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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駐倫敦記者黃念斯二十三日電】
自歐元區危機爆發以來，英國人僥倖英鎊不在歐元
之內，對歐盟經濟失去信心，民間 「脫歐」意識在增長
。最近多項民意調查顯示，超過半數的人贊成英國 「脫歐」
，最高的錄得6成以上。10年前，只有19%的民眾贊成脫歐。

脫歐派說，英國現時負佔GDP8.3%的赤字，每年向歐
盟繳付150億英鎊的 「成員費」，脫歐的話至少可幫助滅赤。他們
埋怨歐盟一體化只是歐盟將數不清的錢投進了東歐和南歐貧窮國家
，批評歐盟農業補貼政策養懶整整一代歐洲農民。

有的人認為，應該將中國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視為重要市場，
離開歐盟，英國倘可失而復得。英國可以像北歐非歐盟成員國一

樣，與歐盟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以歐盟 「貿易衛星國」角色生存。
關鍵是，目前英國47%出口到歐盟，超過50%的外國對英投資來

自歐盟，脫歐將使英國失去歐盟單一市場，英國將失去歐洲事務話事
權，失去歐盟企業在英國的300萬個就業崗位。這些，英國失得起嗎？

比利時前首相伏思達說： 「我認為英國在歐盟的表現很差，英國
只是對歐洲公司牌照，對歐洲生意感興趣。英國根本不關心歐盟的聯

盟。」此話一針見血，正是英國脫歐派表現，也正是卡梅倫等未想脫歐
但要疏歐的心理，無非是害怕被歐元危機，怕被歐盟深化聯盟拖累。
卡梅倫多次表示要向歐盟 「奪回英國權力」，除了感到與歐洲經濟一

體化不能同路，其疏歐意向也由於不滿歐盟的社會民主化路向，包括加稅
、擴大福利等等社會主張，至使不少歐盟法律對英國造成制衡，例如歐盟規
定醫生每周工作不能超過48小時，又例如歐盟法院多次推翻了英國法庭判決，阻
止了引導恐怖分子離英。 「奪回英國的權力」，這便是卡梅倫要跟歐盟談判的實
際，也就是他所談的保守黨對歐新政策。

風風雨雨

（（法新社法新社））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中央社23日
消息：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領導的右翼
聯盟，22日憑藉微弱差距勝出議會選舉，
他望第三次出任總理。但是，大選結果顯
示新興中間勢力異軍突起，令其組閣之路
平添變數。

以色列選舉委員會周三在官方網頁上
公布的結果顯示，內塔尼亞胡領導的右翼
「利庫德集團─以色列是我們的家園」聯

盟，取得120個議席中的31席，是最大的贏
家，但聯盟總體取得的議席較上一屆減少
了11席。極右猶太教政黨猶太人家園黨，
還有正統猶太教政黨沙斯黨以及聖經猶太
聯盟，則分別取得11席、7席和11席。

伊核是新政府主要挑戰
本次選舉最令人意外的是，中間黨派

未來黨取得19席成為第二大黨，而中間偏
左的勞工黨落居第三，取得15席。未來黨
和勞工黨都屬於中間或中間偏左的政黨，
其中未來黨只成立了一年，勞工黨的主席
也才上任兩年，而且兩黨黨主席都是記者
出身。根據統計的99.8%的投票結果，右翼

與中間（偏左）黨派各取得60席，形成分
庭抗禮之勢。

現年63歲的內坦尼亞胡在贏
得2009年的大選後開始擔任總理
，此前還於1996-1999年擔任以色
列總理。內塔尼亞胡23日發表勝
選演說時稱，防止伊朗擁有核武
是新政府的主要挑戰。他在競選總部告
訴熱烈歡呼的群眾： 「身為你們的總理，
我很驕傲。感謝你們給我機會，三度帶領
以色列。」

