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中央社24日消息
：在中北部降雪、南部下大雨的不佳天氣中，歐元區第三大經濟
體意大利，在24日和25日迎來為期兩天的議會選舉。選前調查指
，中間偏左聯盟領袖貝爾薩尼民望領先，現任總理蒙蒂，以及領
導中間偏右聯盟的貝盧斯科尼落後，另外 「五星運動黨」 的喜劇
演員格里洛異軍突起，外界擔心意大利重演去年希臘激進左翼聯
盟勝出後，無法籌組新政府、被迫重選的政治危機。

美納斯卡12賽車連環撞33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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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憂意無法籌組政府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路透社梵蒂岡城
23日消息：即將在月底退位的教皇本篤十六世
，24日主持任內最後一場祈福活動，大批人潮
聚集到聖彼得廣場。85歲的教皇在寓所窗台前
，感性地告訴廣場的成千上萬信徒，他是因上
帝召喚他獻身禱告而辭職，但他不會放棄天主
教會，將持續為教會奉獻。

教皇說： 「天主召喚我攀登高山，進一步
獻身禱告和靜思。但這不表示我要放棄教會。
」他說，儘管自己將在28日退位，仍會本一
直以來獻身教會的精神，繼續服務教會，但將
以 「更適合我年齡和體力」的方式進行。

他開始就先 「謝謝大家的熱情」，並表示
自己在接下來的日子裡將會終身祝禱靜修， 「
永世為天主教會服務」。

梵蒂岡當局同時宣布，梵蒂岡內部及四周
實行安保嚴密，周圍的建築物部署上百名員警
及狙擊手，也設立2間臨時醫院，還有數百名志
工在場協助信徒。這樣的安保排場被視作是在

為27日作準備，教皇屆時將在聖彼得廣場接見
民眾，主持聖灰瞻禮。教廷官員預期，27日的
活動將有約20萬人響應。

本篤十六世在月初突然以年事已高為由宣
布退位，令外界不斷揣測他除了健康理由外的
真正原因。意大利媒體最近報道，梵蒂岡高層
神職人員之間的陰謀、貪腐和有神職人員遭到
勒索等醜聞，教皇正是因為教廷醜聞過多不堪
重負而辭職。梵蒂岡在23日強烈譴責相關的報
道，指責媒體為了影響即將進行的新教皇選舉
而散播謠言，左右投票。

教廷醜聞不斷 梵蒂岡斥虛構
意大利最大報章《共和報》在上周四披露

，教皇在去年12月接到一份秘密調查報告，本
篤十六世幾乎是在看完後就決定退位。長達數
百頁的報告，揭露教廷內部貪污，並存在一個
同性戀圈子，涉及高層神職人員的同性戀醜聞
，甚至有人因為舉辦多次同性戀派對而遭到外
界勒索。

梵蒂岡發言人駁斥，這些謠言是有心人士
企圖在天主教會迷失方向時，對教會作出誹謗
，企圖影響新教皇選舉。教廷發言人隆巴迪神
父在梵蒂岡電台網站發布聲明駁斥，稱這些報
道是 「流言蜚語、不實且有時涉及中傷」。

這些報道都與去年樞機主教委員會調查的
教皇機密文件外泄案有關。去年10月，教皇的
前管家加布里埃勒因從教皇的私人公寓中偷盜
私密文件，並向一名記者泄密，被梵蒂岡法院
判刑18個月。加布里埃勒曾表示，他想要揭露
梵蒂岡的醜惡和腐敗。三名退休樞機主教隨後
獲委派調查相關醜聞。傳媒指這些秘密檔案披
露教廷權鬥和腐敗內幕，有如 「教廷解密」，
令梵蒂岡顏面無存。

隆巴迪提到即將到來的教皇選舉秘密會議
時表示，媒體的報道釋出了 「令人無法接受的
壓力，正試圖左右樞機主教團成員的投票」。
他說，有人正企圖利用士氣低沉時的訝異與迷
惘時刻，乘機散播混淆事實的種子，並破壞教

