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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保守黨擬9月選出新首相
約翰遜未立即下台 恐埋政治地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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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時報》引述消息說法稱，保守黨打算在9
月初下議院結束夏季休會時，選出新的英國首相。
「1922委員會」 將於下周一公布競選計劃。據悉，這
次競選將分為兩個階段，首階段是保守黨黨內議會議
員通過投票，將首相候選人的名單縮減至兩名，這一部
分希望在7月21日下議院夏季休會前完成。第二階段在
確定兩強名單後，讓這兩人在10萬名保守黨黨員中展開
競選活動，黨員們在8月份陸續進行郵寄投票，最後在9月
初議會休假結束前選出新黨魁，新黨魁將由女王任命為首
相，如此一來，新首相恰好能趕上新一屆議會開幕。有保
守黨資深議員表示， 「有信心」 迅速完成首階段的工作。

檢察總長
柏斐文
（42歲）參選
•史上第二名女
性檢察總長，堅
定的脫歐派；宣
布參選的消息讓
外界感到意外

前財政大臣
辛偉誠（42歲）
英媒看好

外交大臣
卓慧思（46歲）
英媒看好

•在疫情期間處理
經濟問題表現不錯
•妻子被指利用
「非定居身分」避
稅引發爭議

•支持低稅率和
自由貿易，在草
根議員中受歡迎
•近期多次在
外交場合失言

國防大臣
華禮仕（52歲）
英媒看好

前衞生大臣
賈偉德
（52歲）

前外交大臣
侯俊偉
（55歲）

現任財政大臣
查學禮
（55歲）

•近期因為處
理俄烏問題支
持率急升

•擔任過財政大
臣和衞生大臣，
行政經驗豐富，
但口才不佳

•多次出任內閣大
臣，在疫情期間表現
不錯
•2019年文翠珊辭職
後，曾參與競逐保守
黨黨魁

•本周突然獲
約翰遜提拔為
財政大臣
•推廣疫苗接
種時的表現獲
得認可

董勤達
（49歲）參選
•下議院外交事務
委員會主席，曾在
伊拉克和阿富汗戰
場服役
•獲得多名議員背
書支持，但無任何
內閣行政經驗

來源：英國《每日郵報》

【大公報訊】據路透社
報道：俄烏戰事持續130多
天，俄羅斯總統普京（見
圖）7月7日與國家杜馬（下
議院）黨團領導人會面時表
示，俄羅斯並不反對和談，
但強調和談拖延越久，將越
難達成協議。
普京7日在克里姆林宮會見國家杜馬領導人時強
調，俄方仍對和談持開放態度，但指出衝突持續越
久，雙方啟動和談的機會就越渺茫。這是自俄烏雙方
和談破裂後，俄方首次就和談表達看法。
同時，普京亦指控 「西方集體」 才是烏克蘭衝突
的直接煽動者。他稱以美國為首的 「西方集體」 幾十
年來，一直對俄羅斯表現得咄咄逼人，除了用制裁手
段打擊俄羅斯經濟，還通過向烏克蘭提供更多先進武
器而挑起俄烏戰爭。普京說，西方想要在戰場上戰勝
俄羅斯，聲稱要戰鬥到 「最後一個烏克蘭人」 ，這對
烏克蘭人民而言是一場悲劇。
普京還說，在俄開展特別軍事行動之初，西方就已
經失敗。俄羅斯開始特別軍事行動是美式世界秩序徹
底崩潰的開始，是全球向真正多極世界過渡的開始。
烏克蘭首席談判代表波多利亞克駁斥了普京的說
法，表示不存在任何的 「西方集體」 。稍早前，在
烏軍接連撤出北頓涅茨克、利西昌斯克後，克里姆
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曾表示，烏克蘭 「放下武器
並達成俄方條件，便可在當天結束針對烏克蘭的
特別軍事行動。」