四屆國會議員班梅爾在選後表示，內
塔尼亞胡很可能會結合未來黨
組成中間偏右內閣。但是，由
於兩大陣營各佔一半議席，中
間與左派政黨有可能自成一體
，拒絕加入聯合政府。分析人
士說，未來幾周，以色列政壇
將會出現激烈的黨
派間討價還價，為
新內閣的組建打響
開幕戰。

1963年1月
法國總統戴高樂對英國首法國總統戴高樂對英國首
相麥美倫嘗試加入歐洲經相麥美倫嘗試加入歐洲經
濟共同體說濟共同體說 「「不不」」

1967年
戴高樂重申戴高樂重申
其否決態度其否決態度

1969年
戴高樂下台戴高樂下台

1970年
希思成為首相希思成為首相，，並並
成功地重新恢復英成功地重新恢復英
國的入歐努力國的入歐努力

1973年1月
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英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

1979年
英國拒絕加入歐洲英國拒絕加入歐洲
貨幣體系貨幣體系

1984年
英國首相戴卓爾夫英國首相戴卓爾夫
人要求人要求 「「我要拿回我要拿回
我的錢我的錢」」 ，，英國向英國向
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歐洲經濟共同體的
獻款獲退還獻款獲退還

1990年
英國沒有加入取消英國沒有加入取消
歐洲邊境控制的歐洲邊境控制的 「「
神根協定神根協定」」

1992年
英國首相馬卓安簽署英國首相馬卓安簽署
創造歐盟的創造歐盟的《《馬城條馬城條
約約》，》，但拒絕加入歐但拒絕加入歐
洲單一貨幣體系洲單一貨幣體系

2011年
卡梅倫拒絕簽署歐洲卡梅倫拒絕簽署歐洲
預算紀律協議預算紀律協議

2013年
英國保守黨尋求向歐英國保守黨尋求向歐
洲收回權力洲收回權力，，很多人很多人
同時要求英國完全撤同時要求英國完全撤
出歐盟出歐盟

中間勢力異軍突起
以總理勝大選難組閣

英國與歐盟
年

英欲從歐英欲從歐
奪回自主權奪回自主權

原本卡梅倫是在上周五發表相關的演講，後因阿爾及利亞人
質危機而推遲。他以歐元區各項問題和 「歐洲競爭力危機」為理
由說， 「如果我們不處理這些挑戰，危險是歐洲可能失敗，英國
人民會趨向退出。」

他說，英國不想斷橋絕路退出世界，英國也非孤立主義者，
但大眾對歐盟失望的程度 「達到歷史新高」。他說： 「英國人民
作決定的時候到了。我們解決英國和歐洲問題的時候到了。」

卡梅倫承諾，自己領導的保守黨若勝出2015年大選，會重新
協商英國的歐盟會員資格，預計在新一屆議會的前半期，即2017
年底舉行公投。他說： 「新協議談妥後，我們將舉行公民投票，
讓人民面對很簡單的去留選擇：是要以這些新條件留下來，還是
完全退出歐盟。這會是個決定去留的公投。」

保守黨內疑歐派對此歡欣鼓舞。他們一直向卡梅倫施壓，希望
首相為英國在歐盟的去留作出決定，但黨內對此意見分歧嚴重。

自由民主黨批評卡梅倫以 「一次批發」的形式決定英國的歐
盟成員命運，將從現在起便會嚴重影響英歐關係。副首相克萊格
稱，卡梅倫的 「脫歐」公投罔顧英國國家利益，自由民主黨在下
次大選中不會與一個希望跟歐洲重新談判的政黨合作。反對黨工
黨黨魁文立彬批評卡梅倫此舉正在拿英國經濟 「豪賭」。