會及教廷的名聲。
隆巴迪表示，腦子裡只想到金錢、性與權

力，並從這個角度觀看事情的人，只能從這個
角度看待教會。他說，結果是對教會和許多教會
成員極度不公的描述。 「我們希望這是一個誠
摯反省的時刻，一如傳統與教會律法所言。」

教皇承諾繼續奉獻教會

【本報訊】據美聯社代托納23日消息：驚悚電影
《死神來了4》（The Final Destination）的情節，
23日在美國納斯卡（NASCAR）賽車大賽真實上演。
在佛羅里達州舉行的納斯卡代托納全國系列賽，在比
賽即將結束時，一輛汽車在相撞後失控撞上觀眾席，
現場火球和汽車殘駭齊飛，造成至少33人受傷，當中
有28名觀眾。

當天的事故發生在比賽進入最後一圈時，車手當
時正在激烈爭奪賽道，處於領先的車手史密斯駕駛的
黑色賽車，突然失控向一側偏出，緊隨其後的多輛賽
車受到牽連，一系列劇烈碰撞隨即發生。

20歲新秀拉森駕駛的32號賽車與前車相撞之後，
車子直接衝撞一旁護欄，整個車身被拋向空中，向觀
眾席護欄重重砸去，前半部車體完全解體殘骸四散，
至少一個車胎脫落飛到了正面看台上，掉落的引擎更
從護欄網口飛入看台。周圍的車手反應不及撞成一團
，車身鐵片與火球以時速超過150公里的速度飛揚，有
些還甚至掉入觀眾席。

場地經理表示，有14名被觀眾送醫急救，另外14
人則在現場接受醫護人員治療。當中有2人有生命危險
，包括1名小孩，他的頭部受到重擊，狀況並不樂觀。

拉森的汽車被撞得稀爛，不過人仍安然無恙地走
出來，是不幸中的大幸。他說： 「我希望觀眾們沒事
，我只記得我的車經歷了幾次猛烈撞擊，然後，我的
引擎沒了。」

這起撞車事故一共波及了12輛賽車。納斯卡大賽
主席赫爾頓表示，這起嚴重事故說明納斯卡大賽的安
全措施還需要加以改進，他說： 「現在我們知道的最
重要的事情，就是我們沒有把所有的情況都考慮進來
，我們應該時刻警醒自己。」

納斯卡在美國與印地50車賽人氣相當，是非常受
歡迎的美式賽車，其安全性一直為人詬病，其平均車
速超過300公里，對於車迷與駕駛的防護卻低於其他種
類一級賽事，車的堅固程度也不是很理想，殘骸飛進
觀眾席傷人絕非不可能的事。即使如此，仍有許多車
手願意嘗試，更多觀眾想進場感受與風競速的感覺。

現實版《死神來了4》 車身砸向觀眾席
【本報訊】據日本新聞網24日消息：美國與日本

政府23日兩國政府在華盛頓達成一項協議，決定
在日本京都部署美軍早期警戒雷達 「X波段雷達」
，以應對來自朝鮮的導彈威脅。

「X波段雷達」被視為全世界最先進的軍用雷
達，可以預先探知導彈的發射，並追蹤導彈的軌
跡，誘導反導系統摧毀敵方導彈。2006年，美軍
在日本青森縣的航空自衛隊基地內部署了這一雷
達，這也是美軍在海外部署的第一基「X波段雷達」。

在22日舉行的美日首腦會談中，日本首相安
倍晉三與美國總統奧巴馬達成了在日本部署第二
基X波段雷達的意見。第二基雷達將部署在京都府
京丹後市的航空自衛隊經岬分屯基地，將於今年
夏季部署完畢。美軍稱，在日本部署 「X波段雷達
」，是在日美軍實施整編的一個重要環節。「X波段
雷達」將實行美軍和日本自衛隊共同管理運營。

