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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餘震未止 安全威脅更難測

聶偉敬在美國
有線新聞網

絡(CNN)的文章解
釋，對不少前蘇
聯人而言，蘇聯
解體是一種創傷
及恥辱。除了因

失去本身的國際影響
力，他們亦深信外國勢力入侵，導致國家肢
離破碎，加上很多俄羅斯人都要經歷政治制
度過渡的艱辛期，這一切都使俄羅斯人的社
會中瀰漫了一種有毒情緒，因此在他們眼
中，自由民主都是不可信的東西。

與俄掀地區衝突 促保持警覺
聶偉敬指，這些原因發展成當前局面，使

俄羅斯及西方國家就烏克蘭問題再次掀起新
的緊張關係，唯一不同的，是現時衝突只局
限於地區性，而非全球性；這也並非資本主
義與共產主義之爭，而是「自由」與「保
守」主義之爭。他說，但無論如何，西方國
家應緊記當年的冷戰秩序並無為世界帶來和
平及昌盛，反而令情況變得更複雜，因此各
國必須保持警覺，同時尋求更具創意的形式
去迎接挑戰。

圍牆倒下25周年 柏林放煙花慶祝
德國昨日有大型紀念活動慶祝圍牆倒下25

周年，最注目儀式是在其中一段15公里長的
圍牆遺址沿途，設置近7,000個發光白色氣
球。其他慶祝活動包括燃放煙花、樂團及歌
手獻唱等。默克爾、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
夫、前波蘭總統華里沙等皆有到場。但今年
有別於20周年的紀念活動，並無其他現任國
家元首出席。
默克爾在其中一個紀念活動中致辭時指，

「1989年東德人克服恐懼，走上街抗議當時
政府的壓迫及欺騙，全靠他們的勇氣，圍牆
才會打開。」她憶述稱，圍牆倒下前的數
周，東德全國皆瀰漫着恐懼情緒，街上出現
很多坦克，故事件能和平結束，是一個「奇
跡」。她還憶述25年前當天，自己和其他東
德人一樣，走到西柏林和陌生人慶祝。她的
發言少有地充滿情感，「圍牆倒下意味夢想
可以成真，大家可以改變，令事情變得更
好」，她又鼓勵在烏克蘭、敘利亞、伊拉克
及很多正受人權及自由威脅的民眾，指大家
應抱持信心，相信自己能推倒獨裁、暴力、
戰爭的圍牆。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德國昨日舉行盛大活動紀念柏林圍牆倒下25周年，

總理默克爾發表每周講話時，形容東西德統一是「歐洲

經歷冷戰後的統一象徵」。然而英國前外相聶偉敬日前

撰文指，冷戰餘波其實至今仍未消除，不管是烏克蘭

危機抑或中東局勢，西方國家現時面臨的安全威脅並

不比當年少，甚至更難預期及理解。他坦言，西方國

家因柏林圍牆倒下的興奮心情所造成的「勝利時代」

已經過去。

前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接受美國有線新聞網
絡(CNN)專訪，談及因烏克蘭危機而緊張的美歐
和俄羅斯關係，指美國、歐盟及俄國須重建合作
關係及互信，展開真正對話。他呼籲各國領導人
為共同利益放下私心，解決極端組織「伊拉克和
黎凡特伊斯蘭國」(ISIL)肆虐等一系列問題。
戈爾巴喬夫表示，冷戰後，東西方簽署的裁

減核武條約至今仍有約束力，但目前俄國與西
方的緊張關係，可能破壞當年成果。他指出，
很多國際事務是美國無法獨自解決，要與歐盟
及俄羅斯合作，因此各方須更有建設性地合
作，並展開真正對話，而非「只是見見面，然

後各說各話」。
他形容現時正值多事之秋，各方不可再互相

指責，而應重建互信。他舉例指，要戰勝ISIL
等極端組織，俄羅斯與西方需互相合作，不能
只顧自身利益。
戈爾巴喬夫又不點名批評一些國際媒體，指

他們的報道不負責任，「散播分歧和互不信任
的種子」，製造國際緊張，例如近日有媒體稱
俄羅斯向烏克蘭派坦克和軍隊。他指責這些媒
體沒有傳遞真相，而是發起「資訊戰」，並呼
籲公眾揭露因操控這些不實報道而受益的人。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

