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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新聞

本年度諾貝爾獎頒獎禮10

日舉行，其中和平獎在挪威首

都奧斯陸頒發，物理學獎等其

他獎項則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

摩由瑞典國王頒發。今

年和平獎得獎者國際廢

除核武運動(ICAN)的主

席菲恩，9日偕同廣島原爆生還

者瑟洛節子，出席挪威諾貝爾

委員會的記者會，菲恩警告美

國和朝鮮之間的緊張關係，為

全球帶來嚴重核威脅，並呼籲

擁核國簽署《禁止核武條約》，

但頒獎禮遭西方國家冷待。

多名廣島和長崎原爆生還者獲邀出

席和平獎頒獎禮，瑟洛節子更陪

同菲恩代表ICAN上台領獎。85歲的瑟

洛節子在廣島原爆時年僅13歲，她表示

任何人都不應經歷他們所經歷過的事

情，形容核災難是不能接受的人類痛

苦。瑟洛節子還表示，作為唯一核爆受

害國的日本，在爭取廢除核武方面有道

義責任。她批評日本政府聲稱站在和平

運動的最前線，卻反對《禁止核武條

約》，是“完全缺乏一貫性”。該條約

由聯合國今年7月通過，ICAN亦是重要

推動者。

在所有擁核國中，只有官方未承

認擁核的以色列派大使出席頒獎禮。

美國、法國和英國一反過去派大使出

席的傳統，僅派遣次級別的外交官。

瑟洛節子稱這是意料之內，批評擁核

國多次破壞和質疑他們的工作，但這

亦顯示擁核國對他們的成功感困擾。

菲恩亦認為這是西方對頒獎禮的“抗

議”。

“終結核武或終結人類”
菲恩表示，人類面前有兩個清晰的

選項，“終結核武或是終結人類”。她

點名警告美國總統特朗普和朝鮮領導人

金正恩，稱兩人的緊張關係已構成“嚴

重核威脅”，促請他們不要再威脅使用

大殺傷力武器殺害數以十萬計的平民，

“若你對金正恩擁有核武不安，那你同

樣是對核武不安。若你對特朗普擁有核

武不安，那你亦是對核武感到不安。”

