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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卓爾創政壇奇

以不輕易妥協形象深植人心的戴卓爾夫人，
1979至1990年間擔任首相，主要政績包含，1982
年帶領英國在福克蘭戰役中獲勝；與美國前總統
里根並肩合作，結束冷戰；以及加入歐洲聯盟但
保持英國的自主性等。

戴卓爾主義改造英國
戴卓爾夫人1925年10月出生於英格蘭東部林

肯郡商業小鎮格蘭森的一個食品雜貨店主家庭，
執政逾十年，是二十世紀英國任職最久的首相，
也是英國歷來唯一擔任此要職的女性，在位期間
領導保守派大刀闊斧變革。

她執政後，在國內實行貨幣主義的經濟政策

，減低稅收、限制公共開支、提倡私有化以及打
擊削弱工會力量。所有這些，都是以個人為中心
，戴卓爾夫人根本不注重社會群體。而在外交方
面，她最喜歡的是跟歐盟國家的領導人爭論。她
對進一步歐洲一體化提議的回答 「No! No!
No!」，成為政治經典。

英國少有首相的姓名被拿來為主義命名，她
是其中之一。所謂戴卓爾主義主張充分私有化、
自由市場、注重金融秩序、降低稅收、削減福利
、減少經濟規定、限制政府權力、實現小政府、
大社會。

英國民眾認為，戴卓爾夫人遠離政壇多年後
，影響力仍持續「發威」。當年她將國營事業私有
化的政策，促使英國走向市場經濟，迫使工黨放
棄老舊的社會主義，開創了英國經濟的全新局面。

遭同僚逼宮落台
戴卓爾夫人的強硬作風使外界給了她許多綽

號，其中最著名的是蘇聯國防部《紅星報》把她
稱為 「鐵娘子」，這一名字從莫斯科通過電台傳
到世界各地。

最能體現她鐵娘子作風的是1982年的福克蘭
戰役。在阿根廷入侵福克蘭群島（阿稱馬爾維納
斯群島）後，戴卓爾立即迅速派出特遣部隊，收
復失地。福克蘭戰役為戴卓爾在1983年的大選中
贏來壓倒性勝利。

1984年，愛爾蘭共和軍在保守黨年會上發動
暗殺襲擊，戴卓爾在這次爆炸中死裡逃生後，第

二天在大會上發表講話，蔑視炸彈攻擊者，贏得
無數好評。

不過，戴卓爾夫人最後栽在歐洲手裡。儘管
她協助歐洲聯盟友邦在1987年成立單一市場，始
終對歐洲有所疑慮，終於在保守黨內部引發 「宮
廷政變」，由馬卓安取而代之繼任首相。

2003年6月，戴卓爾夫人的夫婿丹尼斯戴卓
爾爵士去世，享年88歲。共同生活了51年的丈夫
的離去，使她失去了最忠實最親密的伴侶。她的
健康狀況此後就大不如前。

戴卓爾夫人執政11年半改變了英國的政治，
她的影響至今仍在。她的政治遺產不僅留給了保
守黨，也留給了工黨。無論保守黨還是工黨後來
的政府，仍然在沿行她所推行的經濟改革。這位
創造了英國政壇奇的第一女首相，不會被歷史
輕易遺忘。

根據最新公開的戴卓爾夫人保留的
私人文件， 「鐵娘子」排除了當時執政
黨高層就福克蘭群島（阿根廷稱馬爾維
納斯群島）之戰和阿根廷議和的呼籲。

3月22日由劍橋邱吉爾學院公布文
件顯示，當時執政的保守黨高層1982年
在福克蘭群島之戰問題上出現重大分歧
， 「鐵娘子」在決心用武力趕走阿根廷
人的問題上相當孤立。

當時 「鐵娘子」最親密的顧問們也
敦促她不要繼續打下去，而是就該群島
的未來展開談判。美國的里根政府也支
持由秘魯籌劃的一個和平方案，呼籲英
阿雙方停火。

戴卓爾的戰時內閣多數人同意這個
方案，英國外交部也敦促克制。很多人
質疑戴卓爾能收復這個離倫敦8000英里

之遙、只有2000居民的島嶼。反對戴卓
爾堅持武力解決的不僅包括所謂 「自由
派」議員，還有很多她的鐵桿支持者。

根據文件顯示，有人警告說向阿根
廷宣戰 「鑄成大錯」；還有人建議悄悄
把福克蘭群島給阿根廷算了。 「瑪嘉烈
戴卓爾檔案館信託」的歷史學家克里斯
考林斯說，這些資料表明，當時唐寧街
10號首相府內的各種意見充滿困惑、疑
慮、不知所措和不滿。這成為戴卓爾夫
人政治生涯中的關鍵時刻。

