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3

特朗普被抄家勢掀美政治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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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I調查前總統私藏機密文件 撬保險箱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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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普的支持者趕到海湖莊園附近聲援。。
路透社
海湖莊園被搜查時，
特朗普身處紐約的特朗普大
廈。他的聲明稱，海湖莊園被大批
FBI特工 「包圍、突擊搜查和佔據」 ，
並 「撬開」 了一個保險箱；又強調自己已經
配合與相關部門合作，FBI仍要這樣做是
「不必要和不合適」 的，質疑司法系統武器
化，企圖阻止他參加2024年總統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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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黨趁機為中期選舉拉票
搜查事件迅速掀起軒然大波。FBI和特工
處事前經過溝通，得以順利進入海湖莊園。
而現任FBI局長雷正是由特朗普任命的。司法
部發言人拒絕就事件發表評論，包括是否由
司法部長加蘭親自授權。白宮官員稱，沒有
事先接到有關搜查海湖莊園的通知，總統拜
登直到新聞報道後才知道本次行動。
CNN指，對任何政治人物採取這種行
動都是非常微妙的，何況是前總統，而他還
是特朗普，這大大增加了事件的敏感性。前
FBI副局長麥凱布坦言，要採取這樣的行
動，需要司法部和FBI的領導層經過周密計
劃，並從各個可能的角度進行法律評估和審
查。也就是說，為了獲得搜查令，FBI探員
必須向法官證明，有足夠的理由相信特朗普
的行為違反了聯邦法律，而且可以在海湖莊
園內獲得這種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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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周一被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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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離任帶走15箱文件

知情人士稱，執法人員似乎將搜索區域
集中在特朗普的辦公室和個人生活區域，並
帶走了多箱物品，調查有多少文件被帶走以
及存放位置。美國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今
年2月表示，特朗普已將離任時從白宮帶走
的15箱含有機密信息的文件交還，而這些文
件本該在其卸任時就上交，該機構隨後要求
司法部調查有關特朗普涉嫌處理機密文件不
當的問題。有多項聯邦法律對處理政府機密
文件進行了規定，包括將這些文件保存在未
經授權的地點，都屬於犯罪。
特朗普的兒子埃里克8日證實，此次突
擊搜查的目的是因為國家檔案和記錄管理局
「想知道特朗普的手中是否仍保存有任何
（總統）文件」 。《紐時》指，近來數月調
查員多次到訪海湖莊園與特朗普的律師會
面，討論有關文件的事，相信今次搜查是要
確保再無機密文件留在此處。

黨爭升級

【【 大 公 報 訊 】】 綜 合 CN、、
N
美 聯 社 、 《 紐 約 時 報 》》 報 道 ：： 當 地
時間 日晚，，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發表聲明，，
稱美國聯邦調查局（（ F））
BI當日對其位於佛州
棕櫚灘的海湖莊園進行了突擊搜查，，並強行
打 開 保 險 箱 ，， 又 稱 這 是 美 國 的 至 暗 時
刻刻 。。美媒稱，，此次搜查行動與司法部調
查特朗普去年卸任時涉嫌擅自帶走總統機
密 文 件 有 關 。。 分 析 指 ，， 司 法 部 和 FBI
深知此次搜查將掀
起巨大的政治風暴
但依然授權搜
查查 ，， 代 表 他 們
對掌握證
據甚至起
訴特朗
普有相
當大的
把握。。
﹂

特朗普的盟友、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卡
錫喊話司法部，稱當共和黨人奪回眾議院
時，將立即對司法部進行監督並追查事實。
被認為是2024年共和黨潛在總統候選人的
佛州州長德桑蒂斯表示，這是美國政府機構
「武器化的升級」 。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
麥克丹尼爾譴責這次搜查是 「無禮的」 ，並
呼籲選民在11月中期選舉時投票給共和黨。

話你知

美國總統紀錄法
1972年至1974年，時任美國總統尼克松任內發生 「水
門事件」 。尼克松辭職後，企圖銷毀白宮磁帶。1978年，美
國國會通過《總統紀錄法》，並於2014年修訂該法，明確了
總統必須將他們任期內所有的信件、工作文件和電子郵件移
交給國家檔案局保管。如果總統的公共郵件、文檔等需要銷
毀，也必須經過總統或檔案局局長書面授權。

