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國君主同時也是英聯邦
（Commonwealth of Nations）
的虛位元首。英聯邦目前有54個
成員國，絕大多數為前英國殖民
地或附屬國，因此被批評是 「新
殖民機構」 。部分英聯邦國家將
英國君主視為自己的國家元首，
這些國家被稱為英聯邦王國
（Commonwealth Realm），其
中包括加拿大、澳洲及新西蘭等。

伊麗莎白二世於1952年繼承
王位後的數十年間，幾乎每年都會
巡遊英聯邦，拉近與各成員國的關
係，但無法阻擋獨立浪潮。她在位
期間，十多個英聯邦王國擺脫君主
制，最近的例子是2021年11月改
制共和的巴巴多斯。

如今除了英國之外，英聯邦
王國只剩下14個，包括加拿大、
新西蘭、澳洲、牙買加等。多家媒
體預測，女王去世後，查爾斯更加
無法維繫這一 「共主聯邦」 ，更多
國家將加速走向共和。路透社8日
報道指，今年6月查爾斯代替母親
出席英聯邦國家首腦會時，已有多
國對他接任英聯邦元首表示 「不
安」 。

前殖民地向英國索賠
當地時間9日早上8時27分，

距離伊麗莎白二世去世的消息公布
僅過去5個小時，澳洲綠黨黨魁班
德就在推特發文說： 「現在，澳洲
必須向前邁進。我們需要與原住民
簽訂條約，我們需要成為一個共和
國。」 同樣出身綠黨的澳洲參議員
法魯奇措辭更為激烈： 「我無法悼
念一個種族主義帝國的元首，這個
帝國建立在被殖民者的生命、土地
和財富之上。」

1999年，澳洲曾就是否實行
共和制舉行全民公投，當時君主立
憲派佔多數。但澳洲媒體今年1月
公布的民調結果顯示，如果再次舉
行公投，共和派（38%）將戰勝
君主立憲派（30%）。5月，主張

再次舉行公投的工黨上台執政，新
總理阿爾巴尼斯專門設立了 「共和
國事務助理部長」 職務，負責處理
澳洲向共和國過渡相關事宜。不過
他9日表示現在不是談論政治的時
候， 「今天是向女王致敬的日
子。」

加拿大安格斯里德研究所8月
公布民調結果，顯示加拿大民眾亦
傾向於在女王去世後廢除君主制。
58%的受訪者認為巴巴多斯等國
擺脫 「英國殖民統治」 是正確的，
51%認為加拿大也應該擺脫君主
制。

加勒比地區前英國殖民地的
政界人士和活動人士再次呼籲取消
英國君主在當地的國家元首地位，
並要求英國為歷史上的奴隸貿易罪
行支付賠償。巴哈馬國家賠償委員
會主席霍爾．坎貝爾表示，英國君
主更替或將成為推動賠償討論的一
次機會。

今年3月，威廉王子夫婦訪問
伯利茲、牙買加和巴哈馬3個英聯
邦國家，所到之處民眾均舉行反殖
民抗議活動。在牙買加，二人隔着
鐵絲網與當地民眾握手的照片引發
巨大爭議，網友批評他們對有色人
種沒有絲毫尊敬。

哈佛教授促正視血腥歷史
哈佛大學歷史教授賈薩諾夫

在《紐約時報》發表評論文章指，
女王被視為英國的 「主心骨」 ，在
如今這個動盪的時代，她的離世或
許會令世界各地的人感到悲傷，但
決不能因此美化英國血腥殖民史，
也不應該忽視女王在位期間英國對
反殖民力量的殘酷鎮壓。

賈薩諾夫指出，伊麗莎白二
世1952年匆匆結束對肯尼亞的訪
問回國繼位，同年英軍在肯尼亞強
硬鎮壓反殖民的 「茅茅起義」 ，數
萬人被關進集中營，遭到殘酷虐
待。塞浦路斯和也門等地也發生過
類似事件。

英聯邦王國失主心骨 恐分崩離析
廢君主浪潮再起 澳議員籲改制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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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選國家元首 保留君主

