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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新聞

◆英國因脫歐問題將提前進

行全國大選，辭去國會下議院議

長的伯考（John Bercow）無須

再對英國脫歐問題保持中立，他認

為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英國

最糟糕的外交政策。據英國《衛報》

11月 7日報導，辭去英國下議院議

長之後，伯考對英國脫歐發表了自

己的看法。伯考說：「這是二戰後

英國所犯下的最大的錯誤。我尊重

首相鮑里斯‧約翰遜，但退歐對

我們並沒有益處。（英國）最好還

是成為（歐盟）強大集團的一員。」

英國智庫國家經濟暨社會研究所

（NIESR）認為，英國脫歐之後所

付出的經濟代價，大於延期脫歐

和終結脫歐不確定性。NIESR 經

濟學家漢茨謝表示，英國脫歐完

全不會有預期中的所謂「協議紅

利」，脫歐協議會減少無序混亂

脫歐所產生的風險，但卻排除了

英國與歐盟更加密切經濟關係的

可能性。

◆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
eX）11 日用獵鷹火箭（Falcon）
一次把 60 枚衛星送上太空軌道，

這是該公司「星鏈」（Starlink）
計畫送上太空的第二批衛星。星

鏈計畫的目的是把 4 萬多枚衛星

送上軌道，是目前軌道上所有衛星

的 8 倍多，目的是覆蓋全球的網

絡傳輸訊號。許多天文學家吃驚

地發現，這些衛星極亮，使他們

擔心，這群明亮的衛星會嚴重破

壞地球望遠鏡的天文研究，並改

變我們的觀星經驗。他們擔心，

屆時「滿天都是（假）星星」。

◆馬克龍 7日宣稱北約已

經「腦死亡」，指責美國與其他

成員國之間缺乏協同，土耳其又

近期單獨在敘利亞開展軍事介入

等，「現在要明確北約的戰略成果

是甚麼」。此語一出立刻引發爭

議，默克爾表示：「不能認同『法

國的極端看法』。」她在 10 日再

次就此事做出聲明：「北約是德國

國防的中流砥柱，現在越來越清

楚的是，歐洲人，北約裡的歐盟

國家，需要在未來承擔更多的責

任。」「這意味著歐洲國家必須強

化北約內部歐洲部分的管理，為

此，歐盟防務政策領域有著合作

框架（Pesco-永久結構性合作）。」

◆法國和西班牙南部的交通

要道 AP7 公路，11 號被一個取

名為「民主海嘯」的加泰隆尼亞分

離主義運動組織的 500 名示威群

眾占據，導致交通受影響。至於

首府巴塞隆納晚間也有數百人聲

援。「民主海嘯」團員指出，他們

是要向國際發聲，讓西班牙當局

和他們展開對話。該團體透過加

密通訊軟件 Telegram 向支持者發

布信息，指「這場動員是為了向國

際發聲，如此才能使西班牙明白，

坐下來談是唯一的解決之道。」

◆烏克蘭副總理德米特里 ‧

庫列巴認為，烏克蘭將在加入歐

盟之前加入北約。他指出，烏克

蘭當局希望在未來 5 年內完成改

革，達到北約要求。他表示，5 年

後，烏克蘭應完全與北約國家相

互兼容，並獲得北約有關開啟烏

克蘭加入北約進程的政治決定。

該國議會已於 2 月通過憲法修正

案，把烏克蘭加入歐盟和北約作

為國家基本方針寫入憲法。不過

歐委會高管認為，基輔的想法不

現實，而是應集中精力優先履行

與歐盟聯合協議。

◆大馬前首相納吉 11 日上

午出席高等法院的審訊。法官裁

定納吉 3 項洗錢、3 項刑事違反

信託，和 1 項濫權罪名成立。一

馬發展基金是納吉在 2009 年首相

任內成立的主權基金，目的在推

動經濟發展。但這項基金卻留下

龐大負債，爆發跨國貪汙洗錢弊

端。目前已知一馬基金遭侵吞資

產高達 45 億美元。這起案件的調

