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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欽背信倒戈 重挫拜登施政
民主黨內訌阻開支方案通過 美民眾被迫埋單
民 主 亂 局

【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路透社報道：
美國總統拜登力推的《重建更好未來法案》19日遭當頭一棒，民
主黨籍西弗吉尼亞州參議員曼欽表示，他不支持拜登的1.75萬
億美元（約13.65萬億港元）社會開支議案。曼欽的 「倒
戈」 令民主黨在年底前讓參議院通過該法案的願望落
空，重挫總統拜登的施政，白宮立即發表聲明譴
責曼欽不講信用。有分析指，法案
「卡關」 對美國經濟發展不利，
民主黨內訌的最大受害者
是美國民眾。

《重建更好未來法案》涉
及加快能源結構轉型、提高兒童福利、擴
大醫保覆蓋範圍、保護中產及工薪階層等多個領
域，最初規模高達3.5萬億美元，但遭到曼欽及
部分溫和派民主黨人反對。11月19日，在共和
黨眾議員集體投反對票的情況下，美國眾議院勉
強通過 「瘦身」 到1.75萬億美元的法案，將這個
燙手山芋拋給參議院。而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參院
勢均力敵，曼欽的一票可以說決定了法案的生
死。

節目播出前20分鐘才通知
曼欽19日在霍士新聞的電視節目上表示，
過去5個多月，他一直對旨在應對氣候變化和擴
大社會福利支出的《重建更好未來法案》持保留
態度，現在仍然擔心該法案會加劇美國的通脹和
債務問題。他公開表態說： 「我不能投票支持這
項立法。我就是不能。我已經盡力了。我做不
到。」
路透社引述白宮幕僚指，曼欽重挫民主黨拜
登的施政，而曼欽在電視節目播出前20分鐘才通
知白宮有關消息。得知 「噩耗」 的白宮立即發布
措詞嚴厲的聲明，指曼欽突然扭轉他原有的立
場。曼欽上周二才向總統拜登提交一份建議，規
模與拜登提出的相若，並且同意繼續商討議案。
桑德斯等多名民主黨議員亦對曼欽口誅筆伐。

▲民主黨內訌令美國民眾無法享受社會福利，弱勢
群體受傷最深。
美聯社

員都可以在參院正式表達立場，而不是僅僅在電
視上說話。」
在霍士新聞的採訪結束後，曼欽發表聲明重
申立場。他聲稱，自己無法向西弗吉尼亞州的選
民解釋為何要支持這項法案。他批評民主黨以臨
時的方式為多個支出項目提供資金，以降低法案
在紙面上的成本，但未來隨時可能延長撥款期
限，令美國未來十年的預算赤字增加4.5萬億美
元。他亦批評法案在推進清潔能源方面過於激

曼欽為一己之私阻法案
參院民主黨領袖舒默20日表示，明年1月參
院一復會就將對法案進行表決， 「這樣每位參議

▲曼欽手握關鍵一票，成為各界關注焦點。
法新社

進，會影響美國電網穩定性和能源安全。
美媒則指出，曼欽反對法案的真實目的是維
護自身利益。法案的重點內容包括鼓勵企業和家
庭使用清潔能源，但西弗吉尼亞州近九成電力來
自燃煤發電廠，曼欽及其家族亦與煤炭產業深度
捆綁。

高盛降美經濟增長預期
美媒分析稱，曼欽仍有可能與拜登繼續合
作，最終就法案達成共識，但民主黨內訌造成的
負面影響已經顯現。高盛19日再次下調對美國明
年經濟增長的預期，原因是《重建更好未來法
案》可能無法通過。美聯社報道稱，法案 「卡
關」 意味着免費學前教育、平價處方藥、可負擔
住房等社會福利全部化為泡影。
拜登政府今年已推出1.9萬億美元的經濟救
助計劃和約1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
法案，但《重建更好未來法案》才
是關係到拜登能否真正兌現競選
承諾、民主黨能否在明年國會
中期選舉中保住兩院多數席
位的最重要一步。民主黨內部
的分裂，勢必削弱選民對拜登
政府的信任。