跪殺弗洛伊德
白人警判囚21年

▲7月8日，英國內閣辦公室 「首席捕鼠大臣」、貓咪拉里坐在首相府唐寧街
10號的台階上。
法新社

保守黨黨魁選舉新規則

傳約翰遜想在首相別墅辦婚禮
此外，約翰遜可能繼續擔任兩個月的看守首相，其
動向也備受關注。英國《每日鏡報》稱，約翰遜之所以
未立刻離職，是想在首相鄉間別墅舉行婚禮派對。約翰
遜夫婦2021年5月在倫敦秘密結婚，當時由於防疫規範
的限制，只在首相官邸宴請30名賓客，約翰遜夫婦計劃
今年7月30日要在契克斯鄉村別墅舉行更盛大的婚禮派
對。
約翰遜在宣布辭職的同時，也任命新的看守內閣
班子。不過，約翰遜周四表示，在新首相選出前，政
府在財政等重大問題上不會出台措施。英國5月份
通脹率為9.1%，創40年新高，各行各業罷工持
續，待這個 「不滿之夏」 過完，新首相上台時，將
面臨一個更難收拾的爛攤子。

2022年7月9日
星期六

普京首開腔：
俄不拒絕和談

候選人開始互潑髒水
英媒預計最後可能多達12人參選，目前已經有兩人
入戰圈。率先宣布參選的是女檢察總長柏斐文，其競
選活動的推特賬戶已經啟動，口號是 「希望、安全和
機會」 。下議院外交事務特別委員會主席董勤達也加
入了競選。這位退役軍人在《每日電訊報》上寫道，
他希望組建一個 「廣泛的同事聯盟」 ， 「彌合主導我
們近期歷史的脫歐分歧」 。
英媒預計，現任和前任內閣部長們，可能會利用
自己在政府中的經驗優勢，競逐黨魁一職。前財政大
臣辛偉誠、外交大臣卓慧思、國防大臣華禮仕、前衞
生大臣賈偉德和現任財政大臣查學禮等人也被外界看
好。此外，曾先後擔任外交大臣和衞生大臣的侯俊偉，
也有意願參選。保守黨資深議員貝克表示，其他議員同
僚 「懇求」 他競選黨魁。
根據JL Partners的民意調查，如果英國重新舉行大
選，辛偉誠是帶領保守黨擊敗工黨領袖施紀賢的最佳候選
人，賈偉德則排名第二。博彩公司Ladbrokes認為華禮仕最
有可能接替約翰遜。有保守黨內資深人士預測，就算參選人
很多，但大部分「很快被淘汰」，議員們可能只需要兩到三輪
投票，就能選出最後兩名候選人。有內閣部長預測，兩名
入圍候選人可能是 「政府內部一人，政府外部一人」 ，可
能是卓慧思與查學禮，對陣辛偉誠或賈偉德的格局。
英國《每日郵報》報道，儘管大部分人還未正式表態
參選，背地裏已經開始互潑髒水，包括批評董勤達太 「左
翼」 ，在 「脫歐事情上無作為」 ，華禮仕 「為人笨拙」
又是 「約翰遜的跟屁蟲」 ，卓慧思是女版 「約翰遜」 ，
太 「危險」 等等。

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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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局開鑼

【大公報訊】綜合英國《金融時
報》、《每日郵報》報道：英國首相
約翰遜周四宣布辭任保守黨黨魁和首
相，保守黨黨內的黨魁爭奪戰隨即打
響。英媒報道，保守黨內的
委
1922
員會 希望在 月初下議院結束休假
前產生新的黨魁兼新首相。目前已經
有兩人宣布參選，分別是檢察總長柏
斐文和下議院外交事務特別委員會主
席董勤達，其他人還在觀望之中。分
析評論指，英國目前內政外交一團亂
麻，在這段權力真空期間，可能會埋
下政治地雷。
﹂

