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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

去年5月底以來， 「黑人的命也是
命」 示威運動席捲全美。到了8月，基
諾沙市黑人布萊克遭白警連開七槍重傷
癱瘓，白人警察則不獲起訴。事件引發
當地爆發大規模抗議，去年8月25日，
來自伊利諾伊州的17歲白人青年里滕
豪斯加入民兵隊伍往基諾沙市，聲稱要
協助維持治安，其間跟示威者發生衝突
並開槍，造成兩死一傷，三人皆為白
人。里滕豪斯其後被控包括一級故意殺
人等五項罪名，最高可被判終身監禁。

自衛還是謀殺成關鍵
案件11月10日在基諾沙當地聯邦

法院開庭，引發外界極度關注，庭審過
程中也頻出狀況。里滕豪斯堅持屬於
「正當防衛」 ，自己當時被其中一名死
者胡貝爾用滑板攻擊頭部，另一名死者
羅森鮑姆企圖奪走自己的槍，而傷者格
洛斯克魯茲用槍對準自己。里滕豪斯在
作證期間突然崩潰大哭，法庭不得不短
暫休庭。辯方律師堅稱里滕豪斯是被逼
到絕境，才開槍 「自衛」 。

此外，里滕豪斯的控罪原本包括未
成年持有危險武器，最高判囚9個月。
但結案陳詞前，法官應辯方要求撤銷控
罪，原因是威州法律容許未成年人持有
槍管超出16英寸的霰彈槍或步槍，未
成年人可以合法打獵，而里滕豪斯使用
的槍是由其朋友購買，且槍管長於16
英寸，合乎法律規定。

法官政治立場惹質疑
負責審理此案的施羅德法官也引發

爭議，他雖然稱希望不要將政治帶入法
庭，但被檢方批評持有雙重標準，例如
審判前他已裁定不能把被里滕豪斯射殺
的人稱為「受害者」，而他的手機鈴聲《上
帝保佑美國》是特朗普集會的主題曲。

審判結果出爐
後，胡貝爾的親屬發
表聲明稱，這一判決讓
他們感到 「心碎」 。它傳達了
令人無法接受的信息，即持槍
平民可以在任何城市煽動暴力，然後利
用他們 「製造的危險狀況」 ，合理化在
街上向人開槍的行為。

民主黨批開「危險先例」
此次判決亦引發全美多地民眾抗

議。為了防止混亂，威斯康星州派出
500名國民警衛隊隊員候命。俄勒岡州
波特蘭市在判決出爐後出現騷亂，示威
者砸破窗戶，還向警方投擲雜物，尚無
人員死傷消息。

美媒指，這起案件反映並擴大了美
國不同政治派別之間的分裂。對主張有
權持槍的保守派來說，里滕豪斯是合理
自衛；自由派譴責判決結果是對暴力的
認可，體現司法不公。極右翼人士認為
此次判決是對自己的平反和鼓勵；非裔
示威者指出，如果里滕豪斯是黑人，警
方的處理手法和法院裁決可能會不同。

總統拜登對審判結果表示「憤怒」，
但呼籲尊重陪審團判決，強調反對暴
力，希望民眾保持冷靜。民主黨人、眾
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納德勒呼籲司法部
對該判決進行聯邦審查，稱其「開創了
一個危險先例」。加州民主黨籍州長紐
森稱，判決結果向武裝民兵發出信息，
即「你可以違反法律，隨身攜帶危險武
器，開槍殺人，最終逍遙法外。」

另一邊廂，里滕豪斯也從名不經傳
的小卒迅速成為保守派眼中的「英雄」。
一直支持里滕豪斯是「正當防衛」的前總
統特朗普對其表示祝賀。共和黨佛州眾
議員蓋茨公開向里滕豪斯提供在國會辦
公室當實習生的機會。

【大公報訊】綜合《紐約時報》、BBC報道：17歲白人少年里滕
豪斯去年8月在威斯康星州基諾沙市向三名參與 「黑人的命也是命」 示
威的人士開槍，造成兩人死亡、一人受傷，他其後被控一級故意殺人等
五項罪名，案件在全美引發巨大關注。陪審團19日一致裁定里滕豪斯
所有罪名均不成立，並當庭獲釋。在美國社會極度撕裂的大背景下，
事件再次引起巨大爭議，有人認為里滕豪斯當時開槍是 「正當防
衛」 ，有人則認為其脫罪完全是因為 「白人特權」 ，兩黨政客利用
此案互相抨擊。分析指，此案判決結果勢必製造更大分裂，尤其
是種族問題將進一步政治化。

掀擁槍權爭議 兩黨就種族議題互相攻擊
司

法

爭

議

【大公報訊】綜合《聯合早
報》、美聯社報道：新加坡政府
宣布自22日起再度放寬防疫限
制，包括聚會及餐廳堂食人數上
限增至5人。新加坡自8月中旬轉
向 「與病毒共存」 道路後疫情失
控，一度錄得單日5000多宗確
診。外界憂慮，目前平均每天仍
有約2000人確診，此時放寬限制
恐再度導致疫情反彈。

