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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查國會騷亂 美眾院可閱白宮密件

今年1月6日美國國會清點總統大選
選舉人票期間，特朗普的支持者暴力衝
擊國會，造成5人死亡。民主黨人控制的
眾議院6月底成立 「106特別調查委員
會」 ，要求從國家檔案館調閱特朗普大
選前後的700多頁白宮紀錄，包括時任白
宮幕僚長梅多斯等人的手寫筆記，以及
特朗普的通話紀錄和訪客信息等。特朗
普於上月18日針對調查委員會提起訴
訟，主張白宮紀錄受總統行政特權及保
密條款保護，委員會構成非法索取。

8日，特朗普向聯邦地區法官楚坎
（Tanya Chutkan）提交緊急動議，要
求後者發布禁令，阻止國家檔案館交出
白宮紀錄。這一請求9日被駁回，為民主
黨人調閱文件掃清道路。特朗普隨即宣
布發起上訴。國家檔案館則表示，除非
上訴法院或最高法院介入，否則計劃在
12日下午開始移交敏感文件。

特朗普或上訴至最高法院
楚坎認為，公布白宮紀錄符合公共

利益，應允許立法和行政機構合力研究1
月6日暴力事件是如何發生，並考量立法
以防此類事件再度重演。法官亦否認特
朗普聲稱行政特權 「永久存在」 的說
法。她說， 「總統不是國王，原告也不
是總統」 ，有資格主張行政特權的應是
現任總統拜登，並抨擊特朗普援引行政
特權旨在保護個人利益。行政特權是美
國總統對他與下屬的一些討論以及高級
別政務活動等材料不予公開的權利，拜
登10月底以不符合美國利益為由，拒絕
特朗普行使行政特權。

「106特別調查委員會」 對裁決表示
歡迎，委員會主席湯普森表示，希望了
解白宮1月6日和前幾天發生之事的每一
個細節，查明特朗普在煽動大選 「舞
弊」 假新聞傳播及騷亂事件中所扮演的

角色。他亦批評，
特朗普不應再表現
得像個 「被寵壞的
孩子」 。

CNN指出，特
朗普曾希望將訴訟
拖延至2022年11
月的中期選舉，
期望屆時共和黨
能夠接管眾議院，
但法官的判決讓他
的盤算落空。分析
認為，特朗普繼續
上訴不會影響國家檔
案館上交文件，不過他
可以申請法院命令，
在上訴法院審理時暫
停移交文件，並且最終一路訴至最高法
院，直到最高法院說清楚前總統在行政
特權方面的權力範圍。

美逾半民眾認為特朗普應作證
與此同時，調查委員會9日再向10名

特朗普執政時期的白宮高官發出傳票，
包括前白宮高級顧問米勒和前白宮新聞
秘書麥肯納尼在內。一天前，該委員會
剛向6名特朗普的助手發出傳票，包括特
朗普競選經理斯蒂平和前國家安全事務
助理弗林。根據傳票要求，這些人需要
在11月23日前提交文件，之後需出席聽
證會作證。

截至目前，特別調查委員會已向35
人發傳票，並聽取了逾150人的證詞。此
前，特朗普前首席策略師班農因為拒絕
在國會作證，面臨刑事起訴。委員會的
成員更表示，不排除傳召特朗普親自作
供的可能性。《今日美國報》與薩福克
大學民調顯示，55%受訪者認為特朗普
應就國會騷亂到眾議院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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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特權」 是指總

統對他與下屬的一些討論

以及高級別政務活動等材

料不予公開的權利。雖然美國憲法沒有明文

規定行政特權，但最高法院對其予以承認，

目的是確保總統談話和活動的坦率性，毋需

因擔憂未來機密被曝光而削弱政府的有效決

策。
不過，行政特權不是絕對權力。在現任

總統反對的情況下，前總統是否仍享特

權，最高法院不曾有過明確判決。

拜登已拒絕特朗普對1月6日國

會騷亂相關的白宮文件享有

行政特權。

默克爾致電普京 籲助解難民危機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BBC報

道：大批難民滯留在波蘭與白俄羅斯邊境
多日，德國總理默克爾10日致電俄羅斯總
統普京，要求普京採取行動結束危機；普
京則建議歐盟與白俄羅斯 「直接接觸」 。

默克爾發言人塞伯特10日表示，默克
爾在通話中強調 「白俄羅斯將移民工具化
是不人道和不可接受的」 ，並要求普京利
用他的影響力結束這一局面。克宮則在聲
明中表示，普京建議歐盟就此問題與明斯
克進行 「直接接觸」 ，兩人亦商定繼續討
論這一話題。