A22

▲2021年5月，約翰遜夫婦
在唐寧街10號花園裏舉行小
型婚禮。
路透社

下周展開選舉程序
英國媒體報道，保守黨內的 「
1922委員會」
最快會在下周設定選舉規則。
候選人的提名人數或增加
據現時的保守黨黨魁選舉規則，參選人必須要
獲得八名或以上的保守黨議員的提名支持，但
「
1922委員會」可能會把提名人數升至20至25
人，以擴大候選人的 「
受認可程度」。
多輪選舉產生 7月21日定兩強
保守黨黨魁選舉要經過本黨議員多輪投票產
生，每一輪淘汰得票最少的人，直至最後兩強產
生。 「
1922委員會」主席布雷迪爵士稱，希望在7
月21日議會休假前確定最後兩強人選，八月份讓
全體保守黨黨員進行郵寄投票，然後在9月份議會
開幕前選舉產生新的首相。
有多少人宣布參選？
截至周五，兩人宣布參選，分別是英國檢察總
長柏斐文和下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董勤達。
來源：BBC、《每日郵報》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及中新社報道：美
國前白人警察肖萬2020年跪殺非裔男子弗洛伊
德，事件引發全球示威浪潮。當地時間7日，明
尼蘇達州一聯邦地區法院法官宣布，肖萬因侵犯
弗洛伊德民權獲刑21年。
46歲的肖萬去年已因謀殺罪等3項罪名被明尼
蘇達州一處法院判囚22年半，兩項刑期將同期執
行。不過他獲准在聯邦監獄而非在明尼蘇達州監獄
服刑。肖萬在明尼蘇達州監獄一直被單獨監禁。
法官保羅．馬格努森在宣布量刑時說，肖萬
的行為是錯誤且令人不適的。肖萬在簡短陳述中
沒有直接道歉，而是向弗洛伊德子女表達祝福。
另外，作為認罪協議的一部分，肖萬還承認了他
曾在2017年的逮捕過程中，侵犯了一名14歲黑人
男孩的公民權利，他將這名上銬的男孩臉部朝下
壓制在地上，並多次以手電筒敲擊他的頭部。
2020年5月25日，46歲的弗洛伊德因涉嫌在便
利店使用20美元的偽鈔，遭任職19年的資深警員肖
萬以膝蓋跪壓頸部9分29秒致死。現場視頻上傳網
絡後，全美各地發生長時間、大規模的反對警察暴
力執法和抗議種族歧視浪潮。肖萬和在場的另外3
名警察隨後被解職並被起訴。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查爾斯．布洛表
示，弗洛伊德事件所激起的變革期待正在慢慢
消逝，全國性的實質改革被證明是一場幻想。
通貨膨脹等話題現在比種族主義問題更受關
注，美國社會對非洲裔民權活動的支持力度已
經衰減。



約翰遜的政治遺產成了英國保守黨的負資產

周德武

世界

英國首相約翰遜當地時間7月7日宣
布辭職，這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
中。
6月6日英國保守黨議員曾經發起過
對約翰遜的不信任投票，雖然約翰遜涉
險過關，但黨內有41%的人站到其對立
面，還是讓外界大為驚訝。所以當時就
有評論認為，約翰遜在黨內如此不受歡
迎，他的政治生命將進入倒計時。中國
有句俗話，躲過了初一，逃不過十五。
令人意外的是，在短短10天內，約翰遜
就被黨內鐵桿同僚再次逼宮，特別是兩
天之內就有50多位政府閣員相繼辭職，
用 「眾叛親離」 來形容，一點也不過
分。由於約翰遜擔任首相之職還不到三
年，因此也成為英國歷史上較為短命的
一任首相。

在英國人的心目中，約翰遜是一個
矛盾綜合體，既具有傳統精英身上的特
點，出身名門，畢業於名校，才華橫
溢，出版過14本書。另一方面，他性格
狂野，私生活混亂，緋聞不斷，外界至
今搞不清楚他究竟有多少個子女。在注
重紳士風度的大英帝國，約翰遜算得上
是個不折不扣的異類，他不修邊幅，整
天蓬頭垢面，謊話連篇，缺乏羞恥心。
支持他的人稱讚他幽默、智慧、有遠
見；討厭他的人指責他是小丑、騙子和
野心家。但就是這樣一位人士在2019年
的保守黨領袖選舉中毫無懸念地勝出，
可見英國人已經飢不擇食，對他的個人
能力抱有不切實際的期待。但 「德不配
位，必有災殃。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
大，力小而任重，鮮不及矣」 。此前一
周的英國民意測驗顯示，英國約有69%
的人希望他辭職，希望他留任的只有
18%。約翰遜在辭職聲明中沒有半句的
道歉。約翰遜大談自己三年來的政績或
遺產，稱自己幫助英國實現脫歐、帶領