●GDP：去年收縮2.2%，連續6年經濟衰退，陷入近20年以來
最長的衰退期；
●失業率：上升0.1%，去年12月升至歷史新高的11.2%，儘管
15至24歲年輕人的失業率略微下降0.2%，但仍高居36.6%；
●平均月薪：1410歐元（2011年）
●公共債務：政府2011年整體欠債1.898萬億歐元，相當於
GDP的120.1%；
●公共赤字：赤字為GDP的3.9%（2011年）；
●通脹：2.8%（2011年） （來源：法新社）

美日擬京都部署X波段雷達

蒙蒂（69歲）

看守政府總理兼中間派聯
盟領導人，技術學者型官僚，
曾擔任歐盟內部市場事務和競
爭事務委員。蒙蒂上台之後推
行嚴厲的緊縮政策，拯救了身
陷債務危機的意大利，但卻引
起民眾的強烈不滿。
支持率：13%

中間偏左的民主黨領袖，
曾是意大利共產黨黨員，形象
沉穩、老練。曾擔任運輸部長
和經濟發展部長，支持蒙蒂的
緊縮政策，但強調自己的優先
事項是處理就業和社會公平。
支持率：33%

貝爾薩尼（61歲）

中間偏右聯盟領袖，三
屆總理，因涉逃稅、與未成
年妓女發生性關係而官司纏
身。2011年因債務危機被迫
下台。
支持率：28%

大選 「黑馬」 ，曾是滑
稽演員，現時是 「五星運動
」 領袖，立場激進，反對緊
縮政策，支持 「脫歐」 及債
務違約。
支持率：17%

意主要政黨領袖簡介

本次大選的結果挑動整個歐元區
和市場的神經，因為這將關乎到該國
未來是否能繼續貫徹經濟改革，令國
家擺脫衰退，及會否重燃歐債危機。

這是自2011年貝盧斯科尼在金融
市場一片恐慌中下台、改由技術派官
僚蒙蒂出任看守總理以來，意大利舉
行的首次大選。在貝盧斯科尼領導的
自由人民黨宣布不再支持現任政府後
，蒙蒂提前辭職，故此本次大選比原
計劃提前了兩個月。4700萬意大利合
資格選民，將選出兩院的新成員。普
遍預期投票率會比往屆要低，因此當
局努力呼籲選民投票。

出口民調結果最快今出爐
第一天的投票在香港時間周日下

午3點展開，票站在香港時間周一凌
晨5點關閉。第2個投票日在香港時間
周一下午2點再次開始，並於香港時
間周一晚上10點關閉。預期在票站關
閉後，根據相關的出口民調立即有結
果。官方初步可能在25日稍後時間以
至26日陸續有結果。這幾天意大利中
北部降雪、南部下大雨，民眾必須在
惡劣的天氣裡投下神聖的一票。

因為沒有一個政黨有十足的勝算
，意大利《新聞報》標題說： 「意人
在不明朗中投票」，左派報章《因為
每天》則說： 「游離票決定結果」。

預期得票最高的是中間偏左聯盟
、民主黨及其領導人貝爾薩尼。投票
前的最終民調顯示，貝盧斯科尼領導
的中間偏右聯盟支持率在一個月內明
顯上升，距離中間左翼聯盟33%的支
持率相差不足6個百分點，排名第三
的滑稽演員格里洛也有近20%的支持
率，很可能扮演攪局角色。此外，超
過20%的選民尚未拿定主意，另有

20%的選民還在考慮是否放棄投票。
看守總理蒙蒂在上任之後勉力推

行緊縮增稅、勞動力市場改革，在逐
漸恢復意大利的國際信譽的同時，卻
引起國內的怨聲載道，民眾大小示威
不斷，蒙蒂的支持率也低至一成多，其
領導的政黨預計得票率將排名第四。

貝盧斯科尼承諾退稅被轟
中間偏左聯盟主張推動就業，加

快經濟增長，雖然反對總理蒙蒂緊縮
開支，但經濟改革方面兩人理念一致
。外界寄望貝爾薩尼會與蒙蒂籌組聯
合政府，繼續推動改革。不過，即使
貝爾薩尼與蒙蒂籌組聯合政府，面對
其他政黨夾擊，將來在國會亦未必夠
票通過議案。

