嘯

1993年度的諾貝爾和平獎，
由曼德拉（非洲人國民大會主
席）和德克勒克（南非總統）一
同獲得。他們為推動南非「從種
族隔離走向和平、民主和發
展」，作出相當的努力。
恥辱的歷史終歸要結束。南
非’是非洲最大和最後的種族主
義保曼。當地白人佔全國人口的
1
3 % ’達5百萬，統治着3千多萬黑
人°十五世紀降，「文明的歐洲
人」開始在非洲物色殖民地。
1652年以後，來自荷蘭、英吉利的
g人，成了南非的統治者，迄今
三個半世紀。他們自命「文明的
使者j，高喊拯救「黑色大
陸 J ’開化「野蠻民族」，普羅
黑人被視作低等民族’只能由優
等的白人支配一切。生於斯長於
斯的南非黑人，竟是外來殖民者
的世紀奴隸1

1948年’南非國民黨（由白
人組成）打着「種族隔離」的旗
號上台，全面推行種族隔離制
度：事事、處處維護白人的高貴
權益’刻意賤待黑人，藉以造成
黑白壁壘森嚴。勢不兩立以至老
死不相往來°又頒佈一系列鎮壓
性法律’企圖通過暴力鎮歷黑人
•的反抗活動’維持白人的至尊地
位°
南非黑人奮起抗爭。非洲人
國民大會（〔由南非共產黨和南
非工會聯盟組成〕簡稱非國大）
是其中的反抗主力’面對當局的
暴政’乃於六十年代轉用武裝鬥
爭的方式’爭取推翻白人政權，
令黑人擺脱政治上受奴役、經濟
上被應榨、文化上遭矮化的不平
等局面。
南非當局以鐵腕政策對付異
己：殘殺黑人示威者，囚禁反對
派成員’曼德拉更身陷图圄達30
年，非國大的領導機構被迫流亡
國夕卜°

50

世界各國同聲譴責南非當局
的倒行逆施。除了外交上加以孤
立’又限制其參加國際體育活
動，並於八十年代對她作貿易制
裁，希望迫使當局取消種族隔離
政策，恢復黑人應有的權利。
要促成黑白族裔平等相處，
殊非易事。首先，白人唯我獨每
的局面已維持達350年0時間的增
長’地理的阻隔，南非白人早就
自成一族。荷裔白人（即布爾
人广’早已同荷蘭斷絕聯繁，自
稱阿非利卡人；1961年，南非退
出英聯邦成立共和國，英裔白人
也同衰落的「大英帝國j脱離關
係°這些白人已視南非爲故土，
習慣於凌駕黑人。黑人一旦崛
起’勢必削弱前者的旣得利益‘。
如何消除彼此的世仇宿怨’拉近
兩者天差地遠的社會地位’達致
同享政治權力，確是費煞思量。

