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國率西歐價值 撼東歐克羅地亞

特朗普見英女王「連串失禮」
令對方久候 未行鞠躬禮 背向英君主

美國總統特朗普繼續訪英行程，前

日下午到溫莎堡覲見英女王，雙方共

晉茶點，但特朗普覲見女王時卻要對

方久候，又沒按傳統向女王行鞠躬

禮，二人檢閱儀仗隊時，特朗普更被

指走到女王前頭，目睹電視畫面的網

民紛紛譁然，狠批特朗普無禮，毫不

尊重女王。

A19 國 際 新 聞 ■責任編輯：楊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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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女王原定前日下午5時與特朗普夫婦見
面，特朗普雖然早到1分鐘，但由於女

王提早迎接來賓，使92歲高齡的她須在盛夏
的下午乾等10多分鐘。女王等候期間更被發
現看手錶，看來有點不悅。

夫人未行屈膝禮
特朗普下車後隨即與女王問好，不過他沒像
其他外國元首般向女王鞠躬，而是跟前總統奧
巴馬一樣，只跟女王握手，夫人梅拉妮亞同樣
僅與女王握手，未有行屈膝禮，3人寒暄數句
後便拍大合照。
然而，特朗普的失禮行為尚未結束，他與女
王檢閱儀仗隊時，疑因走得太快，多次差點走
到女王身前。二人走到其中一端後，女王以手
勢輔助，提示特朗普如何轉身，但特朗普似乎
沒聽懂女王的話，轉身後邁步就走，本來身在
特朗普右方的女王被丟在身後，女王一度繞到
特朗普的左後方。
這時特朗普似乎發現出問題，停下來向左上
方張望，也一度向左轉身，但沒把視線放到女
王身上。女王不久後回到特朗普右邊，兩人再
一同前進，這時女王看來向特朗普說了些話。

網民痛斥沒教養
英國王室專家指出，任何人均不能背向英國
君主，即使是王夫菲臘親王，與女王一同亮相
時，也會走在女王身後，以示尊重。特朗普最
終獲英女王接見48分鐘，較原定的半小時
長。
特朗普的行為引來網民狠批，英國網民伯斯
塔爾直斥「他以為自己是誰？他來到我們的國
家，卻攻擊我們的報章是假新聞，更要女王久
候15分鐘，又不向她鞠躬。」來自加拿大的
泰里則稱，即使女王不是君主，比她年輕20
年的特朗普也應禮讓對方，批評特朗普沒教
養，亦有網民笑言，女王像是在訓練小狗。
■《每日郵報》/《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

法國與克羅地亞將於香港時間今晚，合演
世界盃決賽，是1938年以來首次在決賽上演
「東西歐對壘」。法國是歐盟創始成員國，
地位與德國不相伯仲，代表西歐及其背後的
價值；克羅地亞則獨立不足30年，2013年
才加入歐盟，屬昔日東歐集團成員國，使這
場本來屬於足球盛事的世界盃決賽，添上一
重象徵意義。
上世紀屬於前南斯拉夫一部分的克羅地
亞，處於冷戰前線，與意大利雖然僅相隔一
個亞得里亞海，但經濟及社會發展差距極
大。東歐變天至今接近30年，人均國內生產
總值(GDP)依然遠低於大多數西歐國家，法
國前總統希拉克更曾形容東歐「發育不
良」。

法國較寬容移民
歐盟2004年起逐漸東擴，納入多個東歐國
家，克羅地亞正是最新加入的成員國。近年
西歐與東歐成員國就緊縮政策、難民潮以至
人權等議題陸續出現分歧，波蘭、匈牙利等
東歐國家疑歐派抬頭，克羅地亞的極端民族
主義亦尾大不掉，克國球迷甚至在早前對尼
日利亞的世盃分組賽中，在看台展示法西斯

主義標語。
相反，法國世盃代表隊25名成員中，多達
17人是移民或移民後裔，包括麥巴比、普巴
等當家球星。雖然法國近年同樣面對極右民
族主義冒起，但主流社會仍較寬容，法國總
統馬克龍上月更曾公開斥責意大利拒絕接收
難民，反映法國始終代表西歐較自由、開放
的價值。

克羅地亞增長勁
歐洲爆發債務危機後，不少西歐國家經濟

增長大幅放緩、失業率高企，相對而言，東
歐經濟雖然同受衝擊，但反彈亦較顯著，過

去3年克羅地亞GDP增長率均超越2%，
「跑贏」復甦步伐緩慢的法國。不過，由於
西歐經濟發展始終較早，已累積相當多財
富，社會制度亦較完善，今年法國的「快樂
指數」全球排名第23，遠高於克羅地亞的第
82名。
1938年世界盃決賽，意大利國家隊最終以
4:2擊敗匈牙利，當時主辦國正是法國。80
年後，無論克羅地亞能否在東歐前「老大
哥」俄羅斯的土地上擊敗法國，東歐在政
治、經濟、文化上與西歐的差異，短期內似
乎只會愈發明顯。 ■《華爾街日報》/

《新西蘭先驅報》/彭博通訊社

克羅地亞在世界盃殺敗
「三獅軍團」英格蘭，晉
級決賽，球隊在今屆賽事
表現出色，中場指揮官莫
迪歷功不可沒。克羅地亞
新聞網站Index.hr早前上
戴一段影片，顯示莫迪歷
童年居住地點經常有狼群
出沒，他年僅5歲便協助
家人保護飼養的羊群免遭
狼噬，鍛煉出無比勇氣，
或因此造就他長大後在球
場上的大無畏精神。
影片顯示5歲的莫迪歷