戈爾巴喬夫：美獨力難撐
需與俄合作

柏林圍牆倒下後，東歐原共產
國家民眾大多對前景抱着希望，
認為脫離蘇聯控制後，國家經濟
必能快速發展，然而最新數據顯
示，這些東歐國家近25年的經濟
表現都比原先預期的差，有些甚
至較共產時代倒退。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東歐及中

亞的低及中收入國家平均人均國
內生產總值(GDP)自1990年起增
長43%，僅好過非洲南部國家，
25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及華沙公

約成員國中，13國的人均GDP
增長速度遠低於全球平均值。全
球165國中，俄羅斯的人均GDP
在1990年全球排名33，2013年
則降至42。
部分東歐國家經濟甚至比共產

時期差，根據麥迪遜計劃追蹤的
46個經濟體，蘇聯的富裕程度在
1939年排27位，1989年時排26
位，但到了2010年，所有前蘇
聯加盟共和國加起來卻跌至34
位。 ■《彭博商業周刊》

東歐前共產國
經濟跑輸冷戰時期

英前外相英前外相：：西方西方「「勝利時代勝利時代」」已逝已逝

■■有民眾坐上一段當年分
有民眾坐上一段當年分

隔東西德的圍牆隔東西德的圍牆。。 路透社路透社

■戈爾巴喬夫（左三）及華里沙（左四）等出席音樂會
慶祝活動。 法新社

■默克爾在圍牆插蠟燭（上圖）及參觀圍牆展覽（下圖）紀念。

■■默克爾與柏林市長在圍默克爾與柏林市長在圍
牆插上鮮花牆插上鮮花。。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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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讀賣新聞》昨日報道，首相安
倍晉三將視乎下周一公布的第3季經濟數
據，決定是否如期於明年10月進一步把
消費稅提升至10%。報道稱，一旦決定
押後加稅，安倍將解散眾議院提早大
選，就「安倍經濟學」舉行全民公投。
不過安倍昨日出發前往北京前表示，完
全沒有考慮要解散眾院。
《讀賣新聞》引述政府官員及執政自民

黨消息指，假如解散眾議院，大選將於12

月14日或21日舉行。近日日本政壇已多次
傳出眾院可能提早解散的消息，地方創新
大臣石破茂昨日在九州出席活動時也說，
現屆眾議院已過了一半任期，「隨時解散
也不出奇，要做好準備」。
報道指，如果第3季經濟數據差過預

期，加稅時間可能較原訂押後一年半。
由於2015年10月加稅早前已通過立法，
所以若然決定押後，安倍將需要在國會
修改相關法例。 ■路透社/共同社

敘利亞9歲女孩拉莎在當地一齣30集
網劇中，飾演一名家庭主婦，以苦中作
樂的幽默方式，呈現激戰區阿勒頗居民
日常生活所面臨的困境，她的演出吸引
大批網民點擊，成為敘利亞新晉小明
星。
影片中，拉莎扮演名為Umm Abdo的
家庭主婦，每天在炮火攻擊及物資嚴重
短缺的環境中謀生。劇中其他角色均由
小孩扮演，面圓啡髮的拉莎飾演家庭主
婦Umm Abdo代入角色，完全反映敘利
亞婦人愛說長道短的習慣。
阿勒頗目前被敘利亞政府軍及反對派

瓜分，劇中Umm Abdo既批判總統巴沙

爾，也抨擊反對派。導演表示，選用兒
童是希望更好地反映敘利亞人民在「叛
軍、政府軍、阿拉伯及歐洲國家」迫害
下的實態。 ■法新社

■■拉莎的劇照拉莎的劇照

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昨日在
恐襲陰霾下，於倫敦主持榮軍
紀念日活動。由於英國警方上
周五拘捕4名懷疑企圖行刺英
女王的恐怖分子，昨日王室人
員保安明顯加強。
適逢一戰爆發100周年及諾