國家走出新冠疫情，力挺烏克蘭反擊俄
羅斯的侵略等，但他的自我認知顯然與
民眾的評判有較大的距離。
不少英國人認為，正是約翰遜在脫
歐問題上誤導了英國國民，致使英國陷
入孤立；在抗疫問題上，約翰遜傾向採
取 「群體免疫政策」 ，自己得了新冠進
入重症監護室、從鬼門關裏走了一遭之
後才開始收緊防疫措施，但顯然為時已
晚，全英累計超過18萬人死於新冠。
約翰遜出任英國首相讓世界政壇多
了一朵奇葩。前不久在德國舉行的G7峰
會上，他出盡風頭，還拿普京開涮，想
與普京比比肌肉，沒想到短短幾天之
後，他自己在內鬥中倒下，普京卻安然
無恙，且在克里姆林宮宣布，對烏第二
階段的特別軍事行動取得了決定性勝
利，普京的確可以開香檳慶賀了。
第二個要開香檳慶祝的當屬法國總
統馬克龍。馬年輕氣盛，對歐盟未來有
着強烈的使命感，當然不希望英國離
開，在英國脫歐談判過程中，與約翰遜

多有衝突。
雖然美國總統拜登談不上開香檳慶
祝，但約翰遜的離去，拜登也是樂觀其
成。畢竟在拜登的內心世界裏，他是看
不上約翰遜這類人。約翰遜有 「英國版
特朗普」 之稱，在動員民粹力量以及說
謊成性方面完全與特朗普有一拚，且在
戀棧方面與特朗普也有異曲同工之妙。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顯然是最傷心
的一位。法國總統馬克龍曾暗示烏克蘭
考慮以割讓領土換和平，遭到澤連斯基
的痛斥；在德國總統訪烏問題上，澤連
斯基也沒給這個歐洲老大面子，導致總
理朔爾茨沒有台階可下。隨着約翰遜的
離去，歐洲大國對澤連斯基的支持還有
多大力度存在變數。畢竟德國、法國都
面臨着巨大的國內民生問題困擾。英國
的民怨變成了 「不滿之夏」 ，罷工潮此
起彼伏，如果這股民怨變成歐洲的 「憤
怒之冬」 ，德國和法國領導人的日子肯
定也不好過。光在國際上刷存在感，國
內問題摞着一大堆，最後還是被反噬，

想必馬克龍們早已心知肚明。
如果說三年前文翠珊的辭職主要是
因為脫歐政策分歧導致的，而這一次約
翰遜辭職則屬於複合型危機。他撒謊成
性，引發巨大的信任危機，成為壓死駱
駝身上的最後一根稻草。在上個月的地
方選舉中，保守黨大敗。如果讓約翰遜
繼續待在首相位置上，將嚴重影響保守
黨的未來，特別是工黨要是重整旗鼓、
出現起色的話，對保守黨將是致命的。
因此，趁着工黨尚不具備捲土重來能力
之機，對保守黨進行高層人事調整勢在
必行。
保守黨新黨魁的爭奪戰已經打響，
現任國防大臣華禮仕、財政大臣查學
禮、外交大臣卓慧思以及一些前臣都是
有力的競爭者。但輿論認為，不管誰上
台執政，英國現在面臨的問題都是體制
性、制度性的，無力幫助英國擺脫脫歐
後的困境，大英帝國的落日餘暉只會將
不列顛沒落之軀的身影拉得更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