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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格僅遜國葬 女王破例出席

▲1987 年 3 月 29 日
，時任英國首相戴卓
爾夫人在莫斯科向民
眾招手

資料圖片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及英國《每日郵報》9日報
道：英國政府9日宣布，前首相戴卓爾夫人的葬禮將於
17日在倫敦聖保羅大教堂舉行，形式是比國葬次一級

的禮葬，白金漢宮則指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屆時將偕同丈夫菲臘親王出席。
這將是自1965年前首相邱吉爾的國葬後，英女王首次破例參加的政治人物葬
禮，顯示王室對 「鐵娘子」 的重視與尊崇。

戴卓爾夫人是保守黨人，她在8日因中風逝世
後，有多位保守黨議員提出以國葬紀念她。但戴
卓爾夫人的發言人蒂姆．貝爾爵士說，戴卓爾夫
人生前特別交代，不要舉行正式的國葬。戴卓爾
夫人還交代，不要用軍機低空編隊飛行來紀念她
，因為她覺得這是 「浪費錢」。貝爾說： 「她親
自向我表達這些觀點，我們會遵照她的遺願。」

生前傳與女王不咬弦
在白金漢宮9日發表聲明前，外界一直在猜測

英女王是否出席戴卓爾夫人的葬禮。英女王一般
不出席非王室葬禮，不過當年她曾破例出席邱吉
爾的禮葬。

雖然女王與戴卓爾夫人年齡僅相差六個月，
但兩人性格大不同。英女王在位六十年間，戴卓
爾夫人是第八位上台執政的首相，也是執政最久
的一位。雖然女王傳統上不過問政事，只是擔當
禮儀角色，但據聞她本人不同意戴卓爾夫人推行
的一些政策，甚至在失業和礦工罷工等問題上，
女王曾經私底下向戴卓爾夫人表達自己的關注。
白金漢宮周一發表聲明，指女王接到戴卓爾夫人
的死訊後，感到難過，並已私下向其家人致以慰
問。

民眾可沿途送別
按照葬禮的日程安排，在葬禮前一天晚上，

戴卓爾夫人的靈柩將移放在西敏宮的聖瑪麗教堂
地窖裡。葬禮當天，出殯隊伍將經過白廳，穿過
特拉法爾加廣場，之後在皇家騎兵隊及三軍官兵
護送下，抵達聖保羅大教堂。靈車行進的路線，
將進行管制，民眾可以前往向戴卓爾夫人致敬，
送她最後一程。

當隊伍抵達聖保羅大教堂的台階時，軍隊儀

仗隊和退伍軍人亦將在那裡迎接。官方儀式結束
後，戴卓爾夫人將在倫敦西南部莫特克萊火化，
屆時將舉行一個私人家庭儀式。葬禮費用將由英
國政府和戴卓爾夫人遺產管理機構共同承擔。

英國每一位健在的前首相馬卓安、貝理雅、
白高敦和現任首相卡梅倫，以及政府內閣和影子
內閣成員，預期都將出席儀式。前蘇聯領導人戈
爾巴喬夫和前美國總統里根的夫人南希，將成為
前來弔喪的國際貴賓前排人物。里根當年是戴卓
爾夫人最親密的盟友。

戴卓爾夫人是在當地時間8日早晨11時28分逝
世的，當時她的雙胞子女馬克和卡洛爾都在外國
。戴卓爾夫人的遺體已於9日凌晨遷離倫敦麗思酒
店。一輛私人救護車於凌晨12時20分載她的遺
體從這家豪華酒店的後門離開，並由四名騎電單
車的外交保護人員護送，載往一處保密地點。星
期一晚上，酒店加強保安，有十多名警員駐守。

▲一輛私人救護車9日凌晨載戴卓爾夫人的
遺體離開倫敦麗思酒店 路透社

【本報訊】據英國《每日電訊報》8日報道：英國
前首相戴卓爾夫人8日去世，英國廣播公司（BBC）當
天對相關新聞的報道卻招來不少批評。

當天，包括名嘴休．愛德華茲在內的BBC電視台主

持人，在播報有關戴卓爾夫人逝世的消息時，沒有戴上
黑色領帶，引來英國民眾的不滿，指責這是對死者的不
尊重。社交網站推特上的一名用戶寫道： 「讓BBC的新
聞主持戴上黑色領帶是很過分的要求麼？」

