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外界聚焦朝經改 或採中國模式

「足球全球化」能助西方反思？

星媒大篇幅紀實 肯定星作用
峰會後酒店解封 傳媒中心安排導賞團

美朝峰會結束，美國總統特朗普和朝

鮮領導人金正恩先後於前晚乘專機離

開，新加坡市面迅速回復正常，原先設

在香格里拉酒店和瑞吉酒店周邊的路障

深夜已經陸續撤走，記者昨日早上到兩

間酒店一帶查看，發現已經完全解封。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家昌 新加坡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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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連四日的新
加坡美朝峰會採
訪工作結束，除

了日以繼夜的趕稿生活外，記者對今
次新加坡之行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在
當地用手機Call車的經驗。

新加坡面積不算大，也有完善地鐵
網絡，但由於傳媒中心與特金入住的
酒店和聖淘沙距離較遠，在爭分奪秒
下，出入很難靠地鐵，「打的」和
Call車便成了記者日常出入的主要工
具。

新 加 坡 主 要 手 機 Call 車 App 是
Grab。Grab 總部設在馬來西亞和新
加坡，是東南亞最大Call車平台，今
年3月更將「過江龍」Uber趕出東南
亞市場。

在香港用Call車或的士，往往都要
用電話與司機確認接載地點等細節，
但Grab則方便得多，程式收集了新
加坡全國所有的士上落客區的地點，
乘客上車落車都可以選擇這些地點，
只要留心車牌，便不用怕走失，對於
手機不能接電話的外國旅客而言也十
分方便。

與的士公平競爭
雖然新加坡的士車行大多都有半官

方性質，但當局並未因為要保障的士
業界而禁止Call車平台，反而主張私人Call車
與的士業公平開放競爭，當然值得一提的是，
新加坡主權基金淡馬錫也在Grab參了一腳，
自然樂見後者發展。

不過與Uber一樣，Grab截至目前仍然未能
獲利，原因之一是公司為了拓展市場，需要不
斷燒錢推廣。記者這次入住的酒店，便給每名
住客贈送了一張10坡元和5坡元的Grab優惠
券。巧合的是，記者離開新加坡前，便看到豐
田向Grab注資10億美元的消息，也令記者更
感覺到Call車平台這行業有多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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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酒店外不再有警員駐守。
香港文匯報記者余家昌 攝

四年一度的世界
盃今日開鑼，與四
年前相比，全球格

局變得更錯綜複雜，西方民粹主義和排
外思潮冒起，保護主義和單邊主義抬
頭，全球化面臨前所未有的威脅。在這
形勢下，隨着世盃的號召力擴大，其意
義愈趨重要。「足球全球化」提醒人
們，開放、包容和公平的球場競技精
神，正是挽救這個時代的啟示。

在今屆世盃，西方和主辦國俄羅斯的
「暗戰」，是球場外最值得關注的風景
線。首先，俄政府被指干預前年美國大
選和試圖毒殺在英國的前俄特工，西方
近期加強對俄經濟制裁，雙方更大規模
互逐外交官，但西方通過制裁和杯葛來

孤立俄國的圖謀未能得逞。

英籲杯葛世盃 歐未跟隨
英國政界和王室揚言杯葛世盃，逾60

名歐洲議會議員聯署，要求歐盟領袖加
入英國的行動，不過在歐洲官方和民間
層面，都未有引起太大回響。與政治相
比，西方球迷更關注國家隊的表現。法
國總統馬克龍和德國總理默克爾均暗
示，若己隊得以在決賽周賽事晉級，他
們會赴俄打氣。

其次，俄國借助世盃加強自身「硬
實力」和「軟實力」。硬實力方面，
俄國為了籌辦世盃，斥資 110 億美元
(約863億港元)，不僅用於建造球場，
還升級機場和鐵路等基建，可見世盃

成為提升俄國基建的推動力，有助發
揮長遠經濟效益。軟實力方面，世盃
是俄國改善形象的契機，向海外球迷
大開方便之門，簡化簽證。俄經濟發
展部部長奧列什金估計，世盃期間，
海外遊客將在俄國合共消費1,000億盧
布(約125億港元)。