菲恩呼籲美朝領袖循外交途徑解決問題

及廢除核武。

廣島童摺千隻紙鶴
ICAN 在挪威國會外圍放置 1,000

隻由廣島兒童摺成的紅紙鶴，以廣島

和長崎原爆提醒民眾廢除核武的重要

性。

本年度文學獎得主、英籍日裔作

家石黑一雄1954年生於長崎，他在斯

德哥爾摩出席記者會時，亦特別讚揚

ICAN的努力。

他解釋說，他自小在原爆陰霾下

長大，事件對他影響深遠。

■法新社/《獨立報》/《衛報》

法國自18世紀末期確立對科西嘉島的管

治後，當地分離主義勢力一直存在，在近期

傳媒報道中，科西嘉島更經常被稱為“法國

加泰羅尼亞”。然而科西嘉島在各方面均與

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截然不同，當地人近年

亦放棄武力抗爭，採用溫和手段，不少獨派

更改以“自治主義者”自居。

科西嘉島與加泰羅尼亞一樣，擁有獨特

的語言和身份認同。由於地理和歷史關係，

當地文化和意識形態與意大利較接近，對法

國有強烈排斥感。

待遇如在美黑人
一名科西嘉島居民稱，法國人過去對待

科西嘉人就像美國對待黑人一樣，“他們視

我們為沒文化的原始人”。

然而，科西嘉島人口只有約32萬，倚靠

旅遊業和中央政府財政援助，幾乎沒有主要

工業，是法國最貧窮的地區之一，缺乏加泰

羅尼亞“鬧獨立”的經濟本錢。當地分離武

裝組織“科西嘉民族解放陣線”在3年前宣佈

放棄長達40年的武力抗爭，投入“自治主義

者”的溫和派。

■《星期日電訊報》/《經濟學人》

法國最大離島科西嘉島10日舉行議會選

舉次輪投票，科西嘉人民族主義政黨“為了科

西嘉”有望繼首輪投票後，再次取得壓倒性勝

利，歷史性首次取得議會絕大多數議席。“為

了科西嘉”揚言今後會向中央政府索取更大自

治權力，若果不獲理會，不排除當地終有一天

會尋求獨立。分析認為這將成為法國總統馬克

龍的新挑戰，要麼繼續捍衛法國傳統中央集權

體制，要麼放棄部分權力，換取維持國家領土

完整。

民族主義黨料強勢執政
上周日首輪投票中，“為了科西嘉”得

票率高達45.36%，遙遙領先其他政黨，預料

可以在次輪投票中進一步鞏固優勢。該黨領袖

西梅奧尼多次強調，他們的短期目標是更大自

治權，而非尋求獨立，但他們同時向中央政府

提出3大要求，包括承認科西嘉語與法語地位

同等、特赦過去數十年因為獨立抗爭被囚的

“政治犯”，以及承認科西嘉居民特殊地位，

讓居民得以抗衡外國人掀起的物業炒風。

與月前舉行非法獨立公投的西班牙加泰

羅尼亞不同，科西嘉島經濟和就業完全倚賴中

央政府，就連獨派領袖塔拉莫尼也承認，科西

嘉島要獨立最起碼也是10至15年後的事。西

梅奧尼選前受訪時也表示，現階段並不尋求獨

立，僅希望成為法國境

內自治政府，“(獨立公

投)在 10年內都不會實

現，但如果人民有訴

求，便會舉行。”西梅

奧尼強調，他們無意再

以暴力爭取獨立。

科西嘉島原為熱那

亞領土，於法國大革命

前夕出售予法國，後來

的法國皇帝拿破崙便是

在島上出生。島上向來

存在獨立呼聲，分離主

義武裝組織“科西嘉民

族解放陣線”(FLNC)自1970年代中期發動連

串炸彈襲擊和暗殺等，希望脫離中央政府管

治。FLNC在2014年宣佈棄械，成為科西嘉的

歷史轉捩點，同時為“為了科西嘉”在地方選

舉勝出埋下伏線。

■法新社/《星期日電訊報》

法科西嘉島爭擴自治 3要求挑機馬克龍
英國英格蘭中部和威爾斯北部10日落

大雪，部分地區積雪深達28厘米，伯明翰

機場跑道被大雪覆蓋，需暫時停飛。各地高

速公路均有車輛被困積雪內無法行駛，部分

公路出現長達32公里車龍。威爾斯警方已

呼籲駕車人士如非必要不要

外出。英國氣象局表示，倫

敦和南部將受狂風暴雨吹

襲，風速會高達每小時113

公里。

氣 象 局 表 示 ， 風 暴

“卡羅琳”可能令道路、鐵

路和航空交通出現延誤，部

分偏遠郊區的對外交通甚至

中斷。M40號的15號和16

號交匯處之間發生汽車連環

相撞，需要關閉。

伯明翰機場於當地時

間10日早6時多關閉，一些

航班乘客登機後，要留在機內等候，機場出

