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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驕傲男孩五暴徒被控串謀叛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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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右頭目網上密謀襲擊國會 聊天紀錄成罪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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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驕傲男孩 首領塔里
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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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衛
報》、《華盛頓郵報》報道：美國司法
部 日以 串謀叛亂罪 起訴極右翼組
織 驕傲男孩 的首領恩里克．塔里奧
及四名成員。這是司法部針對 2021
年
月 日國會暴亂所提出的最嚴重指控，
同樣是極右派的 守誓者 首領及 名
成員先前也被以同樣的罪名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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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承認，有共和黨議員密謀推翻
總統大選結果。
美聯社

無視暴亂證據
共和黨為爭權撒謊

1

美國司法部6日宣布長達33頁的
起訴書，稱塔里奧及其4名手下比格
斯、諾丁、雷爾和佩佐拉，涉嫌陰
謀策劃襲擊美國國會大廈。檢察官
認為， 「驕傲男孩」 試圖以武力反
對總統權力移交，已經明顯犯下叛
亂罪行，而且他們煽動他人加入，
情節更為嚴重。塔里奧等人對所有
指控均表示拒不認罪。塔里奧7日更
直接在社交平台Twitter上連發12句
「特朗普爸爸救我！」
美媒指出， 「串謀叛亂罪」
（seditious conspiracy）是司法部
對國會暴亂嫌犯提出的最嚴厲指
控，最高可判處20年監禁。 「驕傲
男孩」 幾名成員此前被控阻礙國會
程序等罪名。

網上策劃行動被抓

眾院明直播暴亂聽證會
當地時間9日晚8點，美國眾議
院負責調查國會暴亂的 「106特別委
員會」 將召開首場公開聽證會，直
播全程，披露白宮的秘密記錄、照
片和視頻，並讓證人現場作證。聽
證會預計將舉辦六場，至本月23日
終止。
消息人士稱，調查人員預計將
在聽證會上披露 「爆炸性的」 新證
據，證明特朗普如何試圖利用 「選
舉欺詐」 等議題重返白宮。保守派
智庫 「美國企業研究所」 的名譽學
者奧恩斯坦說，聽證會的目標受眾
不是共和黨人， 「我不認為堅信選
舉欺詐的共和黨人會改變主意。但
這是關於其他搖擺選民的，以及能
否讓民主黨的基礎選民了解其中的
利害關係。」
據VOX新聞報道，共和黨全國
委員會最近向部分親特朗普人士分
發了一份備忘錄，要求他們聲稱眾
院的調查受到民主黨操縱。

▲2021年1月5日，美國多名右
翼組織領導人在國會山附近車
庫秘密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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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奧2021年1月6日並未衝進
國會大廈，他因2020年12月焚燒
「黑人的命也是命」 橫幅被捕後，
法官下令禁止他進入首都華盛頓。
司法部表示，儘管塔里奧沒有
「親自參與破壞國會大廈」 ，但他
「領導了預先計劃，並在襲擊期間
與 『驕傲男孩』 的其他成員保持聯
繫」 。據報塔里奧1月6日身處馬里
蘭州指揮行動。當天下午2時左右，
塔里奧的手下佩佐拉用偷來的警察
防暴盾牌砸破了國會大廈的第一扇
窗戶。
司法部在起訴書中表示，2020
年12月20日，塔里奧創建了一個名
為 「MOSD領導小組」 的加密聊天
室，塔里奧將其描述為 「全國集會
計劃委員會」 ，其中包括比格斯、
諾丁、雷爾和其他幾個身份不明的
人。塔里奧等人在聊天室中說，打
算 「隱身」 來一次 「華盛頓之
旅」 。
起訴書提到，塔里奧與某匿名
人士進行了溝通，後者發送了一份
題為 「1776年申報表」 （美國1776
年從英國獨立）的文件，提到要在1
月6日佔領華盛頓多個 「關鍵建
築」 。在暴徒衝進國會大廈後，塔
里奧在聊天室中寫道， 「我們做到
了。」
今年早些時候，司法部曾對另

一極右翼組織 「守
誓者」 首腦羅德斯
及其10名手下提出
「串謀叛亂罪」 指
控，美媒稱這一指控
「歷史罕見」 。
5月24日，美國檢察
官發布了22分鐘的視頻，顯
示塔里奧、羅德斯等人曾在
國會暴亂前夕，在國會山附近
的一個地下車庫會面。參與會面
的還有 「拉丁裔支持特朗普」 組
織負責人格拉西亞、 「退伍軍人支
持特朗普」 組織負責人馬西亞斯
等。
法庭記錄顯示，去年1月5日及6
日，多名 「守誓者」 成員為前總統
特朗普的顧問羅傑．斯通 「提供安
全保障」 。
2020年11月9日，羅德斯讓手
下向 「守誓者」 成員匯報了 「多個
工作小組挑戰拜登選舉勝利」 的情
況，這些工作小組包括特朗普競選
團隊、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親特朗
普的極右翼陰謀論運動 「匿名者Q」
等。