2002年，英國女王的母親過世時，BBC也曾因為主
持人彼得．西森身灰色西裝和酒紅色領帶出鏡報道消
息而被批評。

另外，BBC的手機新聞網頁在報道戴卓爾夫人死訊
時忙中出錯，將她因中風（stroke）死亡寫成了因工潮
（strike）致死。推特的一名用戶@HeardinLondon最先
發現BBC的拼寫錯誤，將之發布上網時配上： 「做得好
！BBC」的評論。此人的發布在推特立即被轉發了800
多次。BBC隨後立即修正了該錯誤。

戴卓爾夫人在位時，擺出強硬姿態打壓工會曾引發
不少工潮。有人認為，BBC的出錯，某種程度上也算 「
最具諷刺性的拼寫錯誤。」

BBC主播未戴黑呔挨批

中方讚對港貢獻

【本報訊】英國前首相戴卓爾夫人8日去世，
中國外交部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9日均表示哀悼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9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說：
「撒切爾（港譯戴卓爾）夫人是一位傑出的政治家

，生前曾為中英關係的發展，特別是香港問題和平
解決作出了重要貢獻。中方對撒切爾夫人不幸去世

表示哀悼，向撒切爾夫人的家屬表示慰問。」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九日致函英國

外交及聯邦事務大臣夏偉林，哀悼前英國首相戴卓
爾夫人的離世。信函中譯本如下：

「我謹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及市民，就戴
卓爾夫人的離世，向英國人民，特別是戴卓爾夫人
的家屬，致以深切慰問。

戴卓爾夫人擔任英國首相期間，於一九八四年
十二月在北京簽署《中英聯合聲明》。這份聲明標
誌香港開始過渡，在一九九七年回歸祖國，並且
成功落實 『一國兩制』。

我們再次就戴卓爾夫人的離世，表示深切哀悼
，願她早日安息。」

此外，為悼念逝世的戴卓爾夫人，英國駐香港
總領事館於九日及喪禮當天（十七日）下半旗致哀
。位於法院道一號的總領事館亦已設立弔唁冊，讓
公眾致以悼念。簽署弔唁冊的時間為九日、十一日
及十二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四時三十分，十日
時間為上午九時三十分至下午十二時三十分。

9日，各國首腦和政要紛紛對戴卓爾夫人的去
世表示慰問。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戴卓爾夫人 「
令人印象深刻。她嚴謹、單刀直入，也言行一致。
她是偉大的政治人物。」澳洲總理吉拉德表示，戴
卓爾夫人是第一位當選英國領導人的女性，她的這
一成就創造了歷史。教皇方濟讚揚戴卓爾夫人 「力
倡自由」，並為她的驟逝深感 「哀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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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娘子功過 英人評價兩極

戴卓爾夫人葬禮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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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駐倫敦記者黃念斯9日電】戴卓爾夫人8日
去世的消息傳出，英國朝野上下紛紛評價這位女首相
的歷史功績和影響，普遍對她的病逝表示哀悼、惋惜
。但全英國對於 「鐵娘子」的看法仍然兩極化，有人
還公開 「慶祝」她逝世，結果造成混亂。

8日晚上，在英格蘭西南部的布里斯托，約200人
懷疑以派對形式慶祝戴卓爾夫人去世，遭到6名警員
嘗試驅散。現場有人向警員擲瓶子和罐子，而且有垃
圾桶起火。結果該6名警員都受了傷，其中一人情況
嚴重。

同日，大約300人在格拉斯哥市中心的喬治廣場聚
集，他們開香檳，頭上帶上開派對的彩色高帽，奏起
歡樂音樂。一名青年人在外衣上寫上： 「戴卓爾夫人
死了，我們開派對。」好些英國左翼黨派和組織的成
員也參加 「慶祝」，名為馬丁．喬姆斯基的男子說：
「這是種雜亂的感覺。我從來不曾慶祝一個人的死亡