動鏟雪車和派出職員清理積雪。另外，由於

美國東北部亦降雪，一班從芝加哥飛往希思

羅機場的班機延遲逾20小時。

■英國《太陽報》/《獨立報》

“法國加泰”欠經濟本錢 棄武力抗爭 聯合國主管政治事務的副秘書長費爾特

曼結束訪問朝鮮的行程，他9日發聲明，警

告外界若錯估情勢將引致嚴重風險，與朝鮮

爆發衝突。朝中社表示，美國對朝鮮的敵視

政策和核武勒索，才是緊張情勢的罪魁禍

首，但補充說朝鮮已和聯合國達成共識，透

過各層級官員的訪問，將溝通常態化。

費爾特曼是6年來首位訪朝的聯國高級

外交官，他會見了朝鮮外相李勇浩和副外相

朴明國，一致認為朝鮮半島局勢是全球最緊

張危險的和平與安全問題。聲明強調通過外

交途徑真誠對話，緩和緊張局勢。費爾特曼

向朝方強調全面執行安理會制裁決議的必要

性，但同時指出，要防止誤判形勢，減少衝

突風險。

另外，美國地質勘探局(USGS)表示，9

日在朝鮮豐溪里核試場附近錄得的兩次小型

地震，規模為黎克特制2.9和2.4級，來自於

“地殼構造”活動，可能是朝鮮9月初大規

模核試的餘震。大型核試會移動周邊地區的

地殼，這種地殼活動要一段時間才會平息。

■路透社/美聯社

英大雪機場停飛 車龍逾30公里

訪朝聯國官：錯判形勢將爆衝突

與頒獎禮同日舉行的諾貝爾獎年度

晚宴亦是傳媒一大聚焦點，屆時瑞典國

王及王室成員、各國大使等1,350名賓

客，將在有“藍色禮堂”之稱的瑞典斯

德哥爾摩市政廳，享用由名廚精心準備

的晚宴。

據報今年的晚宴主菜的靈感源自北

極光和冰的分子料理，不過由於晚宴資

料被嚴格保密，因此所有消息均無法在

事前證實。負責今年晚宴菜單的主廚舍

斯泰特稱，晚宴團隊有5天時間準備，

考驗他們組織流程的能力，“我們只有

一個機會，絕不能出錯”。一名甜品師

傅則透露，他們將選用一種瑞典傳統食

材和一種柑橘類水果，形容像瑞典冬天

般清新。 ■法新社

今年所有諾貝爾獎科學類獎項的得

主均是白人男性，諾貝爾獎委員會因而

被批評未有考慮種族及性別多元。化學

獎得主之一、瑞士洛桑大學榮休教授杜

博歇表示，科學界過去雖然由男性主

導，但“情況已在改變，這要點時間，

但你們會看到女性科學家正在趕上”。

物理學獎得主之一索恩則稱，近年大學

科學學科愈來愈多女學生，相信將來女

性諾貝爾獎得主將會增加，“但由入學

到獲得諾貝爾獎總要隔很長一段時

間”。

自從首屆諾貝爾獎在1901年成立

以來，共有896位得獎者(不計組織)，

當中僅48名女性，佔總數5%。按獎項

而言，經濟學獎僅有一名女得主。瑞典

皇家科學院秘書長漢森坦言對此感到失

望，認為原因在於科研機構長期以來未

有接納足夠女性。然而他堅稱，在負責

評選得獎者的諾貝爾委員會裡，沒有明

顯的男性沙文主義，醫學、化學、和平

及文學四個評選委員會的主席都是女

性。文學獎也是“陽盛陰衰”，但情況

較好過科學類，共有14名女得主，而

且2007年後的得主當中，有36%是女

性，反映女性社會地位上升的趨勢。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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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科西嘉為了科西嘉””黨員在台上造勢黨員在台上造勢。。 法新社法新社

■■街上汽車被厚厚積雪掩蓋街上汽車被厚厚積雪掩蓋。。 路透社路透社

■■美英法三國一反過去派大使出席和平獎的傳統美英法三國一反過去派大使出席和平獎的傳統，，僅派遣次級別的外交官僅派遣次級別的外交官。。 法新社法新社

■■廣島原爆生還者瑟洛節子廣島原爆生還者瑟洛節子((中中))接過和平獎獎項接過和平獎獎項，，ICANICAN主席菲恩振臂慶祝主席菲恩振臂慶祝。。 美聯社美聯社

■■ICANICAN在挪威國在挪威國
會外圍放置會外圍放置11,,000000
隻由廣島兒童摺成隻由廣島兒童摺成
的紙鶴的紙鶴。。 美聯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