歐洲國家對此舉反應普遍負面。歐洲議會議長舒爾茨表示，
歐盟需要英國，英國不應該自我孤立，但歐盟應該將注意力集中
於就業和增長問題上，而不能浪費在條約談判中。

英脫歐 法鋪 「紅毯」
法國外長法比尤斯22日接受法國電台訪問時稱，儘管英國對

歐盟貢獻良多，但是如果英國選擇脫離歐盟，法國絕對不會阻攔
。法比尤斯重申，英國不該把自己在歐盟的去留視同 「點菜菜單
」，可自行挑選偏好的會員條件。他補充道， 「假設歐盟是個足
球俱樂部，不能加入之後你才說 『來玩英式欖球吧』。」

他還說，自己最近與英國商人會面時表示， 「要是英國希望
離開歐洲，我們會鋪紅地毯（迎接你們的到來）。」這番言論顯
然是回應卡梅倫去年的說法稱，如果法國公司希望避開本國的高
企業稅而轉投英國，他會 「鋪紅毯」迎接。

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德國願意聆聽英國對歐盟的 「期望」
，幫助兩者達成協議，防止英國退出。德國外交部長韋斯特韋勒
表示，希望英國留在歐盟發揮 「積極和建設性的作用」，但堅稱
歐盟會員身份是一種 「全要或者全部不要」的命題， 「只挑最有
利的並非選擇」。

捷克總理內恰斯表示， 「我們對於英國離開歐洲不感興趣，
但關心英國在歐盟的未來。」

不過，卡梅倫能否舉行公投仍不確定，因為事關保守黨能否
贏得大選，而民意調查顯示，在野的工黨領先。評論指出，雖然
卡梅倫本人或許並無脫歐之意，但是此舉必拉遠英歐距離在所難
免。卡梅倫一方面希望以歐洲問題為2015年大選下賭注，但若因
此造成英國在歐盟40年後離隊，歷史將記載卡梅倫這次講話會
是英國 「脫歐」的起步。

英歐撕裂英歐撕裂 或公投去留或公投去留

卡梅倫豪賭卡梅倫豪賭
20152015年大選年大選

▲▲拉皮德領導的中間拉皮德領導的中間
派路線未來黨在以色派路線未來黨在以色
列大選中異軍突起列大選中異軍突起

美聯社美聯社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2323日在特拉維夫發表勝選演說日在特拉維夫發表勝選演說 法新社法新社

◀◀英國首相卡英國首相卡
梅倫梅倫2323日稱日稱，，
，，或在或在20172017年年
年底前為英年底前為英
國去留歐盟國去留歐盟
進行公投進行公投

法新社法新社

英國首相卡梅倫23日發表英國與歐盟關係講話時
稱，如果保守黨在2015年大選獲勝，將根據與歐盟
的談判結果，在2017年底前舉行全民公投，讓英國
人民自行選擇是否繼續留在歐盟。他的提議立即受到
歐洲多國批評，認為這是自私、傲慢和危險的舉動。

本報駐倫敦記者 黃念斯

由法國主導的馬里戰爭才進行了僅僅10天，
在西非經濟共同體軍事部署還沒有到位的情況下，

法國和馬里的聯合部隊已經攻佔了伊斯蘭極端勢力
控制的北方兩個重鎮賈巴利和查頓。馬里政府軍參謀長坦

貝雷樂觀地估計，攻佔北方三個首府中的加奧和通布圖指日可
待，政府軍有望在一個月內收復全國三分之一的領土。

毫無疑問，軍事實力對比是決定戰爭勝負的直接原因，馬
里戰事不會像阿富汗戰爭那樣曠日持久。從實際情況看，圖阿雷格
人為基礎的少數民族起義，歷來不會超過1年，當4個主要民族的部
落武裝消耗完積蓄的財物，打光積累的彈藥，反叛力量自然雲消霧
散，遊牧民族也不可能統治整個馬里。因此，在聯合國安理會授權
、西方國家支持和周邊國家派兵的情況下，一些分析人士估計，馬
里戰爭有望在2013年初結束。

