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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模型預測賽果

歐洲杯西、德奪冠大熱

▲西班牙隊在 10 日晚首次亮相歐洲國家杯，對陣同組的意大利，圖為西
班牙 9 日熱身訓練
美聯社

【本報訊】據法新社柏林 10 日消息：受到債務危機影響
，歐洲地區一片愁雲慘霧之際，德國的經濟學家決定把技能轉
用來做另一件比較有趣的工作──預測歐洲杯足球賽的賽果。
分析員利用一般用來解決債券市場或信貸違約掉期等方面
複雜問題的多種模型，得出的貼士雖然絕不驚天動地，但足以
藉此支持奪標熱門國家──西班牙或者德國。
德卡銀行的經濟學家說，關注歐元區未來的人有一個好消
息，那就是歐元區 17 個國家隊之一奪冠的機會高達 86%。經
濟學家們分析了過去 4 屆歐洲杯的賽果，再把它放進一個複雜
的數學模型去，結果得出一項預測： 「
德國和西班牙以及荷蘭
一道，都是奪標熱門。」
荷蘭銀行的技術人員則在一份題為 「足球經濟學」的備
忘中說，他們用一種 「半認真的態度」來做自己的工作。他
們拿一個國家在足球方面的成績和該國的信貸評級，進行反

覆核對，結論是德國將在 7 月 1 日歐洲杯的決賽中勝出。但
該份研究備忘的結論是，對歐元區整體來說，法國勝出才是
最好的賽果，因為這將提升歐元區其中一個最動搖的 「核心
」國家的信心。
裕信銀行的經濟學家也確實積極行事。它把宏觀經濟數據
放進若干個複雜的數學模型中，以預測誰是贏家。他們根據各
隊球員在轉會市場的價值，來算出這些隊伍的價值，再斷定兩
場半決賽都將由屬於 「
真正經典」的傳統對手對壘──葡萄牙
（身價 3.38 億歐元）對西班牙（身價 6.58 億歐元）；德國
（身價 4.59 億歐元）對英格蘭（身價 3.92 億歐元）。
德國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學家則花時間分析 25 項足球聯賽
的 382 個球會的市值，以得分來量度球員季尾的成績，再拿這
個成績和球員的價值進行互相參照。他們的模型預測西班牙會
勝出，但德國取勝的機會也不小。

日右翼 40 餘人尋釁釣島
海上垂釣搞視察保安廳巡視船護航
連日來，在釣魚島問題上，
日本方面可謂小動作不斷，花樣
翻新。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
購島大計 尚在推進之中，一
極右團體組織的 釣魚大賽 又
隆重登場，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宣示日本對釣
魚島的所謂主權。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日本
社會很少有理性的聲音發出。日本社會已全面右
轉，對中日關係及地區安全影
響不可小覷。
從中日釣魚島 撞船事件
開始，中日關係就一路走低
，幾乎達至 冰點 。去年年
底，日本首相野田佳彥訪華，
雙方本想以今年中日建交四十周年為契機，實現
兩國關係的 破冰 ，逐步將中日關係納入健康
發展的軌道。但現在看來，日本反華、遏華的戰
略並未有絲毫轉變，中日關係轉圜的可能性微乎
其微。
從年初開始，日本便反華動作不斷，頻頻挑
戰我核心利益。在釣魚島問題上，日本從中央到
地方及民間多管齊下，不斷強化對釣魚島的實際
控制。今年一月，日本政府宣稱對釣魚島周邊部

【本報訊】綜合日本新聞網、
環球網 10 日消息：日本國會議員和
民間保守派右翼政治團體 「加油！
日本，全國行動委員會」 的成員等
一行 40 多人，10 日乘坐 16 艘漁船
參加前往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日
稱 「尖閣列島」 ）進行所謂的 「視
察」 和釣魚大會行動，現場有日本
海上保安廳兩艘大型船隻護航。

森岡洋一郎

下村博文

執政民主黨議員
，堪稱 「中國通」 ，
曾到北京大學留學

執政民主黨議員
熱衷環保行動

最大在野黨自民
黨議員，前內閣官房
副長官，曾公開否定
慰安婦存在

華專家：日右翼黔驢技窮
【本報訊】據環球網 10 日消息：
日本國會議員和保守派政治團體 10 日
前往釣魚島附近海域進行 「視察」和
舉辦釣魚大賽。貌似閒情逸致的垂釣
，卻扣上政治的帽子，以顯示日本對
釣魚島所謂的 「
主權」。
外交學院日本問題專家周永生認
為，不管是 「購買釣魚島」還是 「釣
魚比賽」，都凸顯出在釣魚島問題上
，以石原慎太郎為代表的日本右翼分
子確實已經黔驢技窮了。
周永生表示：「他有他個人政治上
的野心，他要成立一個新黨。要成立
一個新黨就要進行造勢，他的年齡大
了，而且在工作方面也不很盡職。日

