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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龍致敬叛國者貝當 掀政治風暴
形容
「偉大軍人」 政界轟
「把歷史當玩物」

法國總統馬克龍近日走訪全國各地，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100
周年，他前日訪問當年西方戰線前線城市沙勒維爾－梅濟耶爾時，重
申應向當年率領法軍擊敗德國的貝當元帥致敬，但由於貝當在第二次
世界大戰擔任總理時，向入侵法國的納粹德國投降，後更出任維希
政府元首，並參與迫害猶太人，戰後長期被法國人視為叛國
者、賣國賊。馬克龍的言論隨即引起朝野爭議，並演變成新
一輪政治風暴。

■貝當

克龍此前公佈，將於明日在巴黎
馬舉行紀念儀式，向包括貝當在內

的 8 名一戰元帥致敬，消息一出隨即
引起猶太團體不滿。馬克龍前日回應
時，稱向率領國家勝出戰爭的元帥致
敬「絕對合理」，強調貝當是「偉大
的 軍 人 」 (great soldier)， 「 這 是 事
實」。他承認貝當二戰時作出災難性
的抉擇，但形容政治遠較一般人所想
的複雜。

紀念儀式排除貝當
這番似乎為貝當翻案的言論一出，
立即引起朝野嘩然。總統府不久後表
示，明日的儀式只會紀念 5 名安葬於
巴黎榮軍院的元帥，意味將貝當排除
在外，馬克龍亦不會出席儀式。馬克
龍其後澄清，貝當的確是納粹罪行的
共犯，不能原諒，他亦反對反猶主
義，但不應抹去任何一部分的歷史，
批評傳媒挑起爭議。

前總統：反猶行為責無旁貸
法國猶太機構代表理事會(CRIF)發
言人卡利法批評，貝當當年與納粹合
作，導致數以千計猶太人死亡，他戰
後亦受審並被定罪，馬克龍卻公然讚
揚貝當，甚至把他與其他軍人並列，
對此感到震驚和受冒犯。

左翼政黨「不屈法國」領袖
梅朗雄批評貝當是賣國賊，也
是反猶分子，「馬克龍，你這
次太過分了！法國歷史不是你
的玩物。」前總統奧朗德亦
稱，不能片面看待歷史，強
調貝當對通敵、叛國和串謀遞
解猶太人等行為責無旁貸。
貝 當 生 於 1856 年 ， 20 歲 起 從
軍，1916年以60歲之齡率領法軍於凡
爾登戰役擊敗德軍，戰役歷時達 10 個
月，造成逾 30 萬名軍人死亡，成為西
線戰場轉捩點，貝當亦成為民族英
雄，戰後獲國會封為元帥。
1940 年德國揮軍入侵法國，時任駐
西班牙大使的貝當應巴黎徵召回國，
但未幾法國便在德軍閃擊戰下迅速潰
敗。貝當臨危受命出任總理，決定向
德軍投降，同意割讓法國西部和北部
領土，並於南方的維希成立新政府，
長期與貝當不和的戴高樂則逃到英國
成立流亡政府。維希政府管治南法的
4 年間，遞解最少 7.6 萬名猶太人出
境，估計大多最終死於納粹屠殺。貝
當戰後因叛國罪被判死刑，但因一戰
戰功和年事已高獲改判終身監禁，
1951年死於流放地，終年95歲。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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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爾斯：我會干政？我無咁蠢
英國王儲查爾斯將於下周三迎來 70 歲
大壽，英國廣播公司(BBC)昨日播出查爾
斯的紀錄片《王儲、兒子與繼承人》
(Prince, Son and Heir)。查爾斯多年來積
極就社會與政治事務發聲，屢屢被批評
無視王室不干政的原則。查爾斯在片中
強調，王儲與君主的角色不同，他繼位
後會遵守憲法規限，改變自己的行為，
不會成為一位「事事插手」的君主，坦
言「我不會那麼愚蠢」。
查爾斯多年來在基因改造農作物、藥
物及氣候變化等議題經常發表意見，記
者表示人們憂慮他繼位後會一如以往，
查爾斯表明，「我明白王儲與國王的職
責不同，我亦完全清楚自己應如何做
事。」王室消息人士透露，查爾斯希望
透過今次表態「明志」，向外界宣示不
干政的決心。

查爾斯一向喜歡騎馬，他表示在登位
後，將不會再參與騎馬活動。查爾斯兒
子威廉王子在片中稱，父親為家人帶來
很多歡樂，希望父親能抽更多時間陪伴
英女王和3名孫兒孫女。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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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變歷史罪人 極右形容
「曲線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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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當在法國地位複雜，一方面是一戰民族英
雄，卻因二戰期間與納粹德國合作，淪為歷史
罪人。法國政界對貝當的定性在二戰後一段長
時間一度未有共識，近年更有不少極右政黨企
圖為他翻案。研究維希法國歷史的學者若利坦
言，若馬克龍只是軍方領袖，他的言論不會受
挑戰，但他身為法國總統，便容易令人認為法
國有意改變對貝當的定性。
貝當雖然因與納粹合作，在二戰結束後受審
並被判死刑，最後死於獄中，但其實在一戰結