一名非常接近戴卓爾夫人的顧問在
日記中寫道，戰爭爆發後， 「鐵娘子」
每天早上3點半就起床，顯然是在等前
線戰報。

另一份資料顯示，戴卓爾夫人在4
月底寫的一封感謝信裡承認，她從未料

想自己會經歷福克蘭群島戰爭期間那樣
的緊張局勢。英阿開戰74天後，英軍取
得福克蘭群島大捷，戴卓爾的國內和國
際威望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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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娘子力排眾議
發動福克蘭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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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電影《鐵娘子》以執掌英國政壇11年之久的戴卓爾夫

人為主角，影片去年上映後激起人們熱議她的功過是非，

在當代世界政治史上，恐怕沒有哪一個政治家比她的經歷

更富於傳奇色彩和戲劇性了。

關 昭

鐵娘子促成香港回歸名留史冊 任命權比選舉權更關鍵

社 評 井水集

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昨日在倫
敦因腦溢血逝世，終年八十七歲；老人
近年健康欠佳已非新聞，但一旦溘然長
逝，仍然令人感到意外與悼惜，一代 「
鐵娘子」 ，從此將與她曾經參與的重大
事件一樣，永存記憶，名留史冊。

毫無疑問，戴卓爾夫人是當代最重
要、也最負盛名的西方政治領袖之一。
她是英國第一位、也是迄今為止唯一的
一位女首相，也是連任三屆在位時間最
長的一位唐寧街十號主人；但戴卓爾夫
人贏得世人敬重和足以令她歷史留名的
，主要是兩件事：

一九八二年四月，阿根廷軍人政府
派兵佔領與英國素有主權爭議的福克蘭
群島，當時英倫三島經濟不振，朝野均
認為何苦為了 「一群羊」 而去興師動眾
、耗費資財？但戴卓爾夫人堅持領土主
權不可讓，毅然派遣海軍艦艇出兵福島
，結果阿軍大敗而退，而從此戴卓爾夫
人也就多了一個雅號： 「鐵娘子」 。

然而，對七百萬港人以至中國民眾
來說，對 「鐵娘子」 最深刻的印象並不
是福島之役，而是一九九七年的香港結
束一百五十年英國殖民統治回歸祖國。

就在挾福島大勝餘威、個人聲名如
日中天之際，一九八二年九月下旬，戴
卓爾夫人來到了北京，就香港 「前途問
題」 與中國政府展開會談。當時，藏在
這位 「鐵娘子」 皮包中的是 「三個條約
有效論」 、是 「主權換治權」 ，甚至是
「如果英國人撤出香港經濟將會陷於災

難」 這樣跡近恫嚇的 「預言」 ……。
「鐵娘子」 確是夠 「鐵」 的，但可

惜，她這回碰到的對手是比 「鋼」 還要
硬的中國領導人鄧小平，鄧公一句 「不
當李鴻章」 ，以及 「主權不是可以談判
的事物」 等擲地有聲、義正詞嚴的回答
， 「鐵娘子」 也就只能 「化作繞指柔」
，甚至在步出人民大會堂石階時摔了個
「歷史的一跤」 了。

談判過程幾經艱辛、曲折，一九八
四年十二月十九日，關於香港一九九七
年回歸祖國的 「中英聯合聲明」 在人民
大會堂隆重簽署，代表 「大不列顛王國
」 一方在 「聲明」 上簽字的，正是已經
成功連任的戴卓爾夫人。在那一刻，在
這位 「鐵娘子」 臉上展現的，是親切友
好的笑容，正如她後來在香港回歸十周
年接受英國BBC電視台訪問中所說的：

「未能延續英國在香港的管治，當然令
人失望；但是，當我知道這事已經被證
實是不可能時，我看到了鄧先生提出的
『一國兩制』 ，我相信，這是保持香港

獨有特質的最好的機會。」
一位成功的、偉大的政治人物，並

不在敢於堅持，而是在勇於修正，要看
到事情本質、順應歷史潮流，謀求最有
效、最能令各方都可以接受的解決辦法
。在香港問題上，戴卓爾夫人做到了，
她在深切了解到中國領導人和中國人民
對歷史、對百年民族恥辱絕不會忘記的
決心之後，她拿出了對英國國家利益和
歷史負責的魄力和承擔，毫不猶疑地在
「中英聯合聲明」 上簽了字，為英國結