美重建更好未來遇挫
法案要點
1. 向富人和大型企業徵收更多稅款。
2. 提高兒童福利和社會保障，包括提供免費學
前教育和兒童稅收抵免等。
3. 加大氣候和環保投資，用退稅、貸款等方式
鼓勵企業和家庭使用清潔能源。
4. 進行醫保改革，包括下調處方藥價格、為無
醫保人士提供保障等。
5. 縮小貧富差距，包括投資建設可負擔住房、
為低收入群體提供稅收抵免等。
•曼欽反對的理由：稅收和支出項目可能加劇美
國通脹和債務問題；環保計劃過於激進，有損
曼欽所在州份的化石燃料行業利益。
•有何影響：曼欽的反對意味着法案難以在參議
院通過，令大批美國人無法享受社會福利，且
對美國經濟增長造成負面影響。
來源：白宮網站、《金融時報》

美基層家庭恐失福利 臨斷糧危機

▲若兒童稅收抵免計劃無法延長，很多美國家庭將陷入
困境。
路透社

【大公報訊】據《金融時報》報道：美國
總統拜登今年推出的經濟救助計劃擴大了兒童
稅收抵免，並按月向3500萬有未成年子女的美
國家庭發放預付款。但稅收抵免計劃本月已到
期，若美國參議院無法通過《重建更好未來法
案》並延長該計劃，很多因新冠疫情而收入大
減的家庭恐面臨斷糧危機。
單親媽媽雷利福在紐約經營日托中心，賺
錢養活5個5至14歲的孩子。由於疫情，她失去

了收入來源，存款也已幾乎耗盡，因此稅收抵
免計劃每月寄來的1250美元支票對這個家庭至
關重要。得知下個月不會再有支票後，雷利福
無奈地表示會用剩下的存款堅持一段時間，「維
持生活變得如此艱難，疫情仍未結束，每個人都
還在受影響，稅收抵免計劃顯然很有必要。」
需要養育兩個孩子的溫格在紐約一所大學
工作，過去幾個月她一直用稅收抵免計劃的支
票支付保姆的薪水，以及日益上漲的雜貨店賬

單。溫格表示，她現在只能勉強維持收支平
衡。據美國財政部統計，擴大兒童稅收抵免計
劃共計寄出近930億美元的支票，有效緩解兒
童貧困問題，對非裔和拉丁裔等少數族裔的幫
助更大。
民主黨參議員曼欽是參院通過《重建更好
未來法案》的最大阻礙。他聲稱自己不反對擴
大兒童稅收抵免，但質疑法案未能反映延長計
劃所需的真實開銷。



誰是美國總統的詰問

周德武
誰是美國總統？此話聽起來好像明
知故問，但最近美國報章卻把這個話題
炒得很熱。在副總統哈里斯接受電視台
採訪時，主持人直接把這個問題拋給了
她。哈里斯一本正經地告訴觀眾， 「美
國總統叫拜登，副總統叫哈里斯」 ，引
來觀眾的苦笑。
拜登執政近一年，支持率卻一步步
走低，從年初的56%掉到現在的40%左
右。有專家把拜登形容為 「三無總
統」 ，一無體力，二無魅力，三無能
力。上個月，拜登剛剛過完79歲生日，
在競選期間多次摔倒，自然引起民眾對
其健康的擔憂。最近他在回答記者提問
時聲音突然沙啞，以至於懷疑他是不是
得了新冠。拜登解釋說自己每天都檢
測，只是他的孫子喜歡親吻爺爺， 「所
以也把感冒傳給了自己」 。
美國現在正迎來新冠疫情的又一高
峰，媒體甚至用 「疫情海嘯」 來形容。

沃倫、布克兩位聯邦參議員這幾天也染
上了新冠。感恩節期間美國人口的大流
動，導致新冠感染人數急增。一些州醫院
人滿為患，一床難求，醫院護士也嚴重
短缺。密歇根州不得不請求軍隊支援。
與特朗普激情四射的煽動性演說相
比，拜登的講話顯得平淡無奇，始終吊
不起聽眾的味口。加上他從小患有口
吃，以及年紀稍大的緣故，拜登每次講
話，手下的人都捏把汗，擔心他忘詞。
在2008年和2016年大選期間，他也曾經
參與黨內總統初選，卻早早出局，其重
要原因就是缺乏魅力。
至於拜登總統的能力，他一直自詡
是協調各類矛盾的高手，在國會山混跡
37年也算是政壇的老油條，號稱兩黨通
吃， 「拯救美國人的靈魂」 非他莫屬。
拜登上台以來，一直力推的《重建更好
未來法案》，耗資達3.5萬億美元，但遭
到民主黨參議員曼欽的反對，不得不將
法案的開支縮減至1.75萬億美元，好不
容易在眾議院勉強通過，但總共擁有213
張票的共和黨沒有一位眾議員支持，兩
黨立場涇渭分明。