再證政治無法凌駕體育
由此可見，俄國世盃揭示兩大現

象。第一，政治無法凌駕體育盛事。
以四年前索契冬季奧運為例，西方輿
論一度極力批評俄國，但最終無阻冬
奧成功舉辦。今次世盃也如是，圍繞
俄國的政治和社會爭議大都限於賽事
之前，到了比賽開始，輿論焦點就會

回到球場上。因此，西方須在政治和
體育之間平衡，若只顧一味抹黑俄
國，將令俄國人更加團結在總統普京
身邊，一致對抗「外侮」；再者，若
世盃最終順利舉行，西方對俄抨擊將
變成自打嘴巴，愈來愈不可信。

西方與非西方形象逆轉
第二個現象與近期全球格局息息相

關，就是西方與非西方國家陣營此消彼
長之勢。在西方眼中視為「專制」和
「封閉」的俄國，積極向外界展示自
己，大方地歡迎各地球迷，包括雙邊關
係陷入冷戰後低谷的美國。雖然美國未
能躋身決賽周，但俄政府數據顯示，截
至上周，約3萬名美國人將赴俄觀賽，

是人數最多的海外球迷群體。這令人想
起近期與美國關係回暖的朝鮮，平壤政
府通過一連串外交活動以至美朝峰會，
打破了長期以來閉關鎖國的形象。

相比俄國和朝鮮的「走出去」，作為
西方盟主的美國反其道而行，特朗普政
府強行豎立貿易壁壘和邊境圍牆，挑起
國家之間和族群之間的紛爭。足球是不
分國界、膚色和種族的運動，其喜悅是
全民共享，而這種開放共融的精神，正
是西方社會迷失之所在。昨日美國與加
拿大和墨西哥一起奪得2026年世盃主
辦權，時值美國與這兩國分別因貿易和
移民問題爭執不休，世盃主辦權或可促
使美國以至整個西方，反思未來合作之
道。

張文遠

新加坡政府在F1維修中心設立的國
際傳媒中心昨日如常運作至傍晚

6時，據記者昨日中午所見，只剩約50
名外國記者仍然留在現場進行跟進報
道，工作人員則開始清理現場。傳媒
中心主辦單位昨日下午則安排導賞
團，邀請媒體參觀新加坡植物園及榜
鵝組屋區，向外國記者介紹新加坡近
年積極推行的生態組屋項目。
連日來24小時不停播放美朝峰會消
息的亞洲新聞台，昨日仍然有跟進峰
會後續消息，包括中國民眾對峰會結
果的反應，不過報道焦點已經開始轉
往明日開幕的俄羅斯世界盃決賽周。

《海峽時報》刊15版報道
新加坡主要報章昨日均大篇幅報道

美朝峰會消息，《海峽時報》刊登多

達15版的詳盡報道，頭版大照是特金
握手一幕，標題為「和平漫長路的第
一步」，內頁則以時序方式記錄了峰
會每個時刻，並以連環圖分析特金兩
人首次握手和會面時的身體語言。該
報刊登了多篇記者和專家評論，雖然
部分文章對峰會成果及今後發展有所
保留，但普遍都持正面樂觀態度，另
一些報道則肯定了新加坡在今次峰會
的作用，並認為新加坡給予金正恩的
印象將會影響未來朝鮮發展方向。

星媒側記金與正角色搶眼
《聯合早報》亦在頭版刊登特金握
手照，不過就選了金正恩面帶笑容的
一張。該報頭版標題為「特金世紀握
手，歷史掀開新頁」，相關報道合共
17版，內頁跨版則刊登了一整日峰會

過程，其中一條報道關注美國國務院
和英國廣播公司(BBC)對新加坡的誤
解，包括誤以為新加坡是馬來西亞一
部分，以及聖淘沙就是整個新加坡
等，有份參與峰會現場報道的記者，
則撰寫了一篇有關金正恩妹妹金與正
的側記，形容她「行事低調角色搶
眼」。報道亦引述學者分析舉行美朝
峰會對新加坡的意義，認為「峰會強
化新朝關係讓我國歷史留名」。
同屬新加坡報業控股旗下的《商業