查爾斯威信不足 蘇格蘭北愛離心
【大公報訊】據《每日郵報》報

道：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去世後，英
國不僅面臨國際影響力進一步下滑的困

擾，內部分裂問題也不容忽視。前BBC
記者安德魯．尼爾警告指，蘇格蘭與英
格蘭的聯盟正處於危險之中。

尼爾表示，查爾斯三世會像女王一
樣愛蘇格蘭，但他根本沒有女王那樣的
權威。《時代周刊》則指出，蘇格蘭歷
來不太支持君主制。

蘇格蘭首席部長斯特金在推特發文
悼念女王，並表示： 「我代表蘇格蘭人
民向國王和王室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然而，這條推文下大部分蘇格蘭網友的
回覆都是 「這次你不能代表我」 ，甚至
有人表示： 「我正等着你趁這個機會推
動獨立公投呢。」

2014年的蘇格蘭獨立公投未獲成

功，斯特金正在推動第二次公投，計劃
於明年10月舉行。有分析指，如今的英
國已經脫歐，而蘇格蘭希望留歐，與倫
敦分歧加深。

北愛爾蘭網友亦表示，查爾斯三世
不是北愛的國王， 「他是個好人，但北
愛應當是自由的」 。女王去世前任命的
新首相特拉斯年輕時曾公開呼籲廢除君
主制，如今又堅持要廢除與歐盟簽署的
《北愛爾蘭議定書》，勢必加劇北愛與
倫敦之間的矛盾。

6月公布的民調顯示，英國民眾過去
10年間對君主制的支持率下降了13%，
18至24歲年輕人的支持率更大跌26%，
目前只有33%。

▲蘇格蘭民眾8月舉行示威，表達對倫敦
保守黨政府的不滿。 美聯社

▲2021年，查爾斯以英國王儲身份見證巴巴多斯走向共和。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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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英聯邦王國或
走向共和

加拿大

反對保留君主立憲制

支持保留君主立憲制

不確定

澳 洲

支持共和制

反對共和制 不確定

來源：安格斯里德研究所、《悉尼先驅晨報》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紐約時報》報道：英國
女王伊麗莎白二世8日逝世，在英聯邦王國成員之一的澳
洲，有政客9日即呼籲進行憲法改革建立共和國，不再將英
國君主視為國家元首；加勒比地區的反君主制呼聲再起。
英媒形容女王是將各方黏合在一起的 「膠水」 ，隨着她的
離世，英聯邦甚至是英國自身分崩離析的風險顯著增加。
美媒表示，女王見證了大英帝國的終結，繼承王位的查爾
斯三世或將見證君主制的終結。

Queen Elizabeth Ⅱ

英 女 王 逝 世

英國為維繫與前殖民地
關係建立的國際組織，成立
於1931年，由英國君主擔任
虛位元首。目前英聯邦有54
個成員國，大多為前英國殖
民地或附屬國。

英聯邦簡介
英聯邦

部分英聯邦國家實行君
主立憲制，並將英國君主視
為自己的國家元首，這些國
家被稱為英聯邦王國。英國
君主通常會委派一位總督在
當地代行職責，而該國的政
府首腦地位在總督之下。伊
麗莎白二世在位期間，十多
個國家先後擺脫君主制，走
向共和。

目前除了英國之外，英
聯邦王國的成員只剩下14
個，包括加拿大、新西蘭、
澳洲、牙買加、巴哈馬等。
澳洲、牙買加等國亦表示有
意擺脫君主制，實行共和
制。

英聯邦王國

大公報整理


英國將開啟動盪與分裂的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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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走完了自己
96載的人生。從1952年登基開始，共任
命了15任英國首相，算得上是 「鐵打的
君主、流水的首相」 。具有諷刺意味的
是，剛剛當選的新首相特拉斯年輕時候
就主張廢除君主制，在其覲見女王兩天
之後，伊麗莎白女王就永遠閉上了雙
眼，讓人們多了些富有迷信色彩的解
讀。

伊麗莎白成為世界上在位時間最長
的君主，而查爾斯王子也變成等待時間
最久的王子。但不管怎麼說，查爾斯王
子最終修成正果，正應驗了那句話：命
裏有它終須有，命裏無時莫強求。查爾
斯王子已正式繼承王位，成為查爾斯三
世（又譯查理三世）。查理一世於1649
年被 「英國革命」 發動者克倫威爾送上
了斷頭台；而查理二世喜歡拈花惹草，

