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白宮助理作證 曝特朗普瘋狂行為
跟司機搶奪方向盤 發脾氣掀桌布砸餐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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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紐約時報》、美國之音、《華盛頓郵
報》報道：美國國會眾議院調查 2021
年 月 日國會暴亂的特別
委員會（
委員會 ） 日舉行了一場計劃之外的聽證會。
106
此前默默無聞的前白宮助理哈欽森成為全美關注焦點，在會上曝
光前總統特朗普在暴亂當天的瘋狂行為。哈欽森回憶說，特朗普
要求警衛放持槍暴徒靠近白宮，還想要跟着暴徒一起遊行到國會
山，為此甚至做出搶奪總統專車方向盤、襲擊特勤人員等令人瞠
目結舌的舉動。另外，特朗普還因為司法部沒有找到選舉舞弊的
證據而大發雷霆，將自己的午餐砸到白宮餐廳的牆上。
﹁

﹂

▲2021年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衝向國會大廈，並用旗
杆攻擊國會警察。
資料圖片

「106委員會」 28日前已舉行5場聽證會，原本計劃
中下一場聽證會安排在7月，但為了展示 「近期獲得的證
據」 ，委員會特意於28日增設一場聽證會。前白宮幕僚
長梅多斯的助理哈欽森在會上拋出震撼彈，她作證說，
國會暴亂當天，她和時任白宮副幕僚長奧納托接到執法
人員報告，得知前往白宮南側草坪參加集會的特朗普支
持者中有多人攜帶武器，包括刀、槍、胡椒噴劑、長矛
和防彈衣等。他們將此事告知梅多斯，但後者無動於
衷。
哈欽森表示，特朗普得知支持者因為持械被阻攔後
大發雷霆，認為應該把他們放進來，壯大白宮橢圓形草
坪集會的聲勢。她聽到特朗普對工作人員說： 「我不在
乎這些人帶了武器。他們不是來傷害我的。撤掉安檢儀
器，讓他們進來，他們可以從這裏遊行到國會山。」

被控訴所有可能的罪名
特朗普在集會上公開宣稱，他將與支持者一同走向
國會山。但前白宮律師希波隆（Pat Cipollone）擔心，
如果特朗普跟數以千計的示威者一起遊行到國會的話，
這位美國總統可能會面臨刑事指控。希波隆在暴亂發生
當天跟哈欽森說， 「如果這真的發生了，我們將被控訴
所有可以想像到的罪名。」 希波隆擔心特朗普可能會被
起訴妨礙司法等罪名。
在暴亂當天，負責保護總統人身安全的特工處特工
決定開車把特朗普送回白宮。當特朗普意識到專車不是
去國會山後 「非常惱怒」 ，當場爆粗口說： 「我他媽的
可是總統，帶我去國會大廈。」 隨後他伸手搶奪方向
盤，還試圖襲擊負責開車的特工恩格爾的頸部。
特朗普支持者後來在國會大廈外豎起絞刑架，高呼
要吊死副總統彭斯，並闖入國會大廈。哈欽森作證說，
她聽到希波隆對梅多斯說： 「我們需要採取更多行動。
他們（暴徒）真的想要吊死副總統（彭斯）。」 而梅多
斯回答說： 「你聽到他（特朗普）說的話了，他認為彭
斯活該。」 特朗普不僅未勸阻人群，反而火上澆油地在
推特發文，指責彭斯沒有勇氣推翻大選結果。
「106委員會」 副主席、僅有的兩名共和黨成員之
一利茲．切尼表示，前白宮僱員能鼓起勇氣站出來作證
很不容易。她宣讀了兩名匿名證人的證詞，顯示特朗普
陣營曾向他們施壓，暗示他們對調查人員隱瞞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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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白宮幕僚長梅多斯的助理哈欽森28日出席聽證會，成為全美關注焦點。

