里核試場
的活動。8 名韓國記者要從朝鮮駐華使
館獲得簽證，於下周二從北京乘坐專
機，與其他獲邀的外媒記者一同飛抵
元山葛麻機場，並入住元山市的酒店
和記者中心。記者團乘坐火車往核試
場進行採訪拍攝活動後返回元山，26
日或27日從葛麻機場乘機離境。

韓國統一部昨日表示，朝韓同意今
日於板門店韓方一側的「和平之家」
舉行高級別會談，就落實朝韓峰會中
的《板門店宣言》展開討論。朝鮮代
表團由祖國和平統一委員會委員長李
善權率領，負責鐵路、體育和朝韓經
濟合作事務的朝鮮官員亦會出席，韓
國代表團團長則為統一部長官趙明
均。此外，韓統一部主辦的「2018 半
島國際論壇」將於 18 日在哈薩克斯坦
舉行，主題為「半島和平與未來」，
朝駐俄羅斯大使館兩名外交官將出
席，是朝外交官首次參加統一部主辦
的國際論壇。
■韓聯社/38 North網站/《每日新聞》

教授、前美國駐以色列大使庫爾策
建議，華府可考慮承諾在巴人建國
後，於東耶路撒冷開設大使館，重
建巴人信任，但相信成事機會相當
低。
■《紐約時報》/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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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促以克制
支持巴人建國
加沙地帶再次發生嚴重流
血衝突，引起國際社會關注，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陸慷昨日表
示，中方對加沙暴力衝突造成
大量傷亡表示嚴重關切，反對
針對平民的暴力行為，呼籲巴
以雙方、特別是以方保持克
制，避免局勢進一步升級。
陸慷表示，耶路撒冷地位
和歸屬問題高度複雜敏感，
牽涉民族及宗教感情，中方
認為應按照聯合國決議，盡
快恢復巴以和談。中方支持
巴勒斯坦人民恢復民族合法
權利，支持在「兩國方案」基
礎上，建立以 1967 年邊界為
基礎、以東耶路撒冷為首

都，且具完全主權的巴勒斯
坦國。

土總統批以種族滅絕
法國總統馬克龍譴責以軍
對示威者動武，已跟巴勒斯
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通電
話，英國首相文翠珊亦要求
各方克制，避免破壞和談。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形容以
色列是恐怖國家，強烈譴責
種族滅絕行為，已召回駐美
國和駐以色列的大使以示抗
議。土耳其外交部昨日傳召
以色列大使納埃，勒令他
「暫
時離境一段時間」
，以示抗議
以國屠殺巴人。
■新華社

拒即時交棒安華 馬哈蒂爾或掌權兩年
前財政部長達因認為，如果
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上
馬哈蒂爾在安華出獄後立即
台後，尋求最高元首特赦因
交棒，將是愚蠢舉動，兩年
雞姦罪入獄的前副總理安
後交棒才是最務實做法。
華，特赦局今日會開會討
馬哈蒂爾亦表示，新政府
論，可能即日釋放他。雖然
在搜集足夠證據後，會於短
馬哈蒂爾曾承諾在安華出獄
■馬哈蒂爾
馬哈蒂爾((中)日前探 時間內起訴捲入一馬發展公
後讓對方出任總理，但馬哈
望安華(
望安華
(右)。 美聯社 司(1MDB)貪腐案的前總理
蒂爾昨日表示，他可能擔任
總理一至兩年，退任後仍會在幕後扮演一定角 納吉布，又表明不會為追討 1MDB 被挪用的資
金，與納吉布達成協議。路透社報道，馬來西亞
色。
反貪委員會在 2015 年調查期間，發現 4,200 萬令
納吉布或短時間內遭起訴
吉(約8,426萬港元)1MDB資金匯入納吉布賬戶的
馬哈蒂爾在視像會議中表示，安華在獲釋後 證據，但時任總檢察長阿里未有理會。另外，納
需勝出國會議席補選，其後可能進入內閣任職， 吉布夫婦上周六被禁出境後，至今未曾踏出私
■馬來西亞《星報》/
但他的角色與執政聯盟
「希望聯盟」
其他 3 黨領袖 邸。
《華爾街日報》/馬來西亞《中國報》/路透社
無異，不會享有特權。新政府資政理事會成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