。但這個時候不應忘記戴卓爾夫人帶給阿根廷、歐洲
及這個世界的痛苦。」

蘇格蘭格拉斯哥是1989年戴卓爾夫人推行 「人頭
稅」的試點城市，她試圖將以住戶為單位繳交地方稅

改變為以人頭為單位繳稅，當地至今有許多人對她仍
存不滿。後來戴卓爾夫人被黨內推翻下台，她一意孤
行的 「人頭稅」不得民心是重要原因。

偉大與貪婪並存
英國報章對戴卓爾夫人的評價也呈現兩極分化的

狀態，部分報紙頭條封她為民族救星，也有報紙稱她
是貪婪的建築師。

英國右翼報紙對戴卓爾夫人多有溢美之詞。《每
日電訊報》稱這位保守黨前首相是 「為勞工、民族、
世界爭取自由的鬥士」。高銷量的《每日郵報》頭版
以斗大的 「解救英國的女性」為題，稱她是 「母親、
妻子、領袖、政治家、傳奇」。

中間偏右的《泰晤士報》以16版的副刊報道戴卓
爾夫人死訊，稱她是 「傑出的政治人物，迄今為止，
是她那個時代最偉大的人物」。

左翼的《衛報》則稱她是 「政治戰士」，呼籲 「
不要幸災樂禍」，但對她的政績嗤之以鼻。《衛報》
的社論說： 「她的遺產是公共分歧、私人自私，以及
崇拜貪婪。」

國際聚焦

▲戴卓爾夫人17日葬
禮路線圖

英國《每日郵報》

吳康民：鐵娘子曾誤判形勢
【本報訊】記者戴正言報道：英國前首相

戴卓爾夫人日前病逝，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
康民昨日在香港大會堂出席自己的新書發布會
後表示，蓋棺定論，戴卓爾夫人作為英國的首
相，就維護英國的利益而言，是一位成功的首
相。但吳康民認為，中英就香港問題的談判上
，戴卓爾夫人就中國的形勢、中華民族的尊嚴
和獨立有誤判，是她從政中比較失敗的遺憾。

吳康民說，戴卓爾夫人最初在中英談判時
討價還價，提出 「主權換治權」 ，反映她在心
態上覺得中國未必能管好香港。吳康民說，這
很觸動鄧小平的神經，因為鄧小平是一個硬漢
，在 「文革」 後推行改革開放，很有魄力，但
戴卓爾夫人對中國形勢和鄧小平個人有誤判，
講了很多鄧小平不接受的意見。因此，戴卓爾
夫人討價還價失敗，精神恍惚，以致在人民大
會堂前跌了一跤。

吳康民又指，香港當時有一班人，尤其是
上層的華人贊成戴卓爾夫人的意見，因為社會

上特別是中產以上的香港人，認為共產黨在中
國搞了這麼多年政治運動，把這些東西引入香
港，香港人不會接受。

吳康民指出，懼怕的感覺在當時是很自然
的，如果不是這樣，鄧小平就不用提出 「一國
兩制」 。他指出，鄧小平此後提出 「一國兩制
」 ，香港實行原有的經濟制度、司法和行政制
度，不會將國內的一套搬來香港，未實行之前
，香港人半信半疑；實行之後，證明 「一國兩
制」 的設想是成功的。

對於戴卓爾夫人當年決定不給予港人居英
權，吳康民認為，這是香港與英國本土的爭議
，戴卓爾夫人站在英國本土利益，只能這樣做
。她當時如果大開放，不知會有多少人去，如
果有1/3或1/5的港人移居英國，就 「不得了了
」 ，或會 「踩沉英倫三島」 。吳康民又指，當
時英國本來開放了幾萬個居英權給港人，但那
些人現在也不是個個住在英國，可見居英權吸
引力也不是這麼高。

▲8日在蘇格蘭格拉斯哥，有人 「慶祝」 戴卓爾夫
人逝世 路透社

▲8日在倫敦戴卓爾夫人故居外，民眾獻花哀悼
路透社

▲BBC主持人愛德華茲在播報戴卓爾夫人逝世的消
息時未戴黑色呔被批不尊重 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