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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穩定互信助建和諧周邊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國際戰略研究部副主任 蘇曉暉

【本報訊】據法新社5月1日消
息：孟加拉上周發生工廠大樓倒塌
事件，目前已證實402人死亡，救
難人員表示，死亡人數最終可能超
過500人。梵蒂岡電台報道，羅馬
教皇方濟周三譴責受害工人的工作
環境，認為他們受到 「奴役」。

方濟在不對外公開的彌撒中說
： 「孟加拉慘案發生當天，一則令
我心驚的標題是 『每月靠38歐元過
活』。這是那些死者的工資。這叫
奴役。」教皇說： 「上帝賦予我們
美好的事物─能夠創造、工作與
擁有尊嚴。今日的世界卻還有人幹
下這種奴役行為。有多少兄弟姊妹
身陷這種處境！」

電台引述方濟的話： 「若是只
盯資產負債表、只眼於如何增
加利潤，而不多僱人、不付出公平
工資。這是違背上帝的行為！」

方濟當天還力促各國政治領袖
，盡各種努力創造就業。他說，失
業是由 「不符合社會正義」的經濟
思維所造成。方濟在聖伯多祿廣場
的公開接見會上，對數以千計的信

徒說： 「我要求政治人物盡各種努
力，重新啟動勞動市場。」

針對當天世界各地都舉行示威
活動。方濟說： 「工作是尊嚴之本
。」方濟說： 「我想到在許多國家
勞動市場有困難，我想到人民，不
只是年輕人，他們常因社會經濟概
念而失業，此一概念建基在無視社
會正義，只求自私獲利上。」

【本報訊】據德國《明鏡周刊
》5月1日報道：歐盟社會事務專員
拉茲洛．安德爾日前呼籲德國提高
薪資水準，並實施法定最低工資制
度，以應對歐洲債務危機。

德國的薪資水準比起鄰近歐洲
國家相對偏低。安德爾稱，只在南
歐國家實施經濟緊縮政策是不夠的
，北方國家應更多消費。安德爾在
接受 「南德日報」（Sueddeutsche

Zeitung）訪問時說，比利時和法國
都抱怨德國的低工資造成產業競爭
上的不公。

德國是歐洲的出口大國。安道
爾指出，德國持續享有巨額順差，
壓低工資水準是不合理的。歐盟的
凝聚力已然不強，貿易上的差距會
使得歐元區國家之間漸行漸遠。安
道爾認為，除非能有效刺激經濟成
長，政府預算赤字嚴重的西班牙、
意大利和法國要降低政府債務重負
非常困難。

薪資水準問題是德國大選年的
重要政治議題。雖然一些產業已推
行最低工資，德國並沒有全面推行
最低工資。包括烘焙業和建築業的
勞工，每小時的工資可能甚至低於
5歐元，而臨時工的酬勞更低。德
國理髮師最近實施時薪最低工資，
西部為7.5歐元，東部6.5歐元。

社民黨和綠黨及左派都積極推
動全面每小時8.5歐元的最低工資。
不過，執政的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
認為最低工資會影響就業市場，並
不贊成。

歐盟籲德提高薪資水準

近期，印度再度炒作 「中國軍事
入侵」。印度媒體稱，中國軍隊進入

了位於印控克什米爾拉達克東部斗拉特別奧
里地地區的所謂 「印度領土」，並在當地安
營紮寨，印度邊防警察趕到與中國士兵營地
相距300米的地方駐紮，雙方在邊界進行 「帳

篷對峙」。印度指責中國挑起中印邊境地區緊張
局勢。

面對印方指責，中國外交部反覆重申，中方
一直嚴格遵守兩國有關在中印邊境實際控制線地
區保持和平安寧的協議，致力於維護邊境地區的
和平與安寧，致力於通過談判解決歷史遺留下來
的邊界問題，中方巡邏部隊從未越過實控線。