本有些媒體披露他每周只上一天班，
他的右翼的言論一貫得到日本一些右
派人士、右派群眾的追捧，所以他現
在成了一個炙手可熱的人物，他的炒
作明顯帶有提高他個人政治聲望，吸
引選民這政治上的考量，一向以政治
言論吸引民眾眼球的這麼一個右翼政
客，這兩年搞不出什麼新鮮的花樣。」
清華大學日本問題專家劉江永認
為，日本右翼分子近期的各種小動作
，只不過是它們編造出來的新花招之
一。右翼分子希望找各種理由來突破
日本政府的登島限制，以此製造口實
，實際上是「
石原慎太郎突破日本政府
的一些限制闖島的一個目的之一。」

俄：敘之友無助危機解決
【本報訊】綜合俄新網、美聯社 10 日消息：俄羅斯
常駐聯合國代表維塔利．丘爾金認為， 「
敘利亞之友」小
組不會有助於敘危機的盡快解決，因為該小組沒有在履行
聯合國與阿盟特使安南的計劃，而只是在找尋手段推翻敘
利亞當局。
應法國總統奧朗德的提議， 「敘利亞之友」7 月 6 日
將在巴黎召開會議。但是丘爾金出席一個電台節目中表示

■敘利亞全
國委員會新
主席西達
路透社

﹂

﹂﹂

高邑勉

，不能期待 7 月 6 日召開的 「敘利亞之友」會議。他說，
「
敘利亞之友」是有害的，因為歸根結底，其活動實際上
只是在找尋各種手段，以推翻敘利亞現任政府，而不是認
真履行安南計劃。
由美國和歐盟主導的 「敘利亞之友」，在 6 月 6 日剛
舉行工作組會議，決定對敘利亞採取包括凍結資產和軍火
禁運等在內的更多制裁措施，以加大對敘利亞總統巴沙爾
的壓力。 「敘利亞之友」曾在今年 2 月和 4 月，分別在突
尼斯和土耳其舉行國際會議，俄羅斯和中國沒有出席。

敘反對派更換領導人
敘利亞主要反對派 「敘利亞全國委員會」9 日至 10 日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召開會議，選舉 56 歲的敘利亞少數
民族庫爾德人阿卜杜勒巴塞特．西達為其新領導人。
流亡瑞典多年的西達，擁有大馬士革大學阿拉伯哲學
博士學位，是接替反對派領導人加利溫的唯一候選人，任
期三個月。
西達在接任數小時後說，敘利亞總統巴沙爾政府喪失
對幾個城市的掌控，已經「
日薄西山」
。他說： 「
據有關報
告，巴沙爾政權已喪失對大馬士革和其他城市的掌控。」

﹁

﹁

﹁

﹂

﹁

﹂

分島嶼完成了 暫命名 。三月二日日本內閣綜
合海洋政策本部公布了三十九個無人島的名稱，
其中包括釣魚島附屬島嶼。在中央政府的縱容下
，日本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在與南京市代表團會
見時，當面否認南京大屠殺。日本著名極右翼分
子石原慎太郎口出狂言，要從 民間所有者 手
中買下釣魚島。在地區安全上，日本藉口中國軍
事威脅及朝核問題，與美進行聯合軍演，強化了

日本眾議院將於 11 日傳喚石原和沖繩縣
石垣市市長中山義隆，就 「購買釣魚島」一
事進行國會調查。據報道，石原本有意派公
務員前往視察釣魚島，但在 8 日晚上改變初
衷，決定不參與這次活動。石原認為該團體
政治色彩太濃，如要前往，應該派遣東京都
政府的船隻。
東京都政府計劃 「購買」的釣魚島、北小
島和南小島。但石原表示，還將購入黃尾嶼
（日稱 「久場島」），並計劃於今日與聲稱擁
有該島主權的 「主人」會面。根據石原的說法
，琦玉縣一名男子擁有上述 3 個島主權，他的
親戚則擁有黃尾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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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壓制，或根本發不出聲音，或一旦發聲即被
無情圍剿。
日本 右翼 從明治維新時出現，長期以來
如幽靈般潛伏在社會肌體之中。近年來，日本經
濟持續低迷，國力下降，特別是日東大地震與核
災難發生後，右翼思潮重新抬頭，並獲得迅猛發
展。值得警惕的是，當前的日本右翼一改過去僅
在歷史層面宣揚 民族性 的傳統做法，逐漸把
焦點轉向領土主權問題，通
過炒作領土爭端來刺激國內
民族情緒，煽動對立。
日本駐華大使丹宇羽一
郎日前曾就 購島 發出理
性聲音，認為此舉將令幾十
年改善中日關係的努力化為泡影。此言一出即遭
到從官方到民間的全面圍剿，迫使丹宇為自己發
言而帶來的 麻煩 道歉。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
日本殘酷的政治現實。
日本右翼借屍還魂，最終目的是把國家重新
帶上軍國主義的老路。這一動向不僅會影響到中
日關係，而且會給亞太安全及
世界和平帶來直接威脅，各方
都應對此保持高度警惕。

