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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受援未必可解歐洲危機 破壞治安不是表達自由

社 評 井水集

上周末歐盟財長召開了緊急會議，
確定為西班牙提供不超過一千億歐元的
財政資助，以便可以救援該國瀕危的銀
行體系。近期西班牙的財政金融危機併
發，已成了歐洲危機中與希臘並行的兩
大焦點。這次緊急出台救援措施，主要
目的之一是要在下周日希臘次輪大選進
行前穩定西班牙的局勢，以避免希西兩
國的險情出現惡性互動，以致不可收拾
甚而導致歐元區崩潰。

救西的方案能否起防火牆作用，穩
住西班牙的財金危局，並有效抑止傳感
效應（Contagion）尚待觀察。除了希臘
大選結果仍未明朗外，還有其他許多因
素要考慮，變數甚多。首先應審視西班
牙的情況為何如此差劣，和該國政府處
理事變的方法是否恰當。西班牙銀行體
系既有當前西方銀行共有問題，又有本
身的獨特狀況，故比較複雜。主要禍源
恍如美國，乃在金融海嘯前形成的房地
產泡沫爆破，導致銀行體系壞帳急升，
多家銀行瀕臨倒閉。西班牙的情況尤為
嚴重是因為：（一）房泡程度高，有估
計比美國的還高。（二）銀行體系較脆
弱，不少地方性小儲蓄銀行放貸過度，

風險管理不善，一遇市場形勢逆轉便難
以生存。

西班牙經濟表現差劣又加深了銀行
危機。房泡爆破亦拖垮了經濟，首季
GDP微降而進入了海嘯以來第二次衰退
。勞工市場情況更為嚴峻，失業率達二
成多乃歐盟中最高之一，年輕人失業率
更高逾五成！政府雖已通過增資、合併
及其他方法以圖挽救及整頓銀行業，可
惜這些努力仍未足夠。最近引發危機便
是因其中較大的Bankia銀行再度出事，
在上次救援四十五億歐元後，又再要一
百九十億，但政府的拯救基金卻餘下不
足百億。

不少評論批評當局的 「擠牙膏」 式
應對策略：每次都低估或故意貶低困難
，只提供一點點資助。例如在整頓銀行
時，便只看房地產開發信貸而忽略按揭
貸款。這次銀行出事又拖延不向歐盟求
援而聲稱可自行解決，也正是拖延行為
令市場更不放心，扯高了國債息率和引
致存款大流失：首季流失千億歐元，四
月又再失三百餘億。直到紙包不住火後
，政府才於前日正式求救，卻仍堅稱只
為救銀行。其實現時出現的已是財金綜

合危機，並不能只救銀行。
在宣布救西方案後市場或會稍見回

穩，給西班牙及歐洲帶來一個喘息機會
，但稍後變數仍多，難得持久安定。問
題首先是西班牙是否可保無事。千億歐
元對救銀行來說應暫時足夠：IMF壓力
測試指最少需三百餘億，一般估計要五
百餘億，也有的估計指要千億。然而西
班牙還有其他財政問題，如地方政府債
務爆煲要向中央求救，和經濟蕭條令赤
字上升。何況銀行已無法再買國債，過
去銀行買債救財政，現在財政注資救銀
行，結果是兩家 「攬住死」 。有估計指
真要救起西班牙，應準備至少三千億歐
元。

比西班牙問題更難確定也可能更嚴
重者，是其他成員國的困局。除希臘外
，葡萄牙及塞浦路斯等都很快需要救援
，但真正令人擔心的是意大利，怕市場
一放開西班牙便轉攻意大利。之後法國
的反收緊減財赤矛盾或將急速激化。如
果定了西班牙而動了其他，則只是轉移
危機焦點而已。總之，歐洲困局難以根
除，危機易拖而難解。

「支聯會」 及 「民陣」 等昨日在
西環遊行期間，不理警方勸喻，衝出
馬路、搶奪 「鐵馬」 、焚燒國旗，嚴
重妨礙交通、罔顧他人安全，製造了
極大的混亂。

在港人社會，任何人依法都有表
達意見的自由和權利，但這種自由和
權利不能以損害他人的自由為代價，
更不能作為破壞社會治安的藉口。
「支聯會」 昨日的行為明顯就是一次