特朗普罪證陸續曝光

最新聽證會爆料重點

13日

2020年底

美國前司法部長巴爾證
實，特朗普2020年底已被告
知不存在所謂 「選舉舞
弊」 ，但他仍繼續傳播虛假
信息誤導支持者。

時任美國司法部長
巴爾告訴媒體，調查人
員並未發現所謂「選舉舞
弊」的證據。特朗普看到
報道後大發雷霆，將餐
盤砸到白宮的牆上。

16日

2021年1月6日

前副總統彭斯法律顧問
雅各布證實，特朗普的律師
曾施壓彭斯，要求其推翻選
舉結果。

國會暴亂之前，部
分特朗普支持者攜帶刀
具、槍支、防彈衣等前
往白宮參加集會。特朗
普要求特勤人員撤走安
檢設備，並聲稱： 「我
不在乎這些人帶了武
器。他們不是來傷害我
的。讓他們進來，他們
可以從這裏遊行到國會
山。」

21日
多名共和黨官員證實，
特朗普及其盟友曾要求他們
篡改關鍵州份的選舉結果。

23日
多名前司法部官員證
實，特朗普試圖任命政治盟
友掌管司法部，以達到推翻
選舉結果的目的。

番茄醬濺到白宮牆上

推進公投立法；若最高院作出相反裁
定，那麼下一屆蘇格蘭議會選舉將成
為事實上的獨立公投。
蘇格蘭於2014年舉行第一次獨

朗普有犯罪意圖，但已經讓他轉變觀
念，認為特朗普被起訴的可能性顯著增
加了。
美國司法部長加蘭的發言人拒絕
置評。前司法部長巴爾則表示，最新
聽證會無疑將為調查人員提供大量研
究材料。
《紐時》28日報道指，司法部正
在檢視相關材料，44歲的聯邦檢察官
溫德姆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包括調查
特朗普陣營如何嘗試組建 「假選舉人
團」 。
最近幾周，溫德姆團隊收集信息
的重點從佐治亞州等關鍵州份潛在選舉
人的電郵和短訊，轉移到試圖幫助特朗
普推翻大選結果的律師及官員。

來源：《紐約時報》

▲哈欽森（最後方）2020年跟隨特朗普參加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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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公投，當時45%民眾支持脫英，
55%反對。此後，英國政府一直拒絕
蘇格蘭舉行二次公投的要求。民調專
家柯蒂斯表示，綜合近期多項民調結
果，目前約48%蘇格蘭民眾支持脫
英，52%反對。
約翰遜稱，英國現在需要聚焦經
濟問題。施雅晴早前指出，英國脫歐
後經濟衰退，是蘇格蘭尋求獨立的重
要原因。除了蘇格蘭，北愛爾蘭對約
翰遜政府的不滿情緒也在增加。27
日，英國議會下院通過了單方面修改
英歐《北愛爾蘭議定書》部分內容的
提案。北愛議會第一大黨、主張脫英
的新芬黨本月稍早批評說，此舉有損
北愛利益，且違反國際法。



▲施雅晴28日公布明年10月舉行獨立
公投的方案。
法新社

【大公報訊】據《紐約時報》報
道：前白宮幕僚長梅多斯助理哈欽森
28日在美國國會暴亂聽證會上的證詞
極富戲劇性，同時也可能成為美國司法
部刑事起訴前總統特朗普的關鍵。專家
指，特朗普原本可以辯解說自己並非有
意干擾國會議程，但哈欽森指出他故意
煽動持有武器的支持者前往國會大廈，
還試圖加入其中。
美媒指，在本月的6場聽證會中，
「106委員會」 一直嘗試證明特朗普有
意識地參與了推翻2020年大選結果的
陰謀，而哈欽森的證詞相當於 「最後一
塊拼圖」 。美國前司法部官員、現任教
於明尼蘇達大學法學院的羅森施泰因表
示，雖然哈欽森的證詞還不足以證明特

