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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支持率降至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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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總 統 拜 登 在 會 議 中
不慎將 小抄 公諸於
世。
法新社

前白宮醫生稱拜登有認知問題
拜登身體狀況頻出

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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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手擔心他被電線絆倒

登機
摔倒

﹂

去年3月，拜登在登上空軍一號專機的過程中
接連摔倒三次。今年4月，拜登又一次在登上空軍
一號時險些摔倒，當時他緊握扶手，勉強站立。

來源：
《每日郵報》

騎車
摔倒

過程中，拜登無意間舉起一
張紙條，攝影師清晰拍下了紙
條上的文字，其中詳細列明拜登
「進門時要問好」 ， 「你感謝參與
者」 和 「你離開」 等內容，顯示他
的一舉一動都需要助手提示。
拜登近來狀況不斷，包括騎車時
失去平衡摔倒；登上空軍一號專機時摔
倒三次；口誤稱美國要取締俄羅斯總統
普京；將副總統哈里斯稱為 「總統」
等。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等共和黨人藉此
攻擊拜登 「精神衰退」 。

拜登上月與妻子一起在特拉華
州亨洛彭角州立公園踩單車時，不
慎從車上摔下，在特勤局的幫助下
才得以起身。

▼美國兒童染疫率激增，
圖為4歲幼童在紐約接種新
冠疫苗。
路透社

贏得大選後不久，
拜登在遛狗時骨折。去
年11月，拜登接受了結
腸鏡檢查，並讓哈里
斯短暫代理總統
職務。拜登2019年的體檢
結果已發現幾項老年
病，如膽固醇過高
和輕微的心
律失常。

小病
不斷

曾服務七位總統 福奇宣布退休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CNN
報道：美國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所
長、白宮首席醫療顧問福奇18日對美
媒表示，自己計劃在總統拜登本屆任
期結束時就會退休，他表示自己不打
算等新冠疫情結束後再卸任，因為短
期內疫情無法結束。
福奇表示，他計劃於在拜登這屆
總統任期內退休，而拜登本次任期結
束時間點為2025年1月。福奇日前又
對路透社表示，他也可能在拜登卸任

前提前退休。
現年81歲的福奇1984年獲任命
為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所長，自美國
前總統里根以來，福奇總共經歷過7
位總統。新冠疫情發生後，福奇與前
總統特朗普之間出現裂痕，不少右翼
人士向福奇的家人發去死亡威脅。
美國兒科學會（AAP）和兒童醫
院協會18日發布的最新報告顯示，美
國今年以來已超600萬名兒童感染新
冠。過去4周，美國有近28.7萬兒童

感染。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美國累
計有超過1390萬名兒童確診。
美國兒童佔全國總人口的22%，
在截至14日的一周內，報告的兒童病
例數佔確診總數的11.7%。AAP的報
告指出，美國自6月開始到現在，每
周報告中兒童感染病例比例下降的原
因是數據統計不完全。AAP表示，為
了評估變種病毒的嚴重性及對兒童健
康造成的長期影響，對不同年齡段兒
童疫情數據的收集十分迫切。

民眾不滿通脹問題未解
CNBC的最新民調顯示，拜登的總體
支持率跌至36%，經濟政策支持率跌至
30%，兩項數據均低過特朗普同期表
現。由於上個月美國通脹率達到史無前
例的9.1%，民眾不得不縮衣節食，他們
也對拜登政府無法解決問題感到不滿。
威斯康星州居民斯托蒂說，與去年
同期相比，全家今年的年度支出增加了
4500美元（約3.5萬港元），主要是因為
汽油、天然氣和食品價格上漲。斯托蒂
說： 「當你住在農村社區，親眼看到
（高通脹）對農場家庭和退休人員的影
響時，你會對拜登政府感到憤怒和失
望。」
佛羅里達州共和黨籍參議員里克斯
科特上周預測，11月的中期選舉將是共
和黨對 「民主黨人的血腥屠殺」 ，因為
許多美國人正因通貨膨脹而 「受傷」 ，
對現任政府非常不滿。有共和黨議員表
示，一旦在中期選舉中奪回眾議院，將
立即彈劾拜登。

英保守黨魁選舉 今誕最後兩強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每
日郵報》報道：英國保守黨黨魁選舉
四輪投票結果19日出爐，英國前財政
大臣蘇納克（又譯辛偉誠）穩居首
位，前國防大臣莫當特（又譯莫佩
琳）以92票位居第二，外交大臣特拉
斯（又譯卓慧思）以86票緊隨其後，
前平等事務大臣巴德諾赫被淘汰出

局。目前保守黨黨魁最後兩強，將在
三人中產生。
保守黨議員19日對蘇納克等三名
候選人進行第四輪投票，蘇納克拿下
118票居首位，比上輪多得3票；莫當
特比上輪多10票，而特拉斯比上輪多
得15票，兩者差距明顯縮小，巴德諾
赫落敗在第四輪出局。稍早前，議會