再者，黑人之間的就業競

件：解除對非國大和其他政治組

頹，加上美、法和西德等西方國

爭、部族矛盾、各政治派系的紛

織的禁令；軍隊和武裝警察撤離

家的催促’南非當局於是決定與

爭，同樣錯綜複雜，亟待解決。

黑人城鎮；取消拘留法；釋放曼

非國大、南非共產黨等對話。非

這種混亂的局面，誰能夠改變？

德拉和其他政治犯；取消緊急狀

國大也因來自蘇聯東歐的外援不

態。倘若政府答應，雙方可以進

繼、以致非洲南部和風漸盛’從

行談判。

而走上談判之路。

時勢造英雄。四+多年來，
南非政府的武力鎭壓’並未打拷
非國大等反抗力量，遍及全國的

南非黑人民權領袖曼德拉繁

和平談判的核心’是制定非

黑人群衆運動’衝擊着白人少數

獄近30年後，也於1989年7月與博

種族主義的憲法（制憲），藉以

統治者。踏入八十年代，白人對

塔首次會面，並支持和平進程。9

建立新的民主政權。南非政府與

南非國民黨的支持率不斷下降：

月份，非洲統一組織發表《哈拉

非國大是進行對等談判的，但目

由1981年的57%，到1987年的

雷宣言》’要求比勒陀利亞政權

標有別：白人希望在基本不放棄

53%，以至1989年的487。，得票率

(南非當局）「創造通過談判結

政權的前提下，作出讓步，以擺

年來首次低於五成。維持種

束種族隔離制度的可能性」。宣

脱困境；黑人則要求白人交出政

族隔離政策，壓榨普羅黑人，顯

言更列出建立新南非的憲法原

權。儘管矛盾重重，雙方仍積極

然不利於當局的統治。

則°

謀求解決之道。

其實，自七十年代起。，白

德克勒克便在1990年2月2日

南非和平進程可分為兩個階

人當局已感到本身處境不妙。沃

的議會開幕儀式上，指出「1989

段。第一階段：以1990年2月德克

斯特政府提出過「改革」的口

年9月6日的大選使我們國家無可

勒克的議會演講算起，至1991年

號。其後，博塔政府於1978年宣

改變地走上了劇烈變革之路，其

12月的第一次民主南非大會為止，

佈：實行「總體戰略」，包括對

基礎是……只有全體人民的代表

主要為制憲談判消除障礙和作準

種族隔離制度作枝節性的「改

性領袖之間通過談判達成誌解才

備：釋放政治犯和准許流亡者回

革」’直至建立三院制議會，吸

能保證持久和平。j他並且宣佈

國、中止武裝鬥爭、廢除種放主

納有色人和亞洲人參加，又堅持

解除對非國大、泛非主義者大會

義法律、取消緊急狀態，以及舉

鎮壓非國大等黑人組織，企圖藉

和南非共產黨的禁令，釋放有關

行全國和平會議’共商解決暴力

「自我調整」來維持白人統治。

人員；取消對聯合民主陣線、南

衝突問題，舉行愛國陣線會議協

但黑人的奮勇鬥爭以及白人當局

非工會大會等33個組織的限制；

調黑人步伐等。

內外交困的形勢，宣吿「總體戰

釋放根據緊急安全法監押的374名

略」失敗。•

政治犯以及即將釋放曼德拉等。

非大會為起點，具體進行制憲談

從而清除了談判的障礙。

判。第二次民主南非大會在1992

1989年2月及9月，德克勒克

第二階段，由第一次民主南

先後接替博塔出任南非國民黨首

國際大氣候的轉變’更促成

年5月舉行，卻因各方對「制憲議

腦和國家元首。面對國民黨在大

南非當局與非國大的提手言和。

會」、「臨時政府」、「國家體

選中得票率下降，德氏及較明智

八十年非代末，美蘇兩國修好，

制」和「時間安排」的重大分

的白人，認識到博塔政策不合時

並安排南與安哥拉、古巴進行外

歧，陷入僵局。同年6月’發生博

宜；至於70%的選民支持進一步改

交談判，1988年12月，三方簽署

伊帕通慘案，大批黑人被殺，令

革，則促使德克勒克決定以非國

關於納米比亞獨立和古巴軍隊撤

談判中斷。幾經努力，曼德拉和

大為主要談判對手，謀求和平共

出安哥拉的和平協議。南非藉以

德克勒克，在9月舉行會談’化解

處°

減輕邊境壓力，也改善了國際形

了危機。1993年4月’多黨談判正

象°翌年的東歐巨變和蘇聯衰

式恢復，卻因南非共產黨漢尼遭

非國大也因應時勢，希望和
解。多年的武裝鬥爭，仍無法在

暗殺而產生激蕩；經過非國大等

南非建立大本營’也未撼動白人

26個政黨和組織的協商，終於在

統治政權。在鄰國的基地和辦事

1993年7月2日確定：1994年4月27

處’常被南非突擊隊越境偷襲。

曰，為南非歷史上第一次不分種

難道非國大要與白人當局永遠難

族的大選日期，通過選舉產生的

分難解？

制憲議會，將制定新憲法，結束
南非白人少數延繽達350年的種族

另覓出路才是上策。1987年7
月，非國大透過南非知名白人’

主義統治。通過大選，南非必定

向當局轉'達和談的意願，希望政

出現黑人佔多數的議會和政府。

府改變頑固的態度。1989年7月，
非國大主席坦博提出五項基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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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是南非「黑、白政黨」求同存
異的成果。
不過，暴力衝突依然是和平
路上的巨石。自確定多種族選舉
日期後，超過7百名黑人在黑人城
鎮流血衝突中死亡°在德克勒克
政府與黑人政黨的三年和談
(1990-93 ) 中 ， 暴 力 衝 突 導 致 九