暴徒喊出 「吊死彭
斯」 口號後，特朗普表
示贊同。

英國四分五裂 蘇格蘭擬明年公投
【大公報訊】綜合BBC、路透社
報道：受新冠疫情、俄烏衝突、脫歐
等因素影響，英國政府近期內外交
困。28日，蘇格蘭首席大臣施雅晴宣
布，蘇格蘭地方政府擬於明年10月
19日舉行第二次獨立公投。英國首相
約翰遜回應說，當局將認真研判施雅
晴的提案，但重申 「現在不是舉行公
投的時候」 。
施雅晴29日稱，蘇格蘭議會內的
大多數議員支持舉行獨立公投，蘇格
蘭舉行脫英公投的要求比英國脫歐公
投更強烈。她表示，蘇格蘭高級法律
官員已向英國最高法院提交相關文
件，若最高院裁定蘇格蘭無需得到英
國政府批准就可舉行公投，她將快速

新證詞或成起訴特朗普關鍵

特朗普公開表示將
與支持者一同走向國會
山，但特勤人員決定開
車把他送回白宮。特朗
普大怒，在總統專車上
爆粗口並搶奪方向盤，
且試圖襲擊開車的特勤
人員頸部。

來源：美國之音

哈欽森還披露，時任司法部長巴爾於2020年底告訴
美聯社，調查人員沒有發現足以推翻拜登勝選的所謂
「選舉舞弊」 證據，令特朗普情緒失控，將自己的午餐
往白宮餐廳的牆上扔。她回憶說，特朗普打碎了一個盤
子，並且讓番茄醬濺到牆上， 「我拿了一塊毛巾擦拭番
茄醬，幫助清理牆面。」 她表示，特朗普經常這樣亂
發脾氣， 「他不是扔盤子，就是掀桌布。」
特朗普在自創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上猛
烈抨擊哈欽森，逐條否認她的證詞，並指責她編造
「病態」 和 「欺詐性」 的故事。
特朗普滑稽而荒誕的行為在社交媒體上引發熱
議。有網友表示，特朗普看到最新聽證會後，為他服務
的工作人員 「需要清理很多碎盤子和甩到牆上的食
物」 。還有人調侃說： 「特朗普可能想用番茄醬掩蓋國
會暴亂留下的痕跡。」

法新社

美限墮胎權 搬到加拿大上熱搜
【大公報訊】據Axios新聞網、
加拿大環球新聞報道：美國最高法院
日前推翻保障墮胎權的 「羅訴韋德
案」 後，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在網
上搜索如何搬到可以合法墮胎的鄰國
加拿大。
根據谷歌搜索趨勢簡報，24日美
國最高法院宣布判決結果後短短一個
小時， 「如何從美國搬到加拿大」 的
搜索量激增850%； 「如何成為加拿
大公民」 的搜索量亦激增550%。加
拿大家庭、兒童和社會發展部長古爾

▲美國民眾27日參加示威，要求政府
保障墮胎權。
法新社

德表示，如果有需要，美國女性可以
到加拿大尋求墮胎服務。一名住在美
加邊境處的加拿大網友在TikTok表
示，願意為有需要的美國朋友提供落
腳處。
據加拿大媒體28日報道，由於預
見到墮胎需求可能增加，該國墮胎藥
物生產商已經開始增加產量。報道
指，一些已進入妊娠晚期但由於致命
健康風險不得不墮胎的加拿大孕婦原
本會到美國做手術，但現在只能在國
內解決；跨境進入加拿大做墮胎手術
的美國人也將增多。在此情況下，懷
孕不滿10周的女性可以選擇藥物墮
胎，將手術資源留給需求更急迫的
人。
加拿大墮胎費用遠低於美國。據
安大略省墮胎診所聯盟介紹，加拿大
診所的收費約為500加元（約3049港
元），而與安大略省接壤的美國密歇
根州診所要收取600至900美元（約
4680至7020港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