曼底登陸70周年，今年榮軍
紀念日活動亦較往年盛大，英
女王偕同菲臘親王、威廉王子

等王室成員在白廳和平紀念碑
前獻花。首相卡梅倫向在一戰
犧牲性命保衛家園的士兵致以
崇高敬意。
本年度榮軍紀念日活動之

一，是在倫敦塔放置多達
888,246顆罌粟花，象徵一戰
中陣亡的英國及殖民地士兵。

■《獨立報》/英國廣播公司/
法新社 ■■英女王獻花圈英女王獻花圈

美國豪宅再創天價，加州
比華利山一幢連葡萄園及50
座影院的超級豪宅，最近以
1.95億美元(約15億港元)掛
牌出售，打破佛羅里達州另
一幢宮殿式豪宅1.39億美元
(約10.8億港元)的紀錄，成
為美國最貴物業。
名為「愛之宮殿」的豪宅

佔地25英畝，採地中海風格
設計，主宅面積達3.5萬平
方呎，設有一個可存放1萬
瓶酒的酒窖、葡萄園、旋轉
舞廳、土耳其浴室、27泊位
停車場及容納250人的宴會
廳，以及豪宅常見的升降機
及瀑布等設施。
美國地產大亨格林2007

年以3,500萬美元(約2.71億
港元)買下豪宅，並耗資
2,500萬美元(約1.94億港元)
花8年重新翻修，至上月才
完成，其間以月租47.5萬美
元(約368萬港元)短期放租。

■《每日電訊報》

西班牙加泰羅尼亞自治區昨日舉行象徵性
獨立公投，雖然投票結果並無任何政治效
力，但民調顯示多達8成加泰羅尼亞人希望
透過投票擴大自治權，亦有50%支持獨立。
自治區主席馬斯昨日投票後表示，將繼續向
馬德里政府爭取舉行正式公投。
為迴避西班牙憲法法院的公投禁制令，昨
日的公投是以「公民自發諮詢」形式進行，4
萬名票站工作人員都是以義工身份參與。公
投設有兩條問題，分別是「加泰羅尼亞應否
成為一個邦國」及「若同意，這個邦國應否
獨立」。
當地兩大主要政黨估計約有150萬選民投

票，他們承認今次公投只是單純「諮詢」，
並無實際效力，「但最重要是反映選民希望
投票、希望為意願發聲的訴求」。在投票開
始後4小時，當局稱有多達114萬人投票。
在加泰羅尼亞首府巴塞羅拿一個票站，昨日

出現小小人龍，有選民投票後表示：「假如他
們(馬德里政府)不明白我們，也應該尊重我們的
訴求。我們曾經想以聯邦方式解決爭議，但這
方法已經不可能，他們把我們踐踏得太多了。」

憲法禁止公投
馬斯表示，加泰羅尼亞人應該像蘇格蘭人
或魁北克人一樣，有權就前途舉行公投，但

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已多次表明，西班牙憲法
禁止公投，因此不可與英國或加拿大相提並
論。 ■路透社/法新社

加泰羅尼亞「無效」公投 八成人冀擴自治權

■象徵性公投連兒童都可投票。 法新社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字
幕再次出錯，職員前日為殺
死拉登的海豹突擊隊隊員報
道準備字幕時，誤把拉登名
字中的「Osama」，寫成總
統奧巴馬的「Obama」，全
句變成「聲稱殺死奧巴馬的
海豹隊員備受抨擊」，引起
哄動。
CNN播放海豹突擊隊員奧

尼爾受訪內容時，登出錯字
標題，網民旋即紛紛上載電
視畫面截圖，有人說「海豹
突擊隊失控了」。

■澳洲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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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幕誤把拉登名字中的
「Osama」寫成奧巴馬的
「Obama」。 網上圖片

超豪大廳超豪大廳

英女王出席榮軍紀念日 保安加強

敘9歲童星 演活戰火謀生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