新加坡20日晚通報新增1931
宗確診，另有13人死亡。當局20
日宣布，自周一起，限聚人數由2
人放寬至5人；同枱堂食者只需完
成疫苗接種，不必僅限制為同住
一戶人士；醫院和療養院恢復探
視。

財政部長黃循財表示，政府

將按部就班放寬防疫，視本地傳
播情況及醫療系統應對能力，並
於下月底考慮進一步放寬防疫。
但他警告，不排除再次剎車回到
半封鎖狀態。

此外，鑒於歐洲疫情持續惡
化，荷蘭收緊防疫限制，港口城
市鹿特丹19日晚數百人上街抗
議。人群向警察投擲石塊、煙花
並縱火燒毀警車。警方則出動水
炮車並開槍。事件中至少7人受
傷，警方已逮捕20多人。

荷蘭自13日開始局部封城至
少三周，成為入秋後首個重回局
部封城的西歐國家，但19日仍新
增2.1萬宗確診，當局擬禁止未接
種疫苗者進入餐廳和酒吧，引發
鹿特丹此次暴力示威。

單日增近2000確診 星再放鬆限制

罪名

一級故意殺人

一級故意殺人未遂

一級魯莽殺人

一級魯莽危害安全

一級魯莽危害安全

註：每項罪名皆附加使用危險武器罪
（刑期最高5年）。

最高刑期

無期徒刑

60年監禁

60年監禁

12.5年監禁

12.5年監禁

判罪結果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無罪

美聯社

自衛權
•審判結果或促使人們重新審視美國的公民自
衛法是否 「過當」 ，尤其在一個槍管如此寬
鬆的社會中。美國約有30個州推行 「不退
讓法」 ，即在他人侵害你或對你有非正義的
行為，而公共權力又不能予以應有的保護
時，你有權進行反抗。

種族議題
•基諾沙去年爆發騷亂是因為黑人布萊克被一
名白人警察射中七槍，但該名警察甚至未被
解僱。里滕豪斯的律師在庭上稱： 「這個社
區的其他人向人開了七槍，而且被認定沒有
問題，而我的當事人是為了自衛才開槍。」

槍管法
•法官在最後一刻駁回了檢方 「18歲以下人
士非法持有危險武器」 的指控。辯方律師指
出，州法允許未成年人擁有獵槍和步槍，只
要不是短管。而里滕豪斯的AR-15槍管長於
16英寸，超過了州法允許的最短槍管長
度。

法官立場
•施羅德駁回 「非法持有危險武器」 的指控，
以及稱里滕豪斯開槍射殺的對象不能稱為
「受害者」 ，都受到左派人士的批評。他的
手機鈴聲《上帝保佑美國》是特朗普集會上
的主題曲，也成為其政治傾向的證據。

開創先例
•當里滕豪斯開槍時，他是在自衛？還是加劇
騷亂的危險分子？支持控槍人士稱，里滕豪
斯被判無罪可能會開創一個先例：任何人都
可以持槍參加示威，但不會面臨任何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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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判決結果不滿的示威者對判決結果不滿的示威者1919日在紐約巴克萊中心外遊行日在紐約巴克萊中心外遊行。。 美聯社美聯社

▲里滕豪斯在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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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宣判後案件宣判後，，俄勒岡俄勒岡
州波特蘭市警察州波特蘭市警察1919日與日與
示威者對峙示威者對峙。。 路透社路透社

白人青年殺兩人脫罪 美再現撕裂

11月19日，世界目睹了美國眾議院
共和黨領袖麥卡錫長達8小時30分的演
講，打破了佩洛西於2018年2月9日創造
的8小時發言紀錄。

三年多前，已屆77歲的佩洛西，穿
着10厘米的高跟鞋，在國會口若懸河，
中途不休息，只喝點水，甚至讀起了
《聖經》，時長達八個小時。在佩洛西
發言的下半場，她曾接到一張紙條，上
面寫道： 「眾議院歷史學家剛剛確認，
佩洛西打破了至少從1909年以來眾議院
不間斷發言的時長紀錄。」

熟悉西方議會政治運作的人們都比
較熟悉這種 「拉布」 做法，即 「以冗長
發言阻止某個法案的表決通過」 。比起
美國參議院來，眾議院這個紀錄就不算
什麼了。參議院的發言紀錄由瑟蒙德參
議員創造，他於1957年8月28日創下了
24小時18分鐘的紀錄。之後議會修訂規
則，防止議員霸台，只允許各黨領袖享
受不受時長限制的特權。

在特朗普執政時期，移民問題一直
是焦點，特朗普最著名的基建項目就是

在美墨邊界搞起了轟轟烈烈的 「建牆運
動」 ，並多次前往視察。佩洛西作為眾
議院少數黨領袖，她的發言主要是保護
青少年移民不受驅逐，反對特朗普不遵
守 「童年抵美者暫緩遣返」 的規定。不
管怎麼說，民主黨在移民問題上的立
場，博得了許多少數族裔的支持，在
2018年11月的中期選舉中贏得了眾議
院，佩洛西如願坐上了議長的寶座，成
為美國最有權勢的女性。