時報》對峰會評價則較審慎，認為峰
會雖然創造歷史，但「需要更多實質
內容說服外界」，另一篇報道則認為
貿易問題「比特金會更迫切」。泰米
爾語的《泰米爾之聲》則是兩人握手
前一刻的照片做頭版，標題是「新關
係的開始」。

■■新加坡媒體以大篇幅報道美朝峰新加坡媒體以大篇幅報道美朝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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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朝峰會告一段落，外界焦點除了朝鮮會否落實
無核化措施外，還關注朝鮮的經改步伐，包括會否
開放市場及採納新的經濟模式。分析估計，朝鮮可
能採納中國模式或新加坡模式發展經濟。
韓華投資證券研究中心前日發表研究報告，總監金
一國(譯音)稱，朝鮮與美國同意採取步驟，結束敵對
關係，朝鮮將把握機會走向國際，逐步開放市場。
金一國稱，新加坡是來往亞洲及歐洲之間的中
心，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在新加坡會晤美國總統特朗
普後，將嘗試踏上步向歐洲的路徑。他估計金正恩
在經濟改革上會借鑑中國模式，在改革開放過程中
既能維持政治制度，也將對社會的衝擊減至最低。
市場人士則認為，金正恩可能會採納新加坡的經濟
模式。金正恩即使研發核武，同時亦專注推動經濟發

展，包括大幅改變平壤的天際線，打造具西方色彩的
樂園及餐廳。他在美朝峰會前一晚亦夜遊新加坡，參
觀濱海灣金沙等地標，並表示有意從中觀摩。

韓央行：朝去年經濟增長3.6%
韓國央行數據顯示，在金正恩的領導下，朝鮮經
濟近年穩步改善，估計去年增長3.6%，聯合國更估
計為3.9%，反而韓國經濟去年只增長3%，朝鮮出
口額亦增加約4%至5%，入口則升3%至5%。
隨着半島局勢緩和，朝鮮開城工業園區有望重

啟，有韓商表示曾對朝韓峰會和美朝峰會抱有懷疑
態度，但現在一切都發生得很快，希望朝韓經濟合
作亦可同樣迅速發展。

■綜合報道

韓國昨日舉行地方選舉及國會
補選，由於是總統文在寅去年5
月上台以來，首次在全國範圍舉
行的選舉，被視為對文在寅施政
的信任投票。三大電視台的票站
外調查顯示，執政共同民主黨在
17個市長及道知事選舉贏14個。
今次地方選舉將選出4,016名地

方行政官員、議員及教育職位人
選，截至下午 4時的投票率為
53.2%。
共同民主黨除了橫掃市長及道知

事選舉外，在12個補選國會議員
中也拿下10席。在野自由韓國黨
表現令人失望，在市長及道知事選
舉僅贏得兩席，國會補選更只得一
席。文在寅積極與朝鮮修好，並兩
度舉行朝韓峰會，因此民望急升，
選前民調已顯示共同民主黨有望大
勝，龐大民意支持將有助政府施政
及推動改革。 ■《韓國時報》/

韓國《朝鮮日報》

羅拔迪尼路早前於東尼獎
頒獎禮中爆粗辱罵美國總統
特朗普，表達對其施政的不
滿，獲在場觀眾起立鼓掌。
特朗普昨於 twitter 發文反
擊，指羅拔迪尼路是「智商
極低的人」，並以對方在電
影《狂牛》中的角色借題發
揮，笑言他像是在戲中被真
正拳手打了很多拳一樣。特
朗普多次在娛樂圈頒獎禮成
為眾矢之的，影后梅麗史翠
普去年於金球獎頒獎禮，狠
批特朗普的行為是強權欺
凌，惹來特朗普反擊，指她
是「荷里活其中一名過譽的
女演員」。 ■綜合報道

文在寅任內首全國選舉 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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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政黨有望大勝。 新華社

新加坡直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