【大公報訊】據美
聯社及《衛報》報道：美
國眾議院負責調查國會暴亂
的 「106特別委員會」 成立
以來，已要求超1000名相關
人員出面作證或提供文件，但
包括前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在內
的特朗普政府官員或共和黨高層，
在知道真相的情況下，拒絕作證或
「為權力而撒謊」 。
72歲的納瓦羅去年年底為宣傳新
書，在電視節目中公開承認，特朗普
法律團隊和部分共和黨國會議員在
2021年協作密謀，力圖阻攔2020年總
統大選結果獲得認證並且確保特朗普
繼續掌權。這一個計謀被取名為 「綠
灣掃蕩」 ，納瓦羅跟白宮前首席戰略
師班農都曾出謀獻策。
納瓦羅當時說， 「我們的計劃很
簡單：我們找了100多名眾議員和參議
員在國會山準備實施這場掃蕩，就是

這麼簡單。我們計劃挑戰六個戰場州
的選舉結果。」 但由於2021年1月6日
發生了暴力衝擊國會事件， 「綠灣掃
蕩」 最終沒有發生。
今年稍早前，納瓦羅在收到特別
委員會傳票時拒絕出席3月份的聽證
會，本月3日他在機場被美國聯邦調查
局逮捕，因為他收到兩項 「藐視國
會」 的指控。 「106特別委員會」 的成
員、民主黨人洛夫格倫5日表示，部分
共和黨人明知暴亂真相，卻在 「為權
力而撒謊」 。美國即將舉行的中期選
舉選情激烈，而共和黨黨內的初選
中，有曾經質疑選舉結果、支持衝擊
國會的候選人都獲黨內支持，成功出
閘。在賓夕法尼亞州，獲前總統特朗
普支持的候選人馬斯特里亞諾贏得初
選，將代表共和黨出戰州長選舉。馬
斯特里亞諾曾出現在2021年1月惡名昭
彰的 「停止舞弊」 的集會中，反對大
選結果。

民望差過特朗普 拜登惱火
【大公報訊】據《紐約郵報》報
道：美媒6日援引白宮消息人士的話說，
總統拜登正對自己的民調數據直線下降
感到惱火，甚至經常對員工咆哮。拜登
的妻子吉爾和妹妹瓦萊麗最近都在勸他
出去 「散散心」 。
白宮消息人士說： 「拜登經常私下
裏稱特朗普為歷史上 『最糟糕的總
統』 ，對國家民主構成生存威脅。」 根
據拉斯穆森民意調查，2018年6月6日，
時任總統特朗普的支持率為49%，而拜
登本月6日的支持率為41%。據報白宮內
部現在不敢提及特朗普的名字，以免拜
登惱火。
《紐約郵報》指出，拜登若想拉抬
民望，應該 「嘗試清理自己的爛攤子，
首先是邊境危機和石油及天然氣生
產」 。《華爾街日報》6日發布的民調顯
示，83%的受訪者認為拜登領導下的美
國經濟狀況暗淡，民眾擔心自己的財務
狀況會持續惡化。
另一方面，Politico日前報道稱，自

2021年底以來，包括副總統哈里斯的高
級顧問兼首席發言人桑德斯、哈里斯的
幕僚長弗洛諾伊等至少21名黑人職員從
白宮離職。官員表示，缺乏晉升機會、
工資低是黑人離職的主要原因。一位在
職白宮官員表示： 「我們在這裏並做了
很多工作，但我們不是決策者，也沒有
真正的路徑成為決策者。」
分析指出，2020年拜登當選總統
時，有22%的選票來自於黑人選民，僱
用黑人職員對民主黨政府來說非常重
要。

▲美國民眾深陷通脹壓力，圖為加州居
民領取救濟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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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外交團隊的致命弱點