（左起）莫當特、蘇納
▲
克和特拉斯 日在倫敦參
加辯論。
美聯社

除了政敵之外，美國媒體也直言拜
登的年齡已經成為令人不安的問題。
《紐時》指出，如果拜登在2024年競選
連任成功，將以82歲高齡開展第二任
期， 「這是對總統年齡和總統職位的極
限考驗」 。
哈佛大學美國政治研究中心和哈利
斯民調在6月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64%
的選民認為他的年齡太大，不適合擔任
總統，其中60%的受訪者年齡在65歲或
以上。一些民主黨的策略師認為，他不
應該再次參選。
《紐時》的文章還採訪了一些白宮
工作人員，他們承認，拜登看起來比幾
年前老了，這是一種政治負擔。文章還
提及，拜登走路有時不穩，助手們擔心
他會被電線絆倒。在公開場合，他說話
會顛三倒四，導致助手們緊張萬分，擔
心他出現失言。
上月23日，在與風電產業高官會面

驚人
口誤

拜登踩單車時摔
▲
倒。
路透社

年屆80的拜登為美國史上最年長的
總統，他的健康狀況一直受到外界關
注。就連自由派大報《紐約時報》也刊
登文章指出，拜登堅持競選連任，但他
的年齡已經成為一個令團隊和民主黨都
不安的問題。
近日，曾為小布什、奧巴馬及特朗
普三名美國前總統看診的傑克遜接受霍
士新聞專訪時表示，拜登的認知能力出
現問題，恐無法堅持到2024年任期結
束。傑克遜18日又在社交媒體推特發文
稱，拜登沒有能力領導美國，形容其對
美國邊境安全是一大危險。
傑克遜補充說，拜登的認知能力下
降與年紀有關，推算拜登可能患有帕金
森症或阿茲海默症（又稱老年痴呆
症）。他又指，拜登的病情只會隨時間
變差，並不會好轉。但他沒有給出任何
證據。
實際上，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任期內
也多次被質疑精神健康和認知能力出現
問題。2018年1月，傑克遜煞有介事地
召開記者會，宣布特朗普在認知能力測
試中成績優秀，而且絕對沒有認知能力
或精神健康方面的擔憂。
2020年美國大選期間，競選國會議
員的傑克遜也曾在推特轉發一段有關拜
登的影片，暗示其認知能力有問題。有
關推文發布後20分鐘，奧巴馬發電郵給
傑克遜，批評他的做法不專業，是對他
們在政府中許多朋友的不尊重。

內憂外患

【大公報訊】綜合《每日郵
報 》 、 CNN
及《紐約時報》報
道：美國共和黨籍眾議員、前白
宮醫生傑克遜 日表示，他認為總統拜
登的認知能力已出現問題。拜登雖有意
在
年競逐連任，但他不僅面臨支持
2024
率僅剩
的窘境，且根據傑克遜的說
法，拜登的身體狀況恐怕連待至本屆任
期結束都很困難。此前美國民調顯示，
超過 成選民認為拜登年紀太大，不適
合擔任總統。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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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4月份稱自己曾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擔任
「正教授」 ，但他從未在該校任教。拜登還曾誤
將副總統哈里斯稱為 「總統」 。俄烏衝突發生
後，拜登曾對波蘭華沙的美軍說，他們即將前往
烏克蘭，及表示美國要在俄羅斯取締總統普京，
此言等同於要顛覆俄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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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圖根達特（又譯
董勤達）已在第三輪被淘汰。
當地時間20日，保守黨將舉行最
後一輪投票，再淘汰一名候選人，餘
下最後兩強接受20萬保守黨黨員投
票，最終結果將在9月5日公布。
由於蘇納克在每輪投票中都保持
領先，因此誰將與他進行最終對決，
備受關注。外界此前預測，蘇納克和
莫當特將進入最後一輪比拼，但特拉
斯在第三、四輪投票中與莫當特差距
不斷縮小，她們的排名可能會發生變
化。英媒分析稱，第四輪支持巴德諾
赫的議員們，將在最後一輪中成為造
王者。另外，蘇納克的支持人數能否
超過保守黨357名議員的半數，也是
最後一輪投票的關注點之一。


周德武

英國首相之爭把懸念留到最後

世界

截至當地時間19日，英國保守黨黨
魁的投票已經進行了四輪，前財政大臣
蘇納克一馬當先，獲得了118張選票，離
120張的最低提名門檻只差2張票。剩下
的另一個名額將在兩位女性候選人中產
生，即在第一輪投票中脫穎而出的黑馬
──前國防大臣莫當特（92票）和外交
大臣特拉斯（86票）。值得注意的是，
特拉斯後來居上，進一步縮小了與莫當
特的差距，甚至有取代莫當特、單挑蘇
納克之勢。
特拉斯生於1975年，畢業於牛津大
學，大學期間學習哲學、政治與經濟
學，屬於典型的未來從政的專業。她於
1996年加入到保守黨。2010年順利當選
為議會議員，從此邁上政壇快車道。
2014年被任命為環境和食品大臣，成為

