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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司法部長揚言助烏起訴戰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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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府阻國際調查有前科 凸顯雙重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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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蘭本周行程包括訪問波蘭及法
國，但21日在未事先公布的情況下跨
過波烏邊境，在烏克蘭邊境小鎮克拉
科韋奇與烏總檢察長韋內迪克托娃舉
行約1小時會談。雙方討論了美國向烏
方提供技術和法律支持，協助烏方調
查、逮捕和起訴 「俄羅斯戰犯」 等議
題。加蘭宣布將成立由美國司法部人
員和外界專家組成的 「戰爭罪問責小
組」 ，並委任前美國司法部特別調查
辦公室主任羅森鮑姆領導該小組。
加蘭聲稱，美國發出了明確無誤
的信息，即罪犯無處可藏， 「我們將
用盡一切手段，確保將犯下暴行的人
繩之以法。」 據《紐時》報道，加蘭
與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局長克里斯
托弗．雷4月宣布將與烏克蘭調查人員
及檢察官合作。美國司法部亦與國務
院合作，向韋內迪克托娃及其他烏克
蘭官員提供支持和建議。

美制裁國際法院檢察官
美方聲稱，加蘭此行的目的是強
化 「美國和國際社會對烏克蘭調查俄
羅斯戰犯的支持」 。但當國際社會要
調查美國犯下的戰爭罪時，華府立馬
換上另一副嘴臉。2016年，國際刑事
法院發布報告，指出駐阿富汗美軍及
中央情報局（CIA）犯下虐囚等戰爭罪
行。華府多次施壓，要求停止調查。
2020年3月，國際刑事法院上訴
分庭授權檢察官本蘇達開始調查，時

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於同年6月悍然宣布
制裁參與調查人員及其家屬。多名聯
合國專家怒批美國干預國際法院的獨
立性。2021年9月，新任國際刑事法
院檢察官卡里姆．汗宣布縮小調查範
圍， 「優先」 調查塔利班和伊斯蘭國
（ISIS），而非美國。

被俘美僱傭兵或判死刑
美國司法部發表聲明稱，羅森鮑
姆將調查 「美國有司法管轄權」 的潛
在戰爭罪行，例如美國記者在前線被
殺或受傷。有分析認為，加蘭此時訪
烏，與近日兩名美國僱傭兵疑似被俄
方俘虜有關。據俄媒報道，美國退伍
軍人德魯克和黃安迪近日在哈爾科夫
附近被俄軍俘虜。俄總統新聞秘書佩
斯科夫20日表示，兩人是僱傭兵，而
非正規軍，不受《日內瓦公約》保
護，因此不能排除他們被判死刑的可
能性。
美國務院發言人普賴斯21日表
示，美方一直在就此事與俄方聯繫，
但華府目前不掌握疑似被俘人員的下
落及其他細節。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
戰略溝通協調員柯比稱，佩斯科夫暗
示美國公民可能被判死刑 「令人震
驚」 。

▶阿桑奇的
支 持 者 20 日
在 希 臘 示
威，要求美
英政府還其
自由。
路透社

•2013年，向 「維基解密」 洩露70多萬
份涉及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罪
行文件的美軍士兵曼寧，被美國法院
判刑35年。曼寧據報在獄中受到殘酷
虐待。

施壓國際法院
•2016年，國際刑事法院發布報告，
指出美國駐阿富汗軍隊及中央情報
局（CIA）犯下虐囚等戰爭罪行。
•2017年，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本蘇
達要求調查美方戰爭罪行。
•2020年3月，國際刑事法院上訴分
庭授權檢察官開始調查。
•2020年6月，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
宣布制裁參與調查的法院官員及其
家屬。聯合國專家怒批美方干預國
際刑事法院獨立性。

來源：聯合國官網、BBC

•2019年，與曼寧合作公開美軍文件的
「維基解密」 創辦人阿桑奇在英國被
捕，美國立即提出引渡要求。本月17
日，英國批准引渡阿桑奇。

網友批加蘭手伸太長
《紐時》指出，美國21日舉行了
針對2021年1月6日國會暴亂的第四場
聽證會，曝光更多前總統特朗普圖謀
推翻2020年大選結果的證據。加蘭未
回應美國國內要求起訴特朗普的呼
聲，卻跑到烏克蘭，引起很多民眾不
滿。有網友質問： 「為什麼加蘭要去
烏克蘭？他在華盛頓找不到事情做了
嗎？」 另一名網友質疑美國司法部是
否有權到別國查案， 「我從來不知道
加蘭的手能伸那麼長。」
亦有人對加蘭喊話： 「很高興看
到你今天訪問了烏克蘭。但你回國的
時候能不能順便到佐治亞州看看，管
一管特朗普干預大選計票的案子？這
件事已經拖了17個月了。」

華府不遺餘力打壓
吹哨人
【大公報訊】綜合美國之音、德
國之聲報道：2010年， 「維基解密」
公布大量美國政府及美軍機密文件，揭
露美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犯下的戰爭罪
行。作為 「吹哨人」 的美軍士兵曼寧和
「維基解密」 創辦人阿桑奇，卻在此後
十多年間遭到美國政府不間斷的迫害。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0日指出，
阿桑奇案凸顯美國的虛偽：曝光別國是
英雄，曝光自己和盟友就是罪犯。
曾在伊拉克擔任美軍情報分析員
的曼寧向 「維基解密」 提供了大量機密
文件，包括美軍從直升機上向巴格達平
民開火的視頻。曼寧於2010年5月被
捕，2013年被判刑35年。曼寧在判決
結果出爐後宣布將性別認同改為女性，
並接受荷爾蒙療法，但仍被關進全是男