周德武

世界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里德曼最
近撰文，稱他與美國總統拜登共進午
餐後心情變得十分沉重，他的直覺告
訴自己，拜登搞定了西方盟國，但無力
團結自己的國家。弗里德曼憂慮，
2024年的美國大選還能不能和平移交
權力。
在筆者看來，且不論拜登是否能夠
彌合國內的分歧，所謂拜登搞定西方盟
國的判斷也是值得高度懷疑的。表面
看，俄烏戰爭爆發後，西方國家表現出
空前的團結，也讓北約 「起死回生」 ，
但時間絕對不是拜登的朋友。俄烏戰爭
看不到盡頭，不僅歐盟內部圍繞對俄的
下一步制裁出現激烈的爭吵，而且法德
與美英等國圍繞如何與普京進一步打交
道方面也漸露分歧，如果這場戰爭打到

冬天，缺油少（天然）氣的歐洲老百姓
如何度日都是一大問題，這可不是幾個
政客嘴上喊着與俄羅斯脫鈎就能輕易實
現的。更何況在戰爭問題上，美英往往
與法德搞不到一起，2003年的伊拉克戰
爭就是典型的例子，也是從那一次開
始，冷戰後的國際秩序遭到無情破壞，
國際法的 「破窗效應」 持續強化，以致
侵略一國的主權可以隨便找個冠冕堂皇
的理由。
《紐約時報》6月5日發表了紐約城
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彼得．貝納特文章，
認為拜登政府的外交團隊是一個 「小集
團」 ，不僅理念相同，且過去都是老朋
友，減少了爭奪地盤帶來的摩擦，團結
是他們的優勢，但也構成了致命的弱
點，即陷入了 「群體思維」 ，犯了決策
大忌，失去了應有的觀點碰撞和糾偏的
機會。
美國外交團隊屬於傳統建制派，竭
力維護軍工複合體的利益，同時視中國
為強大的對手。正是在這個理念的驅動

下，美國陷入了同時面對中俄兩個強大
對手的戰略尷尬。這些外交領域的建制
派，無論是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均
以零和思維定義國家間關係。特朗普時
期，美對華發動了貿易戰，傷敵一千自
損八百。人們本以為拜登上台之後會很
快就對華關稅政策進行調整，但一年半
過去了，拜登還在延續特朗普的對華政
策，令美國商界極度失望。中國領導人
早在3月就向拜登指出，中美關係之所以
在低谷徘徊，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兩國高
層達成的共識，在美國得不到落實，換
句話說，拜登手下的官員根本不聽總統
的。據報道，拜登對身邊官員時不時糾
正他的 「口誤」 感到憤怒，提醒下屬他
才是真正的美國總統，而不是一個木
偶。
美國對華加徵的關稅於今年7、8月
將陸續到期，拜登這一次有意甩開 「小
集團」 ，取消部分對華關稅，畢竟美國
通貨膨脹的壓力實在太大了。《紐約時
報》報道，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農業部長維爾薩克
均反對取消對華關稅，而財長耶倫、商
務部長雷蒙多則認為，調整關稅對企業
和消費者有好處。哈佛大學經濟學家、
奧巴馬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弗曼估
計，取消所有對華關稅將會使消費者物
價指數下降0.5%。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
辛格說得非常直白，雖然保留對華關稅
可能創造了對華談判的籌碼，但他們並
不能達到戰略目的，尤其是 「無關加強
關鍵供應鏈和支持國家安全的產品」 ，
「為什麼我們對自行車、服裝和內衣去
徵收關稅呢？」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6月
5日在接受CNN採訪時承認，拜登總統已
經下令研究取消部分對華關稅，主要涉
及日用品，而對中國的鋼鋁產品仍將保
持關稅，以保護美國工人及鋼鐵業的利
益。
美國對華關稅政策的分歧被媒體曝
光，也是政府內鬥的延伸及具體反映。
財政部和商務部更多地代表了華爾街及
美國商界的利益，對美國經濟和金融危

機的感受更加深切，也深知與中國進行
宏觀政策協調的重要性，這與外交與國
安團隊 「小集團」 的利益存在衝突，這
些人均從 「經濟考量安全化」 的思維出
發，將一切經濟活動置入國家安全的視
角，大大增加了經濟運行的成本和代
價。
外交與國安團隊是總統的重要智慧
源泉，他們的視野和思維影響着總統的
政治格局，對大國關係的走向起着十分
重要的導向作用。這不由讓人懷念起基
辛格、斯考克羅夫特這些前國家安全事
務助理來。無論是70年代打破中美關係
的堅冰，還是九十年代初中美關係從低
谷中走出，這些人都發揮了關鍵作用。
但時過境遷，特朗普的國家安全事務助
理是換得最頻繁的，從弗林至麥克馬斯
特，從博爾頓到奧布萊恩，均是中美關
係惡化的推手，而拜登的國安團隊雖相
對穩定，但迄今看不出給拜登出了什麼
妙招，拜登的支持率一路走低也就不足
為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