民望極差，在位期間，倫敦曾發生過一
場大火並暴發了大瘟疫；如今查理三世
的命運到底如何，讓人們多了一些想像
的空間。

伊麗莎白在位70年，堪稱一段世界
傳奇。她70年的勤政雖為英國人贏得了
一些體面，但並不能挽救英國衰落的大
勢。如果說第一次工業革命由英國引
領，而第二次與第三次工業革命已經與
英國無緣，而更多地由德國與美國所主
導，更不用提第四次工業革命了。不
過，大英帝國依然憑藉英鎊的地位，在
國際金融市場上至今佔有一席之地，並
保留了英聯邦體系。

大英帝國的最繁盛時期在19世紀
30年代至80年代，大約維持了半個多
世紀，之後經歷了一個半世紀的衰落，
但英國仍然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19
世紀末、20世紀初，前殖民地──美國
後來居上，其GDP全面超過英國。在歐
洲地區，英國還遭遇到了德國的強力挑
戰，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相互殘殺，最
終把英國送上了手術台。2022年，另一

個前殖民地──印度的GDP也超過了英
國，大英帝國在世界的排名進一步滑
落。

媒體普遍認為，伊麗莎白的離世標
誌着一個時代的結束。但這一時代的結
束是否意味着開啟動盪與分裂的新時
代？

當下的英國內憂外患。首先，政府
面臨着嚴重的信任危機。在過去的6年
間，英國已經換了四任首相，六年四相
的紀錄成為英國政治走向衰敗的重要標
誌之一；另一方面，英國7月份的通貨膨
脹率超過10%，能源賬單讓一些家庭喘
不過氣來，國家正面臨社會動盪的前
夜；英鎊與美元的匯率也處於1985年以
來的最低水平。

其次，王室之內也是危機四伏。除
了查爾斯三世之外，伊麗莎白女王的二
兒子安德魯王子捲入了愛潑斯坦性醜
聞，而她的孫子哈里王子因為與非裔離
異女子梅根結婚而引發巨大爭議，梅根
曾在接受採訪時指責英國王室存在 「種
族歧視」 ，從而把王室的內部矛盾推到

風口浪尖。
查爾斯本人與卡米拉的婚外情是上

個世紀90年代的熱門話題，讓戴安娜王
妃之死變得撲朔迷離。此外，查爾斯還
捲入沙特王室成員的捐款風波，把大英
帝國勳章授予他人，存有 「賣官鬻爵」
的嫌疑，查爾斯的號召力、影響力和凝
聚力無法與其母伊麗莎白女王相提並
論，查爾斯的登基只會激起英國民眾對
王室存廢問題的進一步關注。

再次，從國際層面來看，新國王的
凝聚力大不如前，在英聯邦可能產生退
群的連鎖效應。前不久巴巴多斯宣布脫
離英聯邦成為共和國，其他國家如澳
洲、新西蘭、加拿大及加勒比國家會不
會也加速脫離英聯邦，隨時都會成為媒
體的熱話。

第四，就英國國內層面而言，大不
列顛與北愛爾蘭聯合王國的國名能否保
住也存有疑問。由於英國堅持脫歐，作
為妥協，英國與歐盟達成了《北愛爾蘭
議定書》，即北愛爾蘭地區與愛爾蘭共
和國之間保持貨物暢通，換句話說，英

國與歐盟的貿易邊界不包括北愛爾蘭地
區，等於承認北愛爾蘭享有貿易領域
「變相獨立」 的地位，這讓英國十分後
悔。無論是前任約翰遜，還是現任首相
特拉斯都企圖修改《北愛爾蘭議定
書》，有意在北愛爾蘭地區樹立 「硬邊
界」 ，這當然有違與歐盟達成的國際協
議，歐盟對此感到憤怒與不安，這個問
題處理不好，北愛爾蘭掀起第一輪獨立
運動也未可知。

蘇格蘭也有意進行第二次公投，
2014年的那次公投，55%的人主張留在
英國，讓蘇格蘭的獨立願望化為泡影。
不過蘇格蘭大部分人也主張留在歐盟之
內，對英國脫歐十分不滿。特拉斯在競
選期間表示，她上任後堅決反對蘇格蘭
舉行第二次公投，但蘇格蘭首席部長斯
特金仍執迷不悟，接下來雙方的政治博
弈將以何種方式收場考驗着大英帝國的
凝聚力。總之，伊麗莎白女王的背影雖
離塵世遠去，但大英帝國分崩離析的可
能性及挑戰卻成為新國王查理三世揮之
不去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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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