打着表達自由幌子而旨在破壞社會安
寧的暴力行為。 「支聯會」 昨日的暴
行，與他們所標榜的遊行目的完全無
關，警方對他們的集會申請及遊行路
線給予方便，派出恰當的警力開路及
維持秩序。但是， 「支聯會」 成員在
遊行隊伍去到西環 「中聯辦」 附近時
，卻突然發難，不理在場警員指示，
離開行人路，衝到干諾道西的馬路中
央，將行車線全部佔領。干諾道西是
海旁大道，來往車輛絡繹，大批遊行
人士突然衝出，車輛司機都被嚇了一
跳，立即緊急剎車，一時間秩序大亂
，險象環生。

更離譜的是， 「支聯會」 成員在

衝出馬路的同時，還大舉衝擊警方築
起的 「防線」 ，前面的亂衝、後面的
猛湧，人群被擠壓得尖叫聲四起，多
名警員在混亂中倒地受傷， 「鐵馬」
亦被拉倒及搶去，情況失控，警員被
迫施放胡椒噴霧。

混亂中，部分 「支聯會」 分子竟
公然焚燒國旗，叫囂什麼 「結束一黨
專政」 等政治口號。

事實擺在眼前， 「支聯會」 李卓
人等，利用部分民眾特別是年輕人對
內地情況的關注，發動示威遊行，但
真正的目的並不是什麼 「關注」 ，而
是借機衝擊中央駐港機構，挑釁警方
、製造衝突，破壞 「一國兩制」 和社
會安寧。一些參加遊行的民眾本身並
無政治目的，但卻被 「支聯會」 利用
為抗中亂港的工具。正如候任行政長
官梁振英昨日在回應傳媒詢問時所指
出，表達自由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
所在，應該得到維護；但挑釁警方、
破壞治安、焚燒國旗是違法行為，不
僅不能容縱，還必須依法予以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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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七一」 ，香港將迎來回歸祖國十五周年紀
念日。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在北京接受大公報
專訪時指出，十五年來，香港認真貫徹了基本法，
成功實踐了 「一國兩制」 ，保持了繁榮穩定，提
升了香港同胞的福祉，實踐證明了 「一國兩制」
偉大構想是行得通的，香港未來的前景一定會
更好。

本報記者 馬浩亮

一九八四年一月至九月，周南以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身份和英
國方面就解決香港問題舉行了自第八輪至第二十二輪的會談。一九
八四年九月，周南升任外交部副部長，並於同月代表中國草簽了中
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一九八五年五月代表政府與
英國駐華大使互換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批准書。
其後，周南又承擔了中葡 「澳門回歸」的相關談判。一九九○年一
月至一九九七年七月，周南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在十三年間
，為香港的順利回歸付出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巨大貢獻。

從 「被唱衰」 到 「行得通」
回溯往事，周南感慨良多。他說， 「中英談判初期，英國代表

公然表示說你們的這個 『一國兩制』是烏托邦，行不通。並且指責
我們提出 『一國兩制』只是一個談判策略，只是在談判的時候唬弄
人，是不可能實現的，將來香港收回去以後還是會推行大陸的一套
。他們的理由是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實行兩種制度，一個國家只
能實行一種制度。包括戴卓爾夫人也有這種想法。」

周南說， 「我駁斥他，不要忙下結論，將來讓實踐來證明。歷
史上沒有的並不等於今天和未來不能有。但是這種對香港前途的懷
疑情緒仍然沒有消除，很多人都不相信 『一國兩制』能成功。在回
歸前的過渡時期，港英當局也在不斷地搞各種小動作，我們都針鋒
相對進行了鬥爭，《大公報》等愛國愛港的報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

直到九七回歸，大量英美主流報刊都在集體唱衰香港，像《紐
約時報》、《時代》周刊都發表過這一類的文章。周南回憶道，很
多報刊用的標題和詞語都很聳人聽聞，比如 「香港的終結」、 「香
港的死亡」、 「香港的末日」等等，結果到了二○○七年回歸十周
年的時候，當年有些寫文章的人士站出來公開承認錯誤，承認當時
估計錯了，估計得太悲觀了。

周南指出，到今年回歸整整十五年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
標準。十五年的實踐，已經證明了鄧小平 「一國兩制」的偉大英明
構想是完全實事求是的，是行得通的，而且執行得很好，而且很有
成效。