美國中期選舉的時針滴答作響，共
和與民主兩黨的政治鬥爭也進入了新階
段。根據政黨輪替規律以及美國選舉的
政治鐘擺效應，再加上拜登目前極其低
迷的支持率（38%），大概率是共和黨
將奪回眾議院的控制權。

那麼，眾議院議長花落誰家則成了
懸念，至少麥卡錫是有想法的。目前來
看，他最大的障礙來自特朗普。由於在
前不久《基建法案》表決過程中，有13
名共和黨議員投了支持票，特朗普對此
表達了強烈不滿，甚至揚言要查處麥卡
錫 「領導不力」 。白宮前幕僚長梅多斯
已經放話，如果美共和黨贏得明年中期
選舉，我們應該邀請特朗普擔任眾議院
議長一職。根據美國的憲法規定，議長
的職位未必須由議員出任，儘管在美國

歷史上，所有的議長都是眾議員。特朗
普會不會打破政治慣例，尚存變數。美
國媒體就此評論道， 「特朗普出任議長
的想法還沒有徹底幻滅。」

麥卡錫這次使出渾身解數，主要是
給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看的。根據佩洛西
的安排，眾議院周五晚上要就拜登的
《重建美國更好未來法案》進行表決。
共和黨一直反對這項帶有 「民主社會主
義」 色彩的法案，認為大規模的政府開
支是不負責任的，更不希望將未來惡性
通貨膨脹的責任攬到自己黨身上。他們
還是堅持共和黨那一套，即 「小政府、
大社會」 ，即不讓政府對社會福利包攬
太多。

麥卡錫利用自己的職權，從月亮掛
起一直講到太陽升起。早晨醒來的佩洛
西，準時趕到眾議院就此法案進行表
決，結果以220票對213票的比數通過。
比起《基建法案》，這一次共和黨沒有
一人給民主黨抬轎子，麥卡錫也算是盡
到了應有的職責。反倒是來自緬因州的
民主黨人投下了一張反對票。

《重建美國更好未來法案》是拜登
施政的兩大重點之一，說白了就是要為
美國社會保障進一步兜底。原先法案擬
耗資3.5萬億美元，這也是以桑德斯為代

表的激進民主黨人士力推的。但是黨內
溫和派認為，在通貨膨脹的大背景下，
此時推出該方案將帶來巨額赤字。最後
拜登不得不將法案的開支攔腰砍掉一
半，後又有議員就移民問題建議增加
1000億美元開支，最終付諸表決的預算
開支超過1.85萬億美元。在此法案投票
前，民主黨溫和派要求具有中立性質的
國會預算辦公室出具開支評估細節，結
論是，雖然這個法案開支龐大，但是通
過增加對最富有人的徵稅、對企業徵收
最低15%的稅率，再加上一些企業要上
繳未交的稅款，兩者相抵，最後只會產
生區區1600億美元的赤字，這才讓黨內
溫和派放了心。

這個法案將很快送交參院，民主黨
希望在聖誕節休會前能拿下這個勝果。
但能否這麼順利，還存在不少變數。即
使通過，估計參院版本也會作很大的修
改，弄不好還要返回眾議院重新表決。

參院的較量是免不了的。麥卡錫的
超長演講已經給共和黨參議員作了示
範，估計參院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沒這
個體力，但盡量拖延時間還是可以做做
的。

民主黨的內鬥如何演繹也是一個看
點。目前，民主黨只有50席，法案表決

時不能有任何一張反對票。輿論的焦點
再次集中到曼欽的身上，這位來自西弗
吉尼亞州的聯邦參議員，對這個法案中
的諸多條款大為不滿，特別是清潔能源
這一塊，他的家鄉是美國第二大產煤
區，他本人也在煤炭基金中持有股份，
想動他的奶酪、對煤炭行業實行額外稅
收等限制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曼欽一
直以開支過大為由反對此法案。他給出
的底線是不超過1.5萬億美元，這3000億
美元的缺口怎麼填平，成了難題。

對於曼欽來說，就社會福利開支法
案進行充分辯論，對於民主黨未必是一
件壞事。畢竟從弗吉尼亞的州長選舉中
已經看出，美國國內對於民主黨的政治
光譜過於左傾還是頗有微詞。接下來的
中期選舉，民主黨能不能向中間靠攏，
在很大程度上決定着民主黨的政治命運。

美國的政治既魔幻，也險惡。佩洛
西和麥卡錫等人在國會山輪番表演，讓
世界目睹了美式民主的無聊與醜陋。在
美國玩政治，除了智商之外，還得要有
足夠的體力。照8小時不停歇發言的標準
來挑選眾議長，恐怕沒幾個合格。不練
好自己的身板，還是別到華盛頓去混。
這幾個月，估計特朗普鍛煉的時間會多
出不少。

美國兩黨鬥爭玩出了新花樣
周
德
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