查，是在檢方傳喚 57 名證人後，

發現諸多不利納吉的證據，最終

成案。檢察長湯瑪斯在結辯陳述

中形容納吉「像皇帝般」精心策

劃了一馬貪汙案。納吉一旦遭定

罪，將面臨高額罰款，以及每項

罪名 15 到 20 年的牢獄之災。

◆美國國會內圍繞著保護和

彈劾川普總統的攻堅戰，隨民主

黨彈劾總統調查被啟動，及 2020
年大選的臨近逐步進入白熱化。

針對民主黨即將對總統彈劾案展

開的公開聽證調查攻勢，國會眾

議院的共和黨議員提出了一個他

們希望提供證詞的證人名單，包

括前副總統拜登的兒子亨特，和

針對川普的那個匿名舉報人。作

為當前民主黨 2020 年總統大選候

選人熱門之一的拜登，他的二兒

子亨特被指在近年來其父擔任美

國副總統期間在經商中，存有不

當，甚至在國外有貪腐行為。

柏林牆倒塌30週年啟示：沒有屹立不倒的高牆
【看中國記者路克綜合報導】據

《今日美國》報導，在東德長大的

德國總理默克爾11月9日（週六）
在紀念柏林牆倒塌30週年時宣稱，
柏林牆倒塌證明了阻擋自由的障礙

無法永遠得逞。

默克爾在集會上說：「柏林牆

是歷史，它教會了我們：沒有一

堵牆能擋住人們並限制自由，哪

怕它如此之高，如此之大……我

們要確保沒有一堵牆能再次分隔

人們。」

意大利總統塞爾吉奧．馬塔

雷拉說，柏林牆的倒塌為整個歐

洲大陸和世界打開了一條新的歷

史道路。他說：「一個沒有分裂之

牆，沒有仇恨的歐洲，對於公民

來說是一個掌握自己命運的絕好

機會。」

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稱讚東

歐國家與鐵幕的鬥爭，鐵幕使東

西方分裂了40 多年。他說：「沒有

波蘭人、匈牙利人、捷克人和斯洛

伐克人的勇氣和渴望自由，和平革

命和德國統一就不可能實現。」

曾經是前蘇聯加盟國的愛沙

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外交部

長們，在一份聯合聲明中說：「這

是以最直接和果斷的方式標誌著

邪惡帝國（前蘇聯）的瓦解，這是

歐洲共產主義專政終結的開始。」

在這個饒富紀念意義的日子

裡，國際媒體與學者也紛紛回顧

導致前蘇聯，及其社會主義陣營

垮臺的這一歷史事件，正視 30 年

來柏林牆倒塌、中共防火牆高聳

的後續發展，檢討民主制度為甚

麼未能戰勝列寧式資本主義的原

因，指明追求自由的力量最終將推

倒中共防火牆的前景。斯坦福大學

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尼爾‧弗

格森（Niall Ferguson）就認為，

外部世界對自由的追求必將推倒

中共的防火牆。

弗格森總結了 1989 年柏林牆

倒塌導致蘇聯為首社會主義陣營

垮臺的 7 大關鍵因素：經濟增長

停滯將導致體制潰爛；中產階級

即使不期望民主也不甘接受空洞

口號；腐敗、低效和環境惡化是

一黨制國家的固有特徵；再多監

視也無法保住一個合法性缺失的

政權；在監視狀態下人人習慣撒

謊，從而使災難不可避免；外圍

分裂最終引向系統崩潰，「最後一

點，渴望自由和為自由而戰的外

部力量引起了柏林牆的倒塌。」

他預言：中國由全天候監控

技術支撐的社會信用體系，在未

來 10 或 20 年內，將無法戰勝一

個由增速放緩的經濟、崛起的中

產階級、長期腐敗的政治體制、

腐朽文化的分解，以及周圍地區

出現的分裂所結合而成的現實。

「中共防火牆正在崩潰，而

且，就像 30 年前的柏林牆一樣，

外界的壓力將加速這一進程。」弗

格森寫道。

玻總統下臺 「民主重要時刻」
下臺是全國人民抗議的結果   人民已無法忍受政府無視他們的意願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萬厚德綜合