當前事態為中印關係正常發展帶來負面影響
，但兩國關係大局不會因此受到影響。

邊境問題干擾中印關係
印度擔心中印邊界印方一側發展相對落後，

在基礎設施等方面與中方存在差距，這會使印在
邊境爭端中處於不利地位。因此，印在邊境地區
不斷加強對中國防範。從深層原因看，印度對近

年來中印之間綜合實力差距拉大深感不適，印度
軍方甚至產生戰略焦慮。印度軍方鼓噪的 「中國
威脅論」，經常干擾以辛格總理為首的國大黨政
府的對華政策。

2011年，印度大幅提升了在邊境地區的軍事
投入。2月底，印度空軍在拉賈斯坦邦舉行了大
規模空中火力展示演習，出動了約100架戰機。
10月，印度媒體爆出，在沒有事先通告中巴兩國
的情況下，印即將在拉賈斯坦邦舉行軍事演習。
當月，印度表示將加強對中巴在喜馬拉雅山實際
邊界的防禦戰備，包括在邊境部署T-72主戰坦
克。

印在中印邊境的擴軍計劃將包括設立軍事指
揮部、裝甲旅、炮兵師等措施。印政府已批准在
阿魯納恰爾邦（即我藏南地區）部署 「布拉莫斯
」巡航導彈。這是印度首次部署針對中國的攻擊
性戰術導彈。11月初，印國防部通過一項6400億
盧比（約130億美元）的軍事現代化計劃，未來5
年將向中印邊境增兵近10萬。印度空軍還重新啟
用了阿魯納恰爾邦一處廢棄的機場。

在加大邊境投入的同時，印度卻傾向於炒作

、誇大 「中國威脅」，指責中國在邊境挑起事端
， 「入侵」其領土。在印度國內，開始出現中印
邊境問題被印國內不同利益部門和集團利用的危
險傾向。近期，在印度外交部長薩爾曼．胡爾希
德即將訪華之際，印度人民黨主席拉傑納特．辛
格要求外長取消訪華計劃， 「直到中國軍隊撤出
拉達克的代布桑山谷」。

中國力促中印互信發展
儘管中印之間存在爭端，但中國並未因此改

變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與鄰為善、以鄰為
伴的周邊外交方針。中國希望雙方通過有關機制
和渠道，友好磋商解決邊境問題。印方也認識到
，與上世紀90年代不同，中印邊境問題的相關機
制目前運轉良好，不應讓邊境問題給雙邊關係蒙
上陰影。

2012年9月，中國國防部長梁光烈訪問印度，
這是7年來中國國防部長首次訪印。梁光烈與印度
國家領導人和印度軍方負責人就兩國兩軍關係、
國際和地區安全形勢等問題交換意見。雙方決定
重啟 「手拉手」聯合軍演，還將在海軍方面加強

雙方艦艇互訪，計劃舉行海上聯合搜救演練。中
國正式邀請印度國防部長在2013年訪華。這是兩
個亞洲大國恢復軍事交流後，朝改善雙邊關係
、增進雙方軍事聯繫邁出的巨大一步，兩國展現
出的積極地增加防務互信的態勢。

2012年12月，印度國家安全顧問梅農訪華。
國務委員戴秉國與梅農舉行會談。雙方就中印邊
界問題解決框架的討論情況進行梳理總結，達成
有關共識。雙方重申，將堅持 「三步走」路線圖
，堅持解決邊界問題的政治指導原則，以兩國關
係大局為重，從政治角度出發，本和平友好、
平等協商、互相尊重、互相諒解的精神加緊工作
，進一步縮小分歧，尋求一個共同的邊界問題解
決框架。雙方同意，在邊界問題最終解決前，應
繼續保持邊境地區和平安寧，為邊界問題的解決
創造良好氣氛和條件，同時確保邊界問題不影
響雙邊關係積極發展。