歐盟指責白俄羅斯將中東移民送往邊

境，以報復歐盟對明斯克實施的制裁，波
蘭總理莫拉維茨基9日指控普京是 「幕後黑
手」 。俄白兩國否認相關指責，稱是歐盟
拒絕幫助難民釀成危機。

目前，至少2000名中東難民滯留在波
蘭邊境，主要為庫爾德人。當地夜間溫度
低至零度以下，一些人絕望表示，食物和
水都快耗盡。

當前波蘭部署約1.5萬名軍警戒備，當
局周三指，過去一日有599人試圖越境，9
人被捕。波蘭防長布拉什扎克表示，試圖
越境的人數激增，多個團體趁夜色在多處
地點同時行動，但全被驅回。

美通脹創30年新高 重挫拜登民望
【大公報訊】綜合CNN、

《今日美國報》報道：美國通貨膨脹
壓力趨嚴峻，美國勞工統計局最新報告顯
示，美國10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
增6.2%，增幅創30年新高。民怨沸騰重

挫拜登政府民望，拜登支持率跌至38%
新低，逾半數美國人認為拜登施政弄
錯重點。

數據顯示，受需求旺盛、原
材料短缺和供應鏈瓶頸等因素影
響，在過去的12個月裏，美國能
源、住房、食品和汽車等多個類
別的消費品價格飛漲。10月，
CPI按月升0.9%，升幅高於9月
的0.4%；CPI按年升幅加快至

6.2%，是1990年11月以來最大值，比9
月高0.8%。

雖然拜登政府和美聯儲一再堅稱價格
上漲是暫時的，但多數民眾並不買賬。據
《今日美國報》和美國薩福克大學本月初
一項民調，拜登支持率跌至38%的新低。
CNN民調亦顯示，超過1/3美國人認為經
濟是該國面臨的最緊要問題，其中72%表
示拜登沒有關注正確的問題。

整體來看，約58%的美國人認為拜登
對於國家最重要的問題畫錯重點。

此外，有36%受訪者 「強烈反對」 拜
登的施政方式，與4月時大致相同。這意
味着拜登支持率急跌更多是因為他當初
的支持者感到失望。

▲眾議院10日向前白宮高級顧問米勒（左）和前白宮新聞

秘書麥肯納尼發傳票。
網上圖片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支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支
持者持者11月月66日衝擊國會日衝擊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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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一年來物價持續上漲。 法新社

▲一個來自伊拉克的難民家
庭9日等待入境波蘭。 法新社

話你知
美國總統的行政特權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CNN、《華盛頓郵報》報道：美國眾議院民主黨
人持續推動調查1月6日國會騷亂原委，要求調閱前總統特朗普的通話紀錄和訪客
信息等機密文件，特朗普則搬出行政特權阻攔。當地時間9日，美國地方法院
一名法官駁回特朗普的請求，允許國家檔案館12日起向國會移交白宮
紀錄。另外，調查委員會9日再向10名特朗普心腹發傳
票，需就國會騷亂提交文件並作證。

膠着三個多月的《基建法案》終於
上周五在眾議院塵埃落定，民主黨忙着
慶賀這一立法勝利，但共和黨卻陷入了
內鬥。

起因是13名共和黨議員在表決時投
下了贊成票，被形容為 「共和黨之
恥」 。他們不僅遭到本黨部分議員的譴
責，而且收到了死亡威脅。儘管這些議
員辯稱，即使他們投下反對票，民主黨
也能憑藉本黨的218張票險獲半數，更何
況這幾位議員在明年中期選舉中還要與
民主黨候選人一爭高下，這些議員所在
的選區大都是支持搞大規模基建的。

圍繞《基建法案》，美國的黨爭和
內鬥進入了新層次。一邊是特朗普加緊
對共和黨內異己分子的清算，準備拿這
13位議員開刀。另一邊，民主黨也看到
了特朗普對共和黨的控制欲，正着力推
進國會山暴亂特別調查委員會的工作，
加快對特朗普的政治清算。如果能促
成共和黨的分裂，民主黨當然求之不
得。

由於共和黨分裂的可能性一直存
在，黨內大佬們對特朗普更是小心翼
翼，自覺或不自覺地袒護特朗普，讓其
更加肆無忌憚。前兩天，特朗普參加佛
羅里達的共和黨一次內部會議，他除了
繼續指責2020年的大選舞弊之後，另一
個焦點就是對共和黨內的13個 「叛徒」
大加撻伐。特朗普指責這些議員背叛本
黨、成就民主黨的行為是不可原諒的，
他提議至少要把這幫 「不稱職」 的傢伙
趕出共和黨的領導層，不能讓他們擔任
關鍵委員會的職務。