石原擬增購黃尾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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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 7 次組織類似活動
日本傳媒報道，參與這次繞釣魚島航行活
動的國會議員希望確認釣魚島上的燈塔、島的
地形等。
其中有議員表示，野生山羊快把釣魚島上
的植物吃光，全島有漸光禿的情況，可能會影
響生態。民主黨籍議員高邑勉表示，應趕緊登
上釣魚台調查生態。
「加油日本！全國行動委員會」是右翼
團體。該團體由因否認日本侵略戰爭而遭撤
職的日本航空自衛隊司令官田母神俊雄於
2010 年 2 月 2 日創立並自任代表，積極發起反
華、反民主黨政權的遊行活動。該組織從去
年 5 月起就曾經組織過 7 次此類活動。

﹁

日本右翼迅猛崛起釋出危險訊號

▲日本國會議員以及民間右翼團體 9 日晚上 10 點從沖繩石垣港出發前往釣魚島
互聯網

﹁

西南防禦，對中國的包圍圈日臻完善。更令人難
以容忍的是，日本極右翼組織與臭名昭著的 東
突 恐怖組織 世維會 的合流，不僅邀請熱比
婭訪問，還為 世維會 四大召開提供場所。
日本這一系列反華行為絕非偶然，既是其既
定政策的體現，也是日本國內總體政治氣候的反
映。當前，日本右翼勢力已控制了從中央到地方
，從媒體到學術界幾乎所有領域。右翼思想和行
為大行其道，已在日本社會佔據主流，理性思維

高邑勉、森岡洋一郎、下村博文等 6 名
日本國會議員和 40 多名 「加油！日本，全國
行動委員會」的成員於 9 日晚上 10 時許，從
沖繩縣石垣市的石垣港出發，搭乘當地的漁
船前往釣魚島海域，共有 16 艘之多。
高邑勉一行人大約在 10 日早上 10 點抵達
釣魚島附近海域，但沒有登島。他們隨後與同
行的右翼團體成員們一起，在海上參加釣魚大
賽，以顯示日本對這些島嶼的 「主權」。現場
有兩艘日本海上保安廳大型船隻護航。活動在
下午結束，一行人返回石垣港。

﹂

﹁

﹁

﹁

﹂

﹂

﹂

﹁
﹂

日漢大阪旅遊熱點殺 2 途人
【本報訊】綜合共同社、中央
社 10 日消息：10 日下午 1 點左右
，一名手持菜刀的男子在日本大阪
市中央區東心齋橋街頭刺傷一男一
女，2 人被送醫後均不治身亡。該
地區是香港人的旅遊熱點。
日本媒體報道，大阪市消防局
急救隊員接到報案後趕到現場，看
到 1 名男子及 1 名女子倒臥血泊。
兩人送醫急救後，男子約在 1 小時
、女子約在 4 小時後不治死亡。
大阪府警方先是以涉嫌殺人未
遂的罪名當場逮捕到 36 歲自稱無
▲一名 36 歲男子 10 日下午在日本大阪市心齋橋路上持刀襲擊途
固定住所、無業的男子磯飛京三，
人，造成兩人死亡
互聯網
之後以涉嫌殺人罪名將他送到大阪
府警男署偵辦。嫌犯對警方供稱， 「不論是誰都可
上刺殺多刀，情況很異常，附近原本很多行人，見
以，就是想殺人」。嫌犯也表示不認識受害人。警
狀後四散逃走。
事件現場是在大阪市營地下鐵心齋橋車站東南
方正急調查死者的身份。
日本媒體採訪事發現場附近一家餐飲店打工的
方約 200 公尺處，餐飲店林立，是大阪南區的繁華
女士後得知，嫌犯拿長長的菜刀，往受害男子身
地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