在上述基礎上，此次中印邊境出現的
問題有望得到妥善解決，不會影響中印邊
境地區的和平安寧和中印關係的正常
發展。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及路透社5月1日消息：在
「五一勞動節」 這一天，全球掀起工潮。憤怒的孟加
拉國示威者抗議低薪和惡劣工作條件，並要求處死塌
樓廠房的負責人；印尼、菲律賓等亞洲國家的工人，
集會要求加薪、改善工作環境。受緊縮政策打擊的歐
洲各地，抗議之聲也此起彼落。

孟加拉國人的憤怒，集中於該國
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工業災難。上周一
座製衣廠倒塌，造成超過400名工人
喪生。憤怒的抗議者要求處死工廠老
闆。雖然總理呼籲大家 「頭腦冷靜」
，但是因這場災難而引發的緊張，沒
有減弱的跡象，有人擔心紡織廠可能
會發生更多暴力和破壞。

孟加拉高呼絞死工廠主
數千名工人舉標語牌和旗幟，

走上達卡街頭，高呼 「絞死殺手，絞
死工廠東主」的口號。這是一系列全
國示威的開端。孟國紡織服裝工人聯
盟領導人之一卡姆盧爾阿南說，工人
非常憤怒，覺得在4月24日工廠大廈
倒塌慘劇中死亡的工友是被 「謀殺」
的。警方說，達卡示威者人數為1萬
左右，但預期在當天較後時間，人數
還會急增。

在印尼首都雅加達，約5.5萬名工
人集會。印尼是東南亞最大經濟體，
但是隨生活成本提高，工人亦要求
從印尼經濟成功中獲得更大好處，對
工作條件表示不滿的抗議活動亦不斷
增加。抗議者遊行往總統府和議會大
廈，並試圖遊行往主要國際機場，但
遭防暴警察阻擋。

菲律賓有數千人在首都馬尼拉各
地舉行和平的集會，要求提高工資和
改善工作環境。他們在烈日下揮舞各
地彩旗，高呼反政府口號。抗議者喊
道： 「低劣的私有化和合約化。」他
們要求最低日薪增加3美元。現時最
低日薪為11美元。

希臘民眾不堪緊縮之苦
希臘民眾趁 「五一」節發動抗議

，列車、巴士和渡輪停駛，銀行和醫

院職員罷工。這是希臘近年來連串罷
工和抗議活動最新一次，當局調動了
約1000名警察負責處理集會和罷工期
間的暴力事件。該國公務員工會發言
人說： 「我們今天的信息很清楚：我
們受夠了這些政策，它們損害人們，
使窮人變得更窮。政府必須撤銷緊縮
政策，人民實在忍無可忍了。」

在失業率高達27%的西班牙，兩
大工會號召工人和失業人士參加全國
80多個城市舉行的抗議活動。工會領
袖說，政府讓失業率上升至如此水平
，是 「巨大的不負責任」。他們說，
失業人數超過六百多萬，使今年 「五
一」節 「多了一個上街的理由」。俄
羅斯在當天預計也有150萬名群眾上
街，參加 「五一」大遊行。

土耳其警民衝突數傷
土耳其防暴警察發射水炮和催淚

彈，驅散違抗禁令於 「五一」節在伊
斯坦布爾市中心示威的數百群眾，有
數人在衝突中受傷，警方逮捕20人。
具象徵意義的塔克辛廣場是傳統上舉
行集會的地點，目前正進行整修，實
施這項禁令是為了避免這段時間發生
騷亂，但左派工會執意進行。

塔克辛廣場附近瀰漫催淚瓦斯，
大約有十餘人因而就醫。傷者中包括
兩名警員，有一名法新社記者也遭群
眾攻擊，照相機被砸。

當局動員2.2萬名警察維安。警方
在距離塔克辛廣場約2公里的貝西克
塔斯區擺陣，企圖阻止民眾示威，被
抗議群眾丟擲石頭。群眾高喊： 「法
西斯主義該死，五一勞動節萬歲！」
雙方在通往塔克辛廣場的3個地方爆
發衝突。當局已堵住廣場附近街道，
防止示威群眾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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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狠批孟加拉工人遭奴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