此前共和黨的國會第三號人物利茲
．切尼就因對特朗普1月6日的表現不
滿，加入到彈劾特朗普的行列，被黨內
嚴厲處分，並剝奪了她擔任的共和黨會
議主席的職務。而另一位加入國會山特
別調查委員會的共和黨議員金辛格也於
日前宣布，不再參加2022年的中期選
舉。特朗普在眾議院的清算也算是取得
了初步成果。接下來等待這13位議員的
命運究竟是什麼，很大程度上考驗着特
朗普的控局能力。

美國的基礎設施陳舊是兩黨的共
識。對《基建法案》投贊成票本不是什
麼 「不可饒恕的罪行」 。早在今年8月，
參議院在表決《基建法案》時就有19名

參議員支持。而當時這種做法，並沒有
引起太多的驚訝，而這一次眾議院的投
票卻掀起軒然大波，其根本原因還是出
在黨際鬥爭上。

《基建法案》送到眾議院時，民主
黨內部出現了內訌，一部分激進派議員
把這個法案作為 「人質」 ，要挾黨內溫
和派必須同意他們搞的《重建美國更好
未來法案》，否則將對《基建法案》投
下反對票。民主黨內部的分裂，為共和
黨打擊民主黨提供了難得的機會。在特
朗普看來，這時共和黨議員應該落井下
石， 「眾志成城」 地表態反對，這樣民
主黨就根本沒有勇氣將《基建法案》付
諸表決。麥卡錫作為眾議院少數黨領
袖，雖然多次向特朗普表達效忠，但因
在動員該黨投反對票過程中協調不力，
也可能受到黨內審查。

至於參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
因在8月參院投票時投下贊成票，同樣被
特朗普猛烈批評，認為麥在參議院的領
導力不足，該是考慮換人的時候了。一
生為權力而戰的麥康奈爾，這一次能否
逃過特朗普的 「政治追殺」 ，人們正拭
目以待。

特朗普對《基建法案》的通過耿耿
於懷，並不是因為這個法案的內容對共

和黨多麼不利，而是 「為了反對而反
對」 ，將黨派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
特朗普在任的時候，作為一個基建出身
的總統，非常希望在這方面能夠有所作
為，也做了很多嘗試，但最終也沒能在
國會搞出一個像樣的法案，以至於特朗
普提出的 「基建周」 概念被美國人當作
一個笑柄。

被特朗普視為 「瞌睡蟲」 的拜登，
居然搞成了這麼大的基建法案，的確有
傷特朗普的自尊。令特朗普非常生氣的
是，民主黨自己搞成也就算了，居然還
有13名共和黨人為拜登抬轎子，共和黨
的 「忠誠」 度跑到哪裏去了？

離中期選舉還有不到一年的時間。
特朗普的目標是：第一步拿下參眾兩
院，讓拜登提前成為 「跛腳鴨」 ；第二
步劍指2024年大選。為此，特朗普通過
各種造勢活動，讓黨內挑戰者 「望而卻
步」 ，以確保2024年總統大選的黨內提
名過程不會節外生枝。而13名眾議員這
時給民主黨送上大禮，在特朗普看來簡
直不可理喻。

拜登的支持率一再走低，民主黨迫
切需要振作精神，彌合黨內分歧，盡快
做幾件讓選民看得見、摸得着的實事，
尤其是在疫情控制、防止通脹及經濟復

甦方面能夠有所建樹，為明年的中期選
舉打下民意基礎，否則按照往屆的中期
選舉規律及政治鐘擺效應，民主黨只能
是凶多吉少。

另一方面，拜登政府正利用執政優
勢，加大對特朗普的 「政治追殺」 。眾
議院議長佩洛西主導的國會山106特別調
查委員會，最近更是快馬加鞭，傳喚大
量證人，但因特朗普以仍享有 「總統行
政特權」 為由，阻止這些證人出庭，使
國會的調查工作陷入僵局。昨天，哥倫
比亞特區聯邦法官裁定，憲法賦予的監
督權力大於總統剩餘的行政特權，換句
話說，特朗普沒有行政特權來阻撓國家
檔案館向國會特別調查委員會提交1月6
日前後的總統通訊記錄，這對特朗普是
個不小的打擊。但是特朗普的律師隨即
向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提起訴訟，弄不好
這個官司要打到聯邦最高法院。

特朗普對自己提名的聯邦大法官寄
予厚望，但聯邦大法官捍衛的是美國這
一套所謂的民主制度。許多人很清楚，
這個制度已經被特朗普折騰得面目全
非，在國際上已毫無信譽和吸引力可
言，如果不暗中助力將特朗普這股勢力
清除出去，等待美國的將是 「民主崩
塌」 後的漫漫長夜。

美國共和黨上演民主投票新鬧劇
周
德
武



特朗普謀以行政特權阻攔 被法官駁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