被譽為意大利政壇 「不倒翁」的
貝盧斯科尼，仍將繼續成為一股不可
忽視的力量。他的競選策略非常簡單
，就是利用民眾對緊縮的不滿。貝氏
竟在最後關頭承諾退回不受歡迎的房
產稅。宣傳單張更與官方文件無異，
令不少民眾信以為真到政府辦公室大
排長龍。蒙蒂狠批他用空頭支票來愚
弄選民兼有賄選之嫌。

債權分析師斯皮羅表示，本次選
舉將 「對歐元區實行3年的緊縮政策
進行最後審判。貝盧斯科尼如果獲得
顛覆性勝利，將是市場的噩夢。貝爾
薩尼與蒙蒂聯合組成穩健和諧政府的
前景，非常渺茫。」

專家預估中間聯盟在好幾個選區
恐怕都無法越過8%的門檻，在參議
院取得席位。專家指出，選戰的關鍵
是蒙蒂在數個選區的得票率不能低於
8%，意大利及歐元區的前途都與此
一變數息息相關。

議會選舉開鑼 左右兩派混戰

【本報訊】據法新社米蘭24日消息：
這是一個令人唏噓不已的場景：從那些已
經破產的公司收繳的物資堆滿了倫巴第州
的倉庫。倫巴第州是意大利此次大選的關
鍵搖擺州，大批遭受經濟衰退重創的選民
票數對最後結果有至關重要的影響。

儘管貝托勒蒂並不在殯儀館工作，但
他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似乎都能嗅到死亡
的氣息：貝托勒蒂正是負責拍賣在經濟危
機中破產公司的物資。

他說： 「通常人們看見的是生氣勃勃
的公司，而在我們這兒，到處都是倒閉的
公司。」目睹一家歷史悠久的商舖或是畫
廊的倒閉是極其痛苦的，貝托勒蒂說，但
「這就像那些面對死亡的醫生一樣，習慣

了」。
這場橫掃全意大利、持續了20年的大

蕭條當然也沒有遺漏工業城市倫巴第。倫
巴第是意大利家族企業發展的核心地帶，
貢獻了整個國家GDP的21%。

據貝托勒蒂介紹，2012年倫巴第的破
產企業增加了近一半， 「今年的情況會更
糟」。

成千上萬的傢具、複印機、汽車、藝
術品和衣服都躺在一片死寂中；從骨灰甕
到成堆的登山鞋，它們最終的命運就是擠
在這一個個倉庫之中。

在這些倉庫下面的地下室中，有1.8萬
個紙板盒，裡面裝的都是破產公司的檔案
資料，檔案文件的數目還在不斷增長中。

意大利法律規定，這些資料必須被保存10
年。

貝托勒蒂表示，首先倒下的是那些大
公司和批發商，緊接是工廠，但小商舖
受到的衝擊是最嚴重的。

這兩天的選舉或許對意大利的未來很
重要，但對倫巴第地區卻有特殊的影響。
選舉專家阿里蒙蒂稱，倫巴第在意大利選
舉中的重要性，相當於美國大選中著名的
搖擺州 「俄亥俄州和加利福尼亞州加在一
起」。

最終當選的政黨必須同時贏得參議院
和眾議院的控制權，由於倫巴第地區的參
議院議席要多於其他地區，因此這裡的投
票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

搖擺州倫巴第成造王者

意經濟連續6年衰退

貝盧斯科尼（76歲）

格里洛（64歲）

▶X波段雷達
資料圖片

▲教皇本篤十六世24日主持最後一次主日彌
撒 美聯社

▶▶一名意大利修女一名意大利修女2424日抵日抵
達票站投票達票站投票 美聯社美聯社

▲拉森駕駛的32號賽車23日在美國納斯卡賽車比賽
中撞上觀眾席圍欄 美聯社

（來源：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