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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蘭卡危機升級 示威者闖總統府
總理宣布辭職 中國使館發安全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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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編輯：邱斌玲

步入深淵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路
透 社 、 法 新 社 、 BBC
報道：斯里蘭
卡局勢進一步動盪。 月 日，數
千人在首都科倫坡街頭進行反政府
示威，部分抗議者衝破警方防線，
佔領了總統官邸，後來總理官邸和
財政部也被佔領。目前總統戈塔巴
雅．拉賈帕克薩的去向成謎，據稱
已經離開首都。斯里蘭卡總理維克
勒馬辛哈當天宣布願意辭職下台。
中國駐斯里蘭卡大使館 日，提醒
在斯中國公民加強安全防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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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里蘭卡爆發70年來最嚴重經濟危機，民
眾憤怒持續升溫。警方於7月8日晚上一度實施
戒嚴，出動近兩萬名軍警嚴陣以待。7月9日，
成千上萬的示威者聚集在科倫坡市中心，要求
總統拉賈帕克薩辭職。警方向空中鳴槍並使用
催淚瓦斯後，仍無法阻止示威人群突破防線。
當地時間下午1時許，示威者首先衝入了首
都科倫坡的總統官邸。當地電視台直播和社交
媒體直播畫面顯示，數百名示威者佔據了官邸
內房間和走廊，他們手持國旗，呼喊反對拉賈
帕克薩的口號。外面花園同樣有數百人，也有
人跳入官邸內的游泳池一邊游泳，一邊示威。
示威者在下午2時許，包圍並衝開總統秘書處和
財政部。總理官邸也被示威者佔領，總理私人
住所被示威者縱火。
醫院發言人稱，至少有39人在這次示威中
受傷，當中包括兩名警察，已送醫接受治療。
中國駐斯里蘭卡大使館9日發布消息，提醒在斯
中國公民密切關注當地安全形勢，注意安全防
範。

總統去向成謎
在示威者衝進總統官邸時，拉賈帕克薩不
在裏面，目前下落不明。國防部消息人士透
露，拉賈帕克薩出於安全考量，周五已離開官
邸，轉移到安全的場所。當地媒體報道，有兩
艘斯里蘭卡軍艦載着神秘乘客離開科倫坡港。
總理維克勒馬辛哈隨即緊急召開會議，表
示願意辭去總理職務，讓新政府接任。維克勒
馬辛哈稱，已向總統提出組建全黨派政府的建
議。他亦被轉移到一個安全的地方暫避。
斯里蘭卡數個反對黨領導人同時要求總統
辭職。曾任總統的斯里蘭卡自由黨黨魁西里塞
納表示： 「總統和總理必須立即辭職，否則政
治不穩定將惡化。」

政局不穩 或阻礙紓困談判
斯里蘭卡正經歷自1948年獨立以來，最嚴
重的經濟危機。民眾將國家經濟崩盤的原因歸
咎於拉賈帕克薩政府經營管理不善。從今年3月
起，就有民眾發動示威，要求總統下台。5月
份，當地示威衝突升級，總統的胞兄、總理馬
達欣．拉賈帕克薩宣布辭職。戈塔巴雅不顧外
界要求他下台的呼聲，任命了維克勒馬辛哈為
新總理，發誓領導國家走出危機。
斯里蘭卡6月份通脹已高達54.6%，預計在
未來幾個月上升到70%。7月5日，斯里蘭卡政
府宣布國家破產，其拖欠的外債超過500億美
元。當局正在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就30億美元
的紓困援助進行談判，並與多國債權人進行債
務重組談判。持續的大規模示威和政治動盪，
有可能干擾談判進行。