英國歷史上最年輕的閣員；2016年又被
任命為司法大臣兼大法官，成為英國
1000多年以來第一位女性大法官。
由於特拉斯少年得志，在英國政壇
被視為政治新星，她也毫不隱瞞自己的
政治抱負，總是把自己與 「鐵娘子」 撒
切爾相提並論，服裝打扮上都要刻意模
仿。在7月17日的第一場電視辯論中，特
拉斯身着黑色西裝外套、搭配有大蝴蝶
結的白色襯衫，與撒切爾夫人角逐1979
年大選時所穿的一套服裝驚人相似，其
渴望成為保守黨另一位 「鐵娘子」 的雄
心溢於言表。
特拉斯在擔任外交大臣之後，表現
得十分反華，不僅支持英國加入美英澳
安全聯盟（AUKUS），而且主張北約要
強化全球視野，打造 「全球北約」 ，將
觸角延伸到亞太。她呼籲加大對台灣的
軍援以增強其自衛能力。特拉斯在今年4
月的一次演講中妄稱，如果中國不遵守
國際法則，將無法崛起。她極力反對世
界貿易組織繼續視中國為 「發展中國

家」 ，認為這種做法時過境遷。在脫歐
問題上，她屬於留歐派，後來改變立
場，並在2019年支持約翰遜出任首相。
2021年在時任外交大臣拉布出任副首相
之後，她被約翰遜委以重任，成為英國
歷史上為數不多的女外相。
特拉斯與莫當特之爭成為今日英國
保守黨黨魁競爭的主要看點。一些輿
論認為，莫當特與約翰遜保持着 「一
臂距離」 ，既不是約翰遜的忠誠擁護
者，也不是他的背叛者。她在約翰遜
政府中扮演的角色微不足道，因此也
沒有被約翰遜政府的形象所玷污，這
既是她的優勢，也成為她的缺點。一
些人擔憂，她有關經濟領域的經驗太
缺乏了，在政府任職時間過短，在國
防大臣的位置上也只有兩個多月，沒有
經過重大事件的考驗。包括她的前上司
對她的評價並不高，與她共事的人認
為，她 「對政策的複雜性」 不感興趣。
加之莫當特在跨性別等 「性小眾」 問題
上持開放態度，引起相對保守人士的不

滿。她對此辯解道，英國出現了 「跨性
別恐懼症」 ，這類 「性小眾」 只佔全
英人口的0.6%，將這個問題放在如此
重要的位置討論，是不合理甚至是怪異
的。
與莫當特的草根形象相比，特拉斯
畢業於名校，更符合英國精英政治的形
象及需要。她與蘇納克一樣，曾出任過
財政部首席秘書，對經濟問題有自己獨
到的見解，兩人在稅收問題上的觀點也
是針尖對麥芒。特拉斯指責蘇納克擔任
財相期間，將稅率上調至70年來最高水
平，在目前情況下加稅只會窒息英國的
經濟增長。蘇納克則認為，政府現在需
要加稅，以應付急劇上升的醫療和社會
福利開支，減稅只會推高通脹。特拉斯
推銷的是 「不勞而獲的經濟學」 ， 「靠
借錢擺脫通脹，這不是計劃，而是童
話」 。蘇納克稱，特拉斯的這套理論比
工黨前領袖科爾賓還要激進。
多家民調機構顯示，如果最後是蘇
納克與莫當特同台競爭，莫當特在草根

黨員中民調佔優；而蘇納克與特拉斯一
決雌雄，蘇納克略勝一籌。不過，特拉
斯一直努力打造 「中規中矩」 的形象，
在競選中表現得不慍不火，刻意與傳統
的保守黨形象相脗合。雖然她個人缺乏
魅力，有時還是一個地理盲，甚至在國
際上鬧出不少笑話，但在她這個年紀擁
有如此多的崗位歷練也算是屈指可數，
從這個意義上說，特拉斯入主唐寧街也
不會讓人特別意外。
據報道，約翰遜較屬意的人選是特
拉斯，莫當特接替他也無妨，但堅決不
能讓蘇納克接任，但約翰遜的 「金手
指」 會擁有與特朗普一樣的魔力嗎？英
國廣播公司的評論認為，在唐寧街這個
地方，長期以來由白人男性把持權力，
但下一任首相顯然是個例外，蘇納克是
印度後裔，而另兩位候選人都是女性，
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在第四輪投票結
束、圖根哈特和前國務大臣巴德諾赫出
局之後，新一屆英國首相已經與白人男
性和黑人女性無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