二戰前拒猶太人入境 杜魯多致歉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前日在國會發言，就
二戰爆發前，加拿大拒絕一艘載有逾 900
名猶太難民的船隻入境道歉，並承諾未來
將確保加拿大猶太裔的人身安全，令他們
免受暴力威脅。
在 1939 年二戰爆發前數月，907 名猶太
人為逃避納粹迫害，登上「聖路易斯」號
客輪，從德國漢堡橫渡大西洋到北美洲尋
求庇護，不過由於各國當時的移民法例帶
有歧視成分，他們先後遭古巴、美國和加
拿大拒絕入境，被迫折返歐洲。據報船上
的猶太難民大部分被送入集中營，當中
254 人在納粹大屠殺中遇害。他們的事跡
其後被集結成書，並拍成電影《苦海餘
生》。
杜魯多指出，加拿大當年的沉默，導致
大量猶太人被屠殺，時間洗擦不去加國的

罪咎，現在只是作出「遲來的道歉」。他
批評國會議員利用法律保護反猶太主義，
令反猶太主義充斥社區、學校和工作場
所，呼籲所有國民一同站起來，對抗排外
及反猶太主義。
■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

束紀念日，法國總統一
直有向貝當的墳墓獻
花，紀念他在一戰的
貢獻。

曾獲戴高樂辯護
二戰時率領自由法
國對抗納粹的戴高樂在貝當死後，
亦曾坦言國家不應無視貝當在凡爾登戰役的功
勞。
直至 1992 年，時任總統密特朗計劃按傳統
向貝當獻花時，遭民意激烈反對，結果密特朗
在壓力下取消獻花。1995 年時任總統希拉克
上任後，重申貝當領導的維希法國與納粹合
作，並承認法國當年參與迫害猶太人，法國官
方對貝當的定性才變得清晰。
法國極右勢力一直希望重新審視貝當的貢
獻，「國民陣線」(現稱國民聯盟)創辦人老勒
龐今年早前便曾在自傳中，強調貝當當時行為
合法合理；右翼評論員澤穆爾亦稱貝當是「曲
線救國」，一方面避免法國淪陷，亦暗中保護
猶太人。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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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摺屏手機亮相 打開變平板

網上圖片

韓國三星電子前日在美
國三藩市舉行年度開
發者大會，展示其經
過 5 年時間研發的新
型摺疊式手機原
型。三星手機市場推
廣業務副總裁丹尼森
表示，手機採用 Infinity Flex Display( 無 限 摺 疊
屏幕)技術，展開時大小恍如迷
■丹尼森展
你平板電腦，摺疊時則和一般手機無
示新手機。
異，他直言無限摺疊屏幕將是未來智能
網上圖片
手機的基礎，三星準備數月內開始量產，
但未有宣佈何時推出市場。
丹尼森從其西裝內袋中，拿出可摺疊手
機的原型，表示當手機完全展開時，屏幕達
7.3 吋，「當它打開時，就是提供大屏幕體驗的

平板電腦；當摺疊起來，是方便放入口袋的電
話」。網上流傳的片段顯示，原型機沒有以往摺
疊式智能手機採用雙屏設計時，屏幕中間帶有的
明顯摺痕。丹尼森稱，採用 Infinity Flex Display
顯示技術的熒幕，可承受多次開合，他並呼籲科
技企業針對摺疊式手機，在 Android 系統開發應
用程式(app)。
三星同時公開新型的手機操作介面 One UI，
取代舊有的 TouchWiz 介面，以優化用戶操作體
驗，包括推出 Focus Blocks 功能，將和手機設置
有關的功能組合，方便用戶查找。
Android 用戶體驗主管墨菲表示，Google 正與
三星攜手調整 Android 操作介面，供摺疊式裝置
使用。Android 工程副總裁伯則表示，這是令人
興奮的概念，希望其他 Android 製造商也能推出
摺疊式產品。
■法新社/路透社/美聯社

日駐港總領事松田邦紀大使訪大文集團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余家昌）即將於下周一卸
任回國的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大使暨總領事松田邦
紀，昨日與總領事館一行人到訪香港大公文匯傳媒
集團，受到集團董事長姜在忠等熱情接待。 松田大
使表示，非常感謝姜在忠社長和香港大公文匯集團
仝人在過去 3 年對其工作的支持，讚揚《大公報》
《文匯報》正確和客觀地向全世界傳達了關於中日
關係的訊息。
姜在忠帶領松田邦紀參觀了集團報史館，介紹了
《大公報》《文匯報》的歷史沿革，以及集團成立
以來的發展情況。松田邦紀對《大公報》《文匯
報》歷代著名報人尤感興趣，當看到曾於香港《文
匯報》創刊初期參與採編工作的郭沫若和茅盾的介
紹時，很高興地表示認識兩人，笑言「看到在日本
也很有名的人，很厲害」。

松田邦紀表示，今次訪問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
團，既是他卸任前最後一次官式訪問，也是在日本
首相安倍晉三訪華及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訪日後
的時機進行，感到非常高興。松田邦紀表示，雖然
自己不會說中文，但也能看得懂《大公報》《文匯
報》，除了政治新聞，教育和社會報道都令他獲益
良多，對於兩報涉及日本的新聞報道也印象深刻。
松田邦紀特別提到，非常感謝《文匯報》10月30
日刊登了關於日本駐港總領事官邸的報道，將會把
有關版面當作傳家之寶，珍而重之。
姜在忠表示，有關報道引起很大迴響，不少讀
者表示從官邸感受到日本和中國文化相通之處，
有助增進兩國人民友誼。姜在忠表示相信松田大
使回國後有更好發展，繼續為加強中日友好關係
多做工作。

■松田邦紀（右
四）到訪香港大
公文匯傳媒集
團，與姜在忠
（中）會面交
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潘達文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