搞不定共和黨可以理解，但當這個
法案送交參議院表決時，卻遭到了同黨
參議員曼欽的反對。最近拜登又是請曼
欽共進晚餐，又是跑到參議院與其私
聊，指望曼欽能網開一面，以便在參院
投下這張寶貴的支持票。畢竟民主黨與
共和黨在參議院的票數是50比50，換句
話說只有所有民主黨參議員投下贊成
票，才可能讓副總統兼參議長哈里斯的
這一張票發揮一錘定音的作用。
今年7月，曼欽曾告訴參議院民主黨
領袖舒默，《重建更好未來法案》的總
支出不能超過1.5萬億美元，否則不會支
持。在眾議院最終表決時，這個法案的
開支提升至近2萬億美元，巨大的數字落
差讓曼欽非常不爽。聖誕節前夕，拜登
還在做最後的努力。12月19日，曼欽在
接受福克斯新聞台採訪時突然表示，
「儘管我做了最大的努力去說服自己，
但最後還是不能支持」 ，畢竟這個法案
的開支過於龐大，不可避免導致惡性通
貨膨脹。曼欽在聖誕前給拜登送了個
「驚喜」 ，但這份 「驚喜」 拜登實在不
想要，畢竟民主黨是指望抱着這個法案

朝2022年的中期選舉衝刺。
曼欽這半年賺足了世界的眼球，其
一言九鼎的話語權分量甚至超過了拜
登，以致美國主流報刊稱他為 「曼欽總
統」 。共和黨當然不放過這次挑撥的機
會，少數黨領袖麥康奈爾向曼欽伸出了
橄欖枝， 「歡迎他隨時加入共和黨」 。
但曼欽本人表示， 「我不想離開民主
黨，如果他們想讓我離開，我會遵從他
們的意願。不過，我想做個誠實的
人。」 哈里斯不甘示弱，對共和黨展開
反擊，稱這不是曼欽一個人的問題，而
是整個共和黨的問題。
2022年的中期選舉已經拉開帷幕。
兩黨的鬥爭更是針鋒相對。共和黨只要
拿下五個眾議院席位和一個參議院席
位，就可控制參眾兩院，一旦成功，將
意味着拜登提前成為 「跛腳鴨」 。
曼欽不支持《重建更好未來法
案》，意味着 「拜登新政」 很可能泡
湯，不僅讓拜登憤怒，也讓激進派參議
員桑德斯大為光火， 「如果曼欽沒有勇
氣為西弗吉尼亞和美國工薪家庭做點
事，那就讓他在全世界面前投下反對票

吧！」 美自由派媒體就此評論道，曼欽
此舉將扼殺拜登的立法議程，也是在扼
殺民主黨的未來，他浪費了今年大部分
時間拖延這個法案，同時也浪費了民主
黨控制政府和國會的大好機會。
誰是拜登的對頭？看來不是中國，
也不是俄羅斯，而是美國自己。美國兩
黨的惡鬥不僅損害了美國在世界的形
象，也讓拜登一事無成。麥康奈爾不無
得意地表示， 「共和黨送給美國人民的
最好聖誕禮物就是把這個法案付之一
炬。」 疫情搞不定，通貨膨脹搞不定，
種族問題搞不定，氣候變化也因這項涉
及5500億美元的撥款可能落空、同樣搞
不定。美國總統實在太難當了，12月17
日，拜登感嘆道： 「自從我成為美國總
統以來，我已經與140多個國家的元首進
行了交談，你們知道他們都問我什麼
嗎？美國會好起來嗎？美國民主哪裏去
了？你們想過這些國家領導人會問我這
樣的問題嗎？」 是啊，一個擁有3.3億人
口的國度，被一個代表180萬人口（西弗
吉尼亞州）的聯邦參議員所 「劫持」 ，
不能不說是 「美式民主」 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