▲7月9日，斯里蘭卡警察使用催淚瓦斯驅散示威者。

美聯社

▶斯里蘭卡示威者7月9日佔領科倫坡的總統秘書處大樓。
路透社

斯里蘭卡危機逐個看
•通貨膨脹率已高達57.4%，

•預計在未來幾個月上升到70%。

•國內連續多個月面對燃料和醫藥品等
必需品短缺。

•超過 600 萬 斯里蘭卡人下一餐無着
落。

▲斯里蘭卡總統官邸內部被大批示威者佔領。
路透社

•該國目前拖欠外債超過500億美元。

▲部分示威者跳入總統府官邸內的泳池游泳。
法新社


馬斯克為何要購買推特？

馬斯克突叫停收購 推特擬對簿公堂
【大公報訊】綜合彭博社、路透
社、《華爾街日報》報道：全球首富
馬斯克收購社交媒體平台推特一事，
又出現新的戲劇性轉折。馬斯克8日
突然叫停收購案，聲稱推特嚴重違反
協議，推特稱將就收購案一事與馬斯
克對簿公堂。
根據7月8日提交給美國證券交易
委員會的文件，馬斯克將取消以440
億美元收購推特的交易。其律師稱，
推特嚴重 「違反了該協議的多項條
款」 ，並在馬斯克簽訂合併協議時作
出了 「虛假和誤導性陳述」 ，還指出
通過解僱高管和凍結招聘來偏離其正
常業務流程。推特董事長則發推文稱
將 「致力於強制性執行完成交易」 ，
並採取上訴與馬斯克 「對簿公堂」 ，
還指有信心會贏。
馬斯克在今年1月私下購買推特
股票成為最大股東，但又拒絕其董事
會席位，他4月底提出以440億美元購

買推特。推特最初並不看好這次收
購，曾以 「毒丸計劃」 阻礙馬斯克的
收購。
馬斯克拋出收購案後不久，又公
開質疑推特用戶中存在大量的虛假賬
號和水軍賬號，威脅要取消交易。推

▲7月8日，馬斯克稱終止440億美元
收購推特的交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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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現時用戶為2.29億，該公司稱假賬
號或機器人賬號不足5%。
馬斯克的最新決定，令一眾收購
律師驚訝不已，猜測此舉是談判技
巧。特拉華大學退休教授埃爾森表
示，馬斯克公開宣稱將終止這筆交易
可能只是 「談判策略」 ，因為推特未
能回應多項有關平台上虛擬賬號和垃
圾賬號的資訊並非 「實質性的不利變
化」 ，而馬斯克律師的聲明，亦更像
一個談判立場的展示。
受最新消息影響，推特股價周五
下跌5%，至36.81美元，遠低於馬斯
克提出的54.20美元，而特斯拉股價
卻攀升2.5%至752.29美元。根據馬
斯克提出的條款，若沒完成交易，必
須支付高達10億美元的 「分手費」 。
但分析認為， 「分手費」 恐遠不
止10億美元，推特可能會到法院起訴
馬斯克，強迫他完成收購，馬斯克與
推特在未來或陷入長期的法律糾紛。

馬斯克他聲稱自己購買
推特，是要打造一個完全不
限制言論自由的社交媒體平
台。馬斯克自己的推特賬
戶，目前擁有1億粉絲。

開出交易條款如何？
馬斯克開出的收購條款
包括，如果最後收購失敗，
須賠償10億美元。但法律專
家認為，10億美元的中止交
易賠款未必足夠，推特有可
能通過法庭令強迫馬斯克完
成收購。

終止交易，影響如何？
推特股價周五下跌
5.1%，約1.98美元，現時每
股為36.81美元。推特股價在
今年已下挫15%。

推特的假賬號有多少？
馬斯克多次批評推特上
存在大量的假賬號，可能佔
總體用戶的20%。推特現時
用戶為2.29億，該公司稱假
賬號或機器人賬號不足5%。
來源：路透社、彭博社


周德武

安倍之死的偶然與日本修憲的必然

世界

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被刺
身亡，在犯罪率極低、槍支管制極為嚴
格的國家，發生這種事更是匪夷所思。
美國、印度、巴西等國都為安倍之死降
下了半旗，還有一些國家領導人對他的
評價也是不吝辭藻，足見其在世界舞台
中的影響力。
雖然安倍已逝，但他一路小跑去見
普京的鏡頭歷歷在目；有一次，安倍陪
特朗普打高爾夫，去沙坑救球意外摔
倒，他迅速爬起、追趕着頭也不回的特
朗普，讓人感慨萬千。安倍表現出的謙
卑甚至 「卑躬屈膝」 ，讓中國人看起來
非常不舒服，但在他看來，這一切都是
為了日本的國家利益，即使有失面子也
在所不惜。正因為如此，有人評價安倍
是條硬漢，其能屈能伸的做派才是國際
舞台中的狠角。
安倍之死看似是一起突發事件，但
是冥冥之中也有一些注定的成分。安倍
的一個重要使命就是推動修改憲法。根