束了一段並不光彩的殖民侵略歷史，也
為其後的中英友好合作關係進一步廓清
了障礙，開啟了大門。就是這樣一位 「
鐵娘子」 ，在歷史轉折關頭做出了正確
的決定、做出了有益中、英兩國人民的
事；英國人民不會忘記她的功績，中國
人民包括香港市民也不會忘記她在中英
會談和促成香港順利過渡回歸祖國過程
中所作的重要貢獻。夫人一生，應該得
到公正崇高的歷史評價。

人稱 「吳老校」 的培僑中學前校長
吳康民先生，日前在一個講座上提到，
二○一七香港普選特首，不僅僅是港人
的事；因為港人選出來的特首必須得
到中央人民政府的任命，所以在普選
特首問題上，中央也是有選舉權的。

「吳老校」 這一番話，很明顯，
指的是中央的任命權，而不是如同港
人一樣 「一人一票」 的選舉權、投票
權；而從整個憲制、法理層面而言，
港人投票選出來的只是 「特首人選」
，必須經過中央任命，才可以成為名
副其實的特首、才可以在憲制上行使
管治權力。那麼，以此而言，說中央
在普選問題上也有選舉權，並不為過
，也是事實的一部分。

然而，在吳康民校長講話發表之
後，某亂港傳媒卻對之冷嘲熱諷、大
肆抨擊一番，指為把任命權和選舉權
「混為一談」 ，還說此舉是為了替北

京的預設篩選 「保駕護航」 ，而且 「
大條道理」 ，指中央的任命權是在港
人的投票權 「之後」 的，選舉權是只
有港人才能有的權利。

這位文章作者，不是頭腦混亂、

就是自打嘴巴了。中央對特首的任命
權，當然是在港人選出特首之後，但
如此恰恰就足以說明，這個特首選舉
，少了中央任命這一塊，就是沒有完
成和不能夠完成的，那麼，說中央的
任命權是整個特首選舉的一部分，又
有什麼不可以？又有什麼說錯了？

這位文章作者不要忘了，中央對
特首的任命，是一種實質的任命權，
不是形式上、程序上的任命權，不是
張三李四選了出來，中央就一定要任
命、一定會任命；中央是隨時可以依
照基本法的規定，按照對 「一國兩制
」 是否有利、對香港經濟發展和整體
利益是否有利的原則去考慮，從而作
出任命或不任命的決定。

反對派以為只要港人選出一位特
首，中央就一定要任命、一定會任命
。這種 「博大霧」 的想法，是行不通
的，中央絕不會犧牲 「一國兩制」 和
港人利益，而去委任一名 「抗中特首
」 。港人的選舉權和中央的任命權是
整個特首普選的組成部分，而任命權
是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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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卓爾的硬朗風格深入民心，但她與美

國前總統里根之間的特殊情誼也一直為世人

津津樂道。

據悉，戴卓爾夫人與里根於1975年首次

見面。其後，戴卓爾夫人成為首相，里根則問

鼎白宮。兩人其後會面時，戴卓爾夫人總是滔

滔不絕，里根則微笑傾聽。一次適逢戴卓爾

生日，里根有如深愛妻子的丈夫般寫下賀詞：

「何其有幸，能和你共同慶祝生命中諸多特別

的時刻」。

2004年，戴卓爾夫人在里根的喪禮上致悼

詞，形容他是 「最親密的政治及個人朋友」。

英國歷史教授阿爾杜斯在其所著的《里根

與戴卓爾：難相處的關係》一書中稱，兩人就

像老夫老妻經常爭執，而且吵得很兇。書中

認為，事涉英國利益時，戴卓爾夫人常視里

根為阻力。一名英國前駐美大使說： 「戴卓

爾夫人對里根的想法，若我據實以告，定會

有損兩國關係。」

與里根如一對老夫妻

閣下想轉彎就轉
吧，本夫人是不轉彎
的。
─戴卓爾夫人

1980年
"You turn if you
want to. The lady's
not for turning."

▲戴卓爾夫人與兒子馬克及其太太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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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卓爾夫人1989年在保守黨會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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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卓爾夫人1986年在坦克上檢閱
英軍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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