「基地」 組織青睞馬里
馬里深處撒哈拉沙漠的腹地，資源匱乏，人口稀少，是世界上

最不發達的國家之一。在北方地區，圖阿雷格、阿拉伯、桑海和柏
爾人等少數民族歷來受到南方黑人政權的歧視和忽視，曾經發動過5
次起義。尤其是分布在利比亞、阿爾及利亞、尼日爾等國的圖阿雷
格人謀求在馬里獨立建國，成為內戰主力。

利比亞南方是圖阿雷格人的發源地，卡扎菲軍隊中大量僱用了
各國的圖阿雷格反叛人士。卡扎菲倒台後，約上千圖阿雷格僱傭軍

盜取利比亞武器後返回馬里北方，圖謀發動起義。但其宗教和軍事
領袖在2011年底病逝，僱傭軍與本國部族領袖轉而尋求 「基地」組
織的支持。 「基地」組織本不重視這群烏合之眾，派出負責交換西
方人質的圖阿雷格人伊亞德．佳利參與起義活動。但由於圖阿雷格
武裝在2012年4月就佔領了馬里三分之二的領土， 「基地」遂加大了
對佳利的支持力度。

佳利在得到 「基地」組織幾個分支機構的支持下野心大增，6月
開始排擠圖阿雷格獨立運動（MNLA）阿扎瓦德的領導人並與之爆
發戰爭，最終贏得了整個馬里北方的控制權。加奧的阿拉伯人和通
布圖的桑海人雖然不滿佳利的獨斷專行，但也參加了隨後的塔利班
化運動，將通布圖的古代聖賢墓搗毀。

西方只能短暫武力干預
短短的半年時間， 「基地」組織控制了圖阿雷格人的起義並將

建國分裂運動轉變為攻佔全馬里的聖戰，鄰國和西方國家一時錯愕
。前宗主國法國反應最為強烈，一方面推動西非經濟共同體出兵，
一方面游說聯合國安理會制定決議案。在勸說美國干涉未果的情況
下，法國主動扮演主角，在西非經濟共同體兵力沒有集結的情況下
就開始轟炸北方 「基地」組織的營地。

馬里的 「基地」組織主要戰鬥力量是世界各國的聖戰鬥士，主
要集結在加奧和通布圖，而佳利控制的利比亞圖阿雷格僱傭軍主要
集結在前線和基達爾，彼此間聯絡困難。 「基地」組織戰線漫長、

補給困難、內部紛爭，加上極端宗教勢力來不及深入動員各族民眾
，因此在法國優勢兵力的打擊下節節敗退，近2000名 「基地」組織
成員已經撤退到布基納法索和尼日爾等鄰國。如果西非各國聯軍能
夠及時趕到，幫助法軍和馬里軍隊控制已經佔據的地區，馬里戰事
可能於近期結束。受歐債危機影響，法國經濟形勢不好，對馬里軍
事干預恐難持久，只能見好就收。

叛亂恐襲不會平息
馬里局勢雖然可能很快平息，但該地區的叛亂活動和 「基地」

組織的恐怖襲擊不會平息。馬里政府素來以貪污無能著稱於世，現
總統和總理缺乏威望。軍隊戰鬥力更是脆弱到掉渣的程度，幾百叛
亂分子就能將裝備了坦克和戰鬥機的數千政府軍繳械。歐盟正在對
政府軍進行培訓，但效果如何還要看整個政府的執政能力。圖阿雷
格人雖然將獨立運動大權交給了 「基地」組織，但即使 「基地」組
織被趕出馬里，他們也不會放棄軍事鬥爭的道路。

「基地」組織已經構建起強有力的網絡，馬里問題延伸出來的
阿爾及利亞人質事件就是其戰鬥力的一次試煉。美國短期內不可能
像法國一樣直接干涉非洲，歐洲國家僅靠自己的力量，在打擊非洲
「基地」組織方面將很難取得實效。因此，法國政府和軍方也一

再強調，打擊非洲的「基地」組織，將不是三五年可以奏效的。
馬里戰爭短期內可能會結束，但西非和北非的動盪將持

續很長時間。一旦條件允許，基地組織還將捲土重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