中央支持助港屢渡難關
香港認真貫徹了基本法，貫徹了 「一國兩制」。香港的繁榮穩

定不但沒有受到消極的影響，反而因為背靠內地和中央的堅定支持
，順利地渡過了各種難關，像一九九七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二○○
八年從美國開始的國際金融危機，都沒有讓香港倒下去，東方之珠
更加光彩奪目。香港的增長率、就業率在亞洲都是比較好的，社會
基本穩定，香港同胞的福祉也不斷提升，人民生活不斷改善。

周南最後指出，香港未來發展的前景一定會更好。並且， 「一
國兩制」在香港、澳門的成功實踐說明，將來在 「一國兩制」指引
下實現祖國完全統一，也是大有希望的。

周 南 一 直 被 稱 作 是
「詩人外交家」。如果按

照時間來對角色做一大致
劃分的話，在一九九七年

前則應以 「外交家」為主，退休之後則是以 「詩人」
為主了。

「外交家」的生活，將像他二○○七年香港回歸
十周年前夕出版的口述文集《遙想當年羽扇綸巾》一
樣，充滿了各種鬥智、鬥勇、鬥法、鬥力的。

「小平一怒安天下」一幕多年來被內地各大傳媒
廣為轉載傳頌。周南回憶，當年在談判時與英方鬥爭
的時候，曾出了一個紕漏。大概是一九八三年五月，
有香港傳媒派了幾位女記者，在各種會場上纏住一些
中央領導問這問那。由於有些領導沒有參加香港問題
的談判，情況不太熟悉。有一位在被問到香港駐軍問
題時就不經意地回答說：也可以不駐軍吧！結果第二
天，香港各大報紙頭版頭條報道：中國的某某領導人
講香港不必駐軍。

正好那時候鄧小平接見香港代表團。本來按照規
定，鄧小平接見各界人士，前邊拉着一條紅線，記者
站在那裡拍照，也不許說話，拍完了就退場，然後賓
主就談話了。但這次記者正要退場出門的時候，鄧小
平說：哎！你們回來！回來！等一等！我還有話講，
你們出去給我發一條消息，就說某某，某某講這個
……是胡說八道。你們給我闢個謠。胡說八道！香港

怎麼能不駐軍呢？駐軍是主權的體現嘛。為什麼中國
不能在香港駐軍？英國可以駐軍，我們恢復了主權反
而不能在自己的領土上駐軍，天下有這個道理嗎？駐
軍起碼是主權的象徵吧，連這點權利都沒有，那還叫
什麼恢復行使主權？必須要駐軍！

第二天周南一上班，伊文思大使就來電話了，說
奉英國政府之命想緊急約見他。周南明確表示：你回
去就說中國這個立場是堅定不移的，沒有談判的餘地
！伊文思灰溜溜地走了，從此不敢再提了。

如今，香港回歸十五年來繁榮穩定，周南在北京
每日通過讀報關注着香港的發展， 「雖然不在現場，
仍知香港事」。沒有了政事纏身，平時主要就是讀書
，間或靈感所至，則有詩作偶得。

猶記得九七回歸前夕，周南曾賦詩一首《遣懷》
，其中有句是 「生當華夏重興世，身在疾風驟雨中。
」彼時回顧回歸之不易，難免深喟慨嘆。至二○○七
年回歸十周年之際，周南欣然作七言絕句《香港回歸
十周年 戰友重聚口號》，曰： 「南海珠還恰十年，
神州豪氣更無前。當時共預補天事，此日長歌老驥篇
。」全篇唯 「豪氣」盈懷，喜悅難自禁。去年國慶期
間周南赴京郊小憩，秋色宜人，層林漸染，晚風徐拂
，乃詠曰 「黃犬偕余老，相偎碧水灣，伊人行跡杳，
坐待日銜山。」大得 「詩佛」王維的詩畫意境。

以詩觀人，風輕雲淡，自在天然，已是今時周老
的最好寫照。

香港一定會更好香港一定會更好

本報記者 馬浩亮

▲一九八五年五月，時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周南
（前右）與時任英國駐華大使伊文思（前左）分別
代表兩國政府在北京互換《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
合聲明》批准書

▲一九九七年七月，時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董建華（右四）在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
（右三）等陪同下，為香港回歸紀念塔主持揭碑儀
式

▶周南指出，經過十五
年的實踐，已證明了
「一國兩制」 卓有成效

本報記者馬浩亮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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