拿着木棒協助放羊，拍攝

片段的巴萊諾維奇表示，
自己在旅遊時意外認識莫
迪歷一家，並拍下野狼襲
擊其家庭飼養羊群的情
景，他一直收藏這片段，
直到發現莫迪歷正是當時
的幼童，才讓片段面世。
另一方面，雖然「三獅

軍團」未能晉級決賽，但
球隊28年來首次打入世界
盃4強，令不少球迷非常
興奮，亦令英國歌手
Frank Skinner、 David
Baddiel和樂隊The Light-
ning Seeds 於 1996 年 創
作、被視為英格蘭隊歌的
《Three Lions》再度風靡
全國，前日更第4度登上
英國單曲排行榜榜首，亦
是該流行榜66年歷史上，
由同一組合演繹的歌曲4
次登上榜首，創造歷史。
■total croatia news網站/

《衛報》/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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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昨日開始在英國的私人行程，在蘇
格蘭的私人高爾夫球場休息，但他訪英引發的爭議仍
未結束。特朗普抵英當晚，與英揆文翠珊等政商界領
袖晚宴，有出席晚宴的商界中人透露，特朗普對英國
商人毫不客氣，在短短一分半鐘的單對單談話中，嚴
厲斥責最少3名總裁級商人。

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在晚宴上向商界領袖索取私
人電話號碼，但遭部分人拒絕，一些企業總裁更不願
與特朗普交談。目擊者未有透露特朗普責罵商界領袖
的原因，以至他的具體言論，但稱除了這段插曲，晚
宴氣氛大致良好，特朗普與文翠珊看來也毫無不和。

■《每日電訊報》/《每日郵報》

特朗普前晚抵達蘇格蘭時，繼續遭示威者「追擊」，其
中環保團體綠色和平派示威者跳傘，在特朗普抵達私人高
球場時，展示印有「特朗普遠低於水平，反抗」的標語抗
議，格拉斯哥機場亦有人舉起反對特朗普的標語，要求特
朗普離開，亦有人形容特朗普是「地獄之子」。
《每日郵報》質疑英國政府花500萬英鎊(約5,195萬港
元)，在特朗普訪英期間加強保安，卻無法阻止示威者突
破封鎖。蘇格蘭警方昨日表示，特朗普高球場早被列為禁
飛區，故示威者已違法，正追查涉案人士下落。

■《每日郵報》/美聯社

示威者跳傘追擊「低於水平」

狂鬧英商人 索電話遭拒

英國男子羅利及其女友斯特奇斯中毒案出
現新進展，反恐警隊前日表示，周三於羅利
的寓所搜獲一個藥樽，經檢驗後證實內含神
經毒劑「諾維喬克」，相信是兩人中毒的源
頭。斯特奇斯早前不治，羅利則已恢復意
識，正接受警方查問。
羅利和斯特奇斯上月30日在英格蘭西南

部城鎮埃姆斯伯里中毒昏迷，斯特奇斯上
周日證實不治，羅利一度危殆。警方表
示，會調查藥樽來源及羅利如何取得，並

會進行更多測試，以確定3月俄羅斯前間
諜斯克里帕爾中毒案中的毒劑，是否來自
同一批次。
反恐警隊主管巴蘇稱，發現藥樽令案件調
查工作出現重大進展，但無法保證沒有其他
毒劑遺留，由於毒劑在密封容器內可保存近
50年，為確保公眾安全，會繼續加緊搜索。
英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已聯絡禁止化學武
器組織(OPCW)專家下周到英國取走樣本化
驗。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英情侶中毒案 警尋獲毒藥樽
美國防長馬蒂斯陪同總統特朗普出席

北約峰會後，前日轉抵克羅地亞首都薩
格勒布，與巴爾幹半島國家的防長舉行
會議，雖然與會者未有點名俄羅斯，但
異口同聲暗批俄國在歐洲東南部製造不
穩定和分化，馬蒂斯則表明美國會致力
維持在該地區的影響力。馬蒂斯與克羅
地亞總統基塔羅維奇和總理普連科維奇
會晤時，形容兩國關係良好，在國防上
成功合作，關係已提升至戰略夥伴層

面。
克羅地亞防長克爾斯蒂切維奇表示，

當東南歐國家和美國團結一致，會變得
更強大，稱克羅地亞雖是小國，但懂得
應付強大對手，首個例子便是國家隊在
今屆世界盃的表現。克羅地亞去年獲美
國捐贈多架奇奧瓦偵察直升機，克爾斯
蒂切維奇表示希望兩國軍方繼續合作，
計劃向美國購買更多軍用直升機。

■路透社/克羅地亞新聞網

美防長訪克羅地亞 批俄製造不穩定

■網絡上流傳的莫迪歷放
羊片段。 網上圖片

■■有示威者跳傘有示威者跳傘
打出抗議標語打出抗議標語
「「特朗普遠低於特朗普遠低於
水平水平」。」。 美聯社美聯社

■特朗普訪問期間遭不少當地民眾抗議。 路透社

■■路透社路透社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馬蒂斯(右)與基塔羅維奇(中)及克爾斯蒂
切維奇合影。 新華社

女王久候看錶女王久候看錶

未行鞠躬禮未行鞠躬禮

未行屈膝禮未行屈膝禮

背向英女王背向英女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