千多黑人喪生，和平進程迭遭阻
撓°

在這關鍵時刻，曼德拉向全

作，南非將出現可喜的新景象。

國發表講話。強調冷靜、克制，
呼籲黑人加強團結，對付白人極
右派破壞和平進程的陰謀。這位
七十餘歲的領袖，通過組織和參
加一連串悼念漢尼的群眾運動，

「 攜 手 建 設 新 南 非 j ’相信
是 南 非 普 遍 人 民 的 願 望 ° 93年11
月17日’各黨派終於通過〈南非
新憲法〉。但是’文化語言的歧
異、意識形態的矛盾、新舊利益

有效地疏導黑人的憤怒情緒，使

的衝突、黑白偏見的牢固，均非

大家集中於推進改革的政治方

一朝一夕可以解決，亟待黑、白

向，避免了暴力衝突的升級與惡

各方的通力合作’才能共享和平

化，令多黨制憲談判取得重大成

成果。

暴力衝突的根源’主要是白

功：「民主南非大會」的參加

人極右翼勢力的恐怖活動，因卡

者’由19個政黨增至26個；一度

塔自由黨（以祖魯族爲主體）同

退出的泛非主義者大會，頑固的

非國大支持者之間的仇殺。白人

白人保守黨都加入談判行列。令

保守黨和極右翼派系’高喊「保

多黨談判的代表性更廣泛’決議

護阿非利卡人的社會文彳Bj ’竭

也更有效力。

德克勒克和曼德拉，為此跨
出了第一步。前者放棄白人獨佔
政權的構想，積極和非國大等黑
人政黨共商大計，其勇氣與識
見 ， 應 予 肯 定 ° 93年中，在聯合
國取消經濟制裁下，南非得以重

力反對舉行多種族大選。因卡塔

曼德拉及非國大的遠見，也

自由黨（與非國大在1983年以前

表現在他們的堅持大原則上。儘

黑人民權領袖的典範，他為爭取

管7月2日決議M994年4月27日為

廢止種族隔離政策而繁獄達30

多種族大選日期。但在8月初，南

年，依然矢志不瑜，為南非和平

非黑人城鎮又發生連串仇殺事

出力°

爲盟友’後來反目）’反對非國
大與德克勒克政府掌握多黨制憲
制談判的主導權’又懼怕祖魯族
人利益在未來日子被非國大獨
佔。因此，黑人與白人’黑人與

返國際大家庭。曼德拉更是南非

件，非國大再次呼顳成立多黨維

黑人，仇殺不斷。

為排除白人極友派的阻力’
德克勒克於1992年初，果斷提出
白人公民表決。同年3月，白人公
民投票結果顯示，69%的白人贊成
政府繼縝進行廢除種族隔離制度
的改革。南非國民黨得以推動和
平進程。

持和平部隊’共同指揮南非的治
安部隊和警察，以維護治安和秩
序°
曼德拉再三強調：尊重白
人’歡迎白人留在新南非。又指
出未來政府不是建基於復仇主
義，而是立足在法治制度。至於

白人極右派並不死心。除了

新南非的政體，他認為「東方和

揚言籌建軍隊，發動戰爭外，更

西方的政制都值得南非借鏡。J

採取暗殺行動’企圖阻檔改革車

此外’他承諾南非的經濟結構不

輪前進。1993年4月，藉暗殺南非.

作劇變，歡迎外商投資於新南

共產黨總書記漢尼，：企圖破壞即

非，可見他的經國遠圖。

將恢復的多黨制憲談判。漢尼之
死，引發黑人的復仇火焰，一場
席捲全國的暴力浪潮迫在眉睫。

飽歷憂患，苦盡甘來。建設
民主新南非，並非只是夢想。只
要黑白各族冰釋前嫌’竭誠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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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注：
本文的有關資料’分別引
自：
1.《國際問題研究》，1993
年第3期：
2.《瞭望周刊》（海外
版），第28、37期；
3 . 《 亞 洲 週 刊 》 ’ 1993年9月
12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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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致謝，並向《嶺南人、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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