報導】玻利維亞總統埃沃．莫拉萊

斯被質疑選舉舞弊，在重重壓力下

於10日晚間宣布辭職。美國總統川
普稱，莫拉萊斯的下臺是「民主的

重要時刻」。

川普：民主和人民意志
將永占上風

川普週一（11 日）發表的一

份聲明說：「在執政近 14 年後，

莫拉萊斯最近企圖推翻玻利維亞

憲法、漠視人民意願。莫拉萊斯

的離任維護了民主，並為玻利維

亞人民表達自己的聲音而鋪路。」

川普讚揚玻利維亞人民追求自由

的舉動，也肯定玻利維亞軍隊恪

守不僅是保護個人，而是維護玻

利維亞憲法的誓言。

川普說：「這些事件向委內瑞

拉和尼加拉瓜的非法政權發出了

強烈的信號，即民主和人民的意

志將永遠占上風。現在，我們向

完全民主、繁榮和自由的西半球

又邁進了一步。」

莫拉萊斯與委內瑞拉總統馬

杜羅是盟友，後者也被指控選舉

舞弊行為。據《國會山報》報導，

川普政府也呼籲委內瑞拉總統尼

古拉斯．馬杜羅應被罷免。

計票中斷逆轉結局 民怒
莫拉萊斯現年 60 歲，自 2006

年開始擔任玻利維亞總統至今，

是該國在任時間最長的總統。在

最近的總統選舉中，莫拉萊斯修

改了該國的法律，以便第四次參

加競選。儘管受到廣泛的欺詐指

控，他還是宣布贏得了 10 月的選

舉。在 10 月 20 日的總統大選，

計票過程中，執政 14 年的現任總

統莫拉萊斯原本以 45.3% 的得票

率，領先對手梅薩的 38.2%，由

於落差不足 10%，原本預期應進

入到第二輪競爭，但沒料到計票

中網站竟因突然「黑屏」，以致停

止運作將近 24 小時之久，當到系

統重新開放之時，莫拉萊斯已領

先了對手 10.12%，低空掠過了當

選門檻，逕行宣告當選。因此，

民眾和反對黨都質疑是政府黑箱

作業，而走上街頭爆發了反莫拉

萊斯抗議活動，在軍警鎮壓下，

造成三人喪生，數百人受傷。

軍警選擇人民 黯然下臺
玻利維亞在經過 3 週的活動

示威之後，雖然軍警一度上街與民

眾、反對黨對抗，但由於抗議活動

日趨激烈，武裝部隊首長和警察在

最近幾天撤回了對政府的支持，最

後選擇站在民眾一方。警方在政府

所在地首都拉巴斯（La Paz）撤除

路障，立刻於穆里略廣場（Plaza 
Murillo）升國旗和唱國歌，並加

入抗議群眾行列中，且高呼「莫

拉萊斯下臺」，「我們與人民站在

同一陣線，政府不能利用我們來

對抗人民。警察是屬於人民的，

並不是屬於任何政黨或特定政府

的。」與此同時，警方不但拒絕了

莫拉萊斯的非法逮補令，還根據

檢察院有關 10 月分選舉發生舞弊

的指控，立即逮捕了最高選舉委

員會主席，以及副主席。

10 日下午，軍方和警方正式

宣布，撤銷對莫拉萊斯總統的一

切支持，並要求他「為了玻利維

亞和平」而辭職。這項宣告無疑

的成為對莫拉萊斯最致命的一擊。

據美洲國家組織（OAS）10
日公布報告，發現投票體系「明

顯被操縱」，認為 10 月 20 日的

選舉應該作廢。原本莫拉萊斯接受

了OAS 的重選建議，但在包括軍

方在內舉國上下與國際壓力下，莫

拉萊斯被迫選擇了在當天宣布辭

職。可是莫拉萊斯的國際盟友墨西

哥、古巴及委內瑞拉等國家，卻

譴責這是「政變」行為。甚至墨西

哥外交部長厄伯拉特還表示，墨

西哥將不會承認玻利維亞的軍事

行動和政變的結果。墨西哥 11 日

還向莫拉萊斯提供了庇護。

落難墨西哥尋庇護

莫拉萊斯的辭職沒有能夠平

息民眾憤怒，宣告後的當天晚上

就逃離首都，遺棄總統府豪宅。

憤怒民眾衝進莫拉萊斯豪宅，對

這位作弊總統生活腐化奢靡猶加

憤慨。而起先希望前往政治生涯

發源地，也是可卡因種植地尋求

東山再起，但形勢比人強，最後

於 11 日搭乘墨西哥派出的專機逃

至墨西哥尋求庇護。

《國會山報》報導指出，桑德

斯（Bernie Sanders）和亞歷山德

里婭．奧卡西奧．科爾特斯等一

些民主社會主義者議員，也如同

委內瑞拉般地把莫拉萊斯辭職下

臺形容為「政變」。不過，美國

國務院一位高級官員說，華盛頓並

不認為莫拉萊斯的離任是政變。

這名不願透露名字的美國官員表

示，玻利維亞總統下臺是全國人

民抗議活動的結果，表明玻利維

亞人民已經無法忍受政府無視他

們的意願。

莫拉萊斯可說是拉丁美洲國

家之中，任職最長時間的國家元

首之一，他執政近 14 年之久，

也被稱為玻利維亞第一任土著總

統。先前他之所以會成為民眾心

中的總統好人選，即因他承諾將

改善玻利維亞的窮人生活，但最

後卻因修憲競選外加作票，遭指

控是一名獨裁領導人而遭唾棄。

權力真空獲暴更大衝突

總統逃離後的玻利維亞立即

陷入權力的真空。依憲法得以繼

承總統大位的幾位重要人物，包

括副總統，上議院主席和副主

席，以及眾議院主席等全部隨之

宣布辭職。上議院第二副主席，

反對黨領袖阿內茲女士宣布她應

該成為代理總統，但這必須得到

議會的同意，而參眾兩院都由莫

拉萊斯的支持者把持。同時，多

數議員們因全國一片混亂，交通

癱瘓無法返回首都舉行特別會議。

成千上萬手持棍棒武器、力

挺莫拉萊斯的支持者正向首都拉

巴斯挺進，一場似乎無法避免的

更大衝突或將爆發。美洲組織 11
日呼籲玻利維亞堅守和平遵守法

律，以化解目前的政治危機，確

保新的大選進程順利進行。

莫拉萊斯於10日上午宣布接受美洲國家組織調解重新選舉，但未為人民接受。(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