追捕 「吹哨人」

爭罪行
自身戰
般掩飾
美國百

【大公報訊】綜合《紐約時報》、半島電視台、《華爾街日
報》報道：美國司法部長加蘭 日突訪烏克蘭，與烏總檢察長韋內
迪克托娃舉行會談，並聲稱美國將協助烏方調查俄羅斯在烏犯下的
戰爭罪行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自身涉嫌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等
地犯下戰爭罪，卻通過制裁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等手段百般阻撓調
查，加蘭的言論充分暴露了美國政府的雙重標準。美國網友亦批評
加蘭忽視國內堆積如山的問題，跑到烏克蘭多管閒事。
﹁

◀加蘭（左）21日會晤烏
克蘭總檢察長韋內迪克托
娃。
美聯社

性的軍事監獄，其間飽受折磨，甚至兩
度嘗試自殺。
2017年，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赦
免了曼寧。2019年，由於拒絕為美國
法院針對阿桑奇的調查作證，曼寧兩度
入獄，再次被折磨到嘗試自殺。
阿桑奇被美國政府通緝，面臨十
多項指控和最高175年刑期。他在厄瓜
多爾駐倫敦大使館躲藏9年後，於2019
年被英國警方拘捕。2020年，上百名
醫生和心理學家發出公開信，指出阿桑
奇在倫敦飽受心理折磨，且未得到應有
的醫療服務，恐被 「活活折磨死」 。本
月17日，英國內政大臣彭黛玲簽署命
令，正式批准將他引渡到美國受審。
「維基解密」 批評說，英國是美國的幫
兇。

▲烏軍士兵18日用美
國提供的榴彈炮向俄
軍開火。
美聯社

▶美國犯下的戰爭罪罄竹難書，圖為
美軍放狗恐嚇伊拉克囚犯。 資料圖片

聽證會揭特朗普謀篡改大選結果
【大公報訊】綜合CNN、美國
之聲報道：美國國會眾議院調查
2021年1月6日國會暴亂的特別委員
會（ 「106委員會」 ）21日舉行第四
場公開聽證會，揭露前總統特朗普及
其政治盟友如何施壓多個關鍵州份的
官員，要求他們篡改2020年大選結
果。主導聽證會的民主黨眾
議員希夫表示，委員會無法
判定特朗普是否犯罪，但他
圖謀推翻選舉結果的行為
「根本不是美國的做法」 。
美媒指，21日多名共和
黨官員站出來作證。亞利桑
那州眾議院的共和黨籍議長
鮑爾斯表示，特朗普兩次在
電話中要求他推翻拜登在該
州勝選的結果，但被他拒

絕；特朗普的律師朱利安尼聲稱有
20萬移民和數千 「死人」 在該州非
法投票，但後來又對他承認沒有相關
證據。
佐治亞州州務卿拉芬斯佩格作
證說，特朗普要求他推翻該州選舉結
果，但選票已經清點了三次，每次都

是拜登贏。鮑爾斯、拉芬斯佩格等人
均表示，他們和他們的同事曾收到特
朗普支持者的暴力威脅。
委員會還展示了威斯康星州共
和黨籍參議員約翰遜試圖派出 「假選
舉人團」 的證據。約翰遜的助理曾給
時任副總統彭斯的助理發短訊，聲稱
要提交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的
「替代選舉人團」 名單，將
拜登勝選的結果改為特朗普
勝選。特朗普則在社交媒體
指責 「106委員會」 高度黨派
化，對他懷有惡意。

◀ 「106 委 員 會 」 21 日 展
示特朗普向多州官員施壓
的證據。
法新社

得州共和黨籲舉行脫美公投
【大公報訊】據美聯社報道：美國
社會分歧日益加深，得州共和黨於16日
至18日在休斯敦舉行大會，通過一項拒
絕承認2020年大選結果的決議，並將
現任美國總統拜登稱為 「非法
總統」 。得州共和黨還在新的
政黨綱領中提議於2023年舉行
「脫美公投」 ，要求讓得州恢
復 「獨立國家地位」 。
上周超過5000人參加了得
州共和黨大會。該黨在新的綱
領中呼籲得州州議會通過立
法，讓得州人民在2023年舉行
公投，以決定該州是否要脫離
美國獨立。綱領稱，聯邦政府
在地方自治領域侵犯了得州的
權利，並指責聯邦忽視和剝奪

了得州的修憲權。據美媒報道，根據美
國憲法，得州無權單方面退出聯邦。
大會還反對美國國會的跨黨派控槍
提案。民主黨希望上調最低購槍年齡，

但得州共和黨聲稱： 「在得州，21歲以
下的人最容易成為暴力犯罪受害者，因
此最需要擁有自衛能力。」
得州於1836年脫離墨西哥，成立
「孤星共和國」 ，後於1845年
併入美國，但南北戰爭時期再
次宣布獨立，直到1870年才重
新加入。美聯社指，得州是美
國最大的 「紅州」 ，保守派思
想根深蒂固。雖然得州共和黨
的決議和綱領並無法律效力，
但反映出共和黨向極右翼發展
的趨勢。

◀得州共和黨人16日前往
休斯敦參加大會。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