據日本《國民投票法》，特別重大事
項，必須獲得參眾兩院三分之二議員的
同意。儘管這一次參議院選舉，自民黨
與公明黨獲得半數席位板上釘釘，但要
達到三分之二多數的修憲最低門檻，還
需要夠一夠，所以安倍來到奈良縣，為
選情危急的選手拉票助選、加油打氣。
槍手山上徹也是一位41歲的男子，
曾經在日本海上自衛隊服役，目前正處
於失業狀態，這也是對外界吹噓的 「安
倍經濟學」 成功的巨大諷刺。
從現場視頻回放中可以清晰地看
到，山上徹也在打完第一槍後，安倍還
轉身回望到底發生了什麼，緊接着第二
槍，安倍應聲倒地。網上出現了安倍安
保問題的廣泛討論，認為日本的安保不
專業。其實，無論是安倍本人，還是貼
身保鏢都不專業，根本不像西方國家那
樣，一旦遇到槍擊事件，第一反應是所
有人都趴下。由此可見，在戰後的幾十
年裏，日本治安相對良好，人們都已經
習慣了這種平靜。日本每年槍支犯罪都
是個位數，在這次突然襲擊面前，大家
反應遲鈍也是符合邏輯的。看來，小至
領導人的安保，大至一個國家的國防事

業，和平久了，自然就會出現懈怠，當
戰爭真正來臨時，都有點措手不及。這
起事件過後，全球政要對防彈背心的需
求或將大大上升。
安倍開創了日本首相執政最長的歷
史，他前後兩任加起來達9年之久。2012
年再次當選日本首相之後，一坐就是8
年。他這一任，幹成了他的前任想幹而
沒有幹成的大事，但也留下了不少遺
憾：一是打算借2020年的日本東京奧運
會，有意複製1964年奧運會的神話，但
新冠疫情突如其來，讓東京奧運會被迫
推遲一年，而他自己也因舊疾復發，於
2020年9月把奧運的接力棒交給了菅義
偉。
另一大遺憾就是修改憲法壯志未
酬。日本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
國，被美國佔領，而由美國一手主導的
日本憲法則成為遏制軍國主義復活的一
個鐵籠，同時也是日本國家正常化的一
大障礙。
和平憲法最核心的條款就是日本永
遠放棄發動戰爭、武力威脅或以武力作為
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而修改這一條無疑
將觸動日本社會最敏感神經，社會的強烈

反彈在所難免。但安倍頂住壓力，於
2015年首先成功修改了安保法案，實現
了集體自衛權的有限突破，但他的修憲企
圖一直遭遇激烈的對抗，不得不暫時蟄
伏。但他非常清楚，今後要想突破限制，
一方面需要進一步凝聚國民對修憲的共
識，特別需要塑造外部敵人，另一方面，
也要打消美國的疑慮，至少讓美國採取睜
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這就需要把美
國的戰略目標與日本的戰略目標進行有效
的契合，而在遏制中國這一點上，美日兩
國實現了合流。所以，我們看到日本這些
年在配合美國遏華戰略方面特別賣命，如
影隨形。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肯定安倍對中日
關係做出過貢獻。2011年因釣魚島收購
風波引發中日關係緊張。安倍上任以
後，也為修復中日關係做出過努力，並
於2018年10月正式訪華。如果不是因為
疫情的原因，中國最高領導人可能於
2020年春暖花開時節就實現了互訪。但
歷史沒有假設，2020年秋天安倍下野之
後變得無所顧忌，對中日關係的破壞性
遠遠大於建設性，有人認為這是安倍真
實想法的表露。在台灣問題上，安倍發

表了一系列不負責任的言論，稱 「台灣
有事，即是日本有事」 ，呼籲美國放棄
對台模糊政策，明確地與日本一起保衛
台灣。台灣問題是中國的核心利益，想
必這是中國民間對安倍極其反感的重要
原因之一。
安倍追求 「國家正常化」 的目標，
迎合了戰後一代、特別是日本年輕人的
政治需要和精神需求，他們渴望贏得與
經濟地位相稱的政治和軍事大國地位，
安倍因此成為新一代日本民族主義的代
言人，他日趨激進的右傾保守政策無疑
激化了日本社會最深層次的矛盾。
1960年，安倍的外祖父、時任首相
岸信介執意修改《美日安保條約》，挑
起了日本社會的左右翼之爭和社會動
盪，在新的條約通過之後不久，他就遇
到了刺客而受傷，不久後辭去了首相一
職。安倍這次去奈良助選，其根本目的
還是為修憲作鋪墊。安倍骨子裏激進的
想法，這次撞上了失意中年男子山上徹
也情緒發洩的槍口，釀成了日本的世紀
性悲劇，偶然之中也似乎多了一些必
然。安倍走了，但軍國主義的陰魂不
散，日本未來的走向依然充滿懸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