海湖莊園被搜查Q&A

任內丟文件進白宮馬桶
事實上，特朗普在任內就多次被指隨意
處理總統文件和訊息。CNN今年早些時候爆
料稱，特朗普在任期間多次撕毀文件沖進馬
桶，導致白宮廁所堵塞。Axios新聞網站8日
披露了兩張帶有特朗普筆跡的紙團漂浮在馬
桶裏的照片，其中一張攝於白宮廁所，另一
張則是攝於特朗普一次外訪期間。
提供這兩張照片的前《紐約時報》駐白
宮記者哈伯曼表示，紙團上的字跡是特朗普
喜歡使用的馬克筆留下的，他的一些助理知
道他有這種丟棄文件的習慣， 「他曾多次這
樣做」 。特朗普的發言人布多維奇隨即予以
否認，並指責哈伯曼此舉是為自己即將出版
的新書做宣傳。

FBI在找什麼？
這次搜查集中在特朗普離任時從白宮帶走的15箱文件，據稱
裏面有很多機密文件。特朗普直到今年1月才將15箱文件歸
還國家檔案局。
FBI是否破門而入？
FBI提前通知了海湖莊園的特工處人員，後者允許他們進
入，且沒有參與搜查。但FBI獲得搜查令並不意味着會對特
朗普提起刑事訴訟。

【大公報訊】據《紐約時報》報道：根據美
國總統紀錄法，在任總統必須保存與總統公務有
關的備忘錄、信件、筆記、電子郵件、傳真和其
他書面通訊紀錄。而與總統公務相關的文件多為
聯邦文件。《美國法典》規定，如果任何人挪
用、偷竊或未經授權轉讓或處置聯邦機構的任何
紀錄和文件等，最高可被監禁10年或罰款。
前聯邦和州檢察官、CNN高級法律分析師霍
尼格表示，錯誤地刪除機密文件是一項聯邦罪
行。由於特朗普計劃角逐2024年總統大選，專家
認為，特朗普最終若罪名成立，可能對其再次入
主白宮之路有很大影響。
一些法律學者認為，普通刑法未必能剝奪總
統的任職資格，但一位總統候選人若是以被告的
身份展開競選，仍是 「美國政治中的重磅炸
彈」 。
范德堡大學歷史教授施瓦茨表示，沒有前總
統被FBI突擊搜查的先例，這說明 「特朗普的行
為是多麼不尋常」 。然而，這不是特朗普面臨的
唯一的法律問題。司法部正就2020年大選結果展
開調查，已傳喚多名證人，且直接約談特朗普的
法律團隊。特朗普可能被控共謀暴亂罪，因法律
規定不得以武力推翻美國政府。
此外，佐治亞州檢察官正在調查特朗普涉嫌
推翻該州選舉結果的證據，而特朗普或其公司在
紐約州還面臨多項刑事及民事調查。

白宮對此次搜查是否知情？
一名白宮官員稱，沒有接到有關搜查海湖莊園的通知，總統
拜登直到新聞報道後才知道本次搜查行動。
會影響特朗普參加下屆大選嗎？
法律專家警告，如果特朗普被認定處理白宮機密文件不當，
可能被禁止擔任聯邦公職，影響其2024年參選總統大計。
特朗普目前還面臨哪些調查？

▲美媒8日披露了兩張帶有特朗普筆跡的紙
團漂浮在馬桶裏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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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司法部就2020年大選結果的刑事調查，已傳喚多名證
人，且直接約談特朗普的法律團隊，問詢有關特朗普的情
況。
此外，佐治亞州檢察官正在調查特朗普涉嫌推翻該州選舉結
果的證據。
大公報整理

▲特朗普去年離任時從白宮帶走15箱含有機密信
息的文件。
美聯社


周德武

海湖莊園被搜查對特朗普意味着什麼

世界

美國聯邦調查局於當地時間星期一
（8月8日）對特朗普在佛羅里達的海湖
莊園別墅進行突擊搜查，加劇了人們對
特朗普面臨刑事指控的猜測。
特朗普離任以後，美國國家檔案局
一直在清理特朗普的白宮紀錄文件，發
現一些文件丟失。此前，國家檔案局已
從海湖莊園運回15箱文件，其中包括一
些機密文件。這次搜查是要確認海湖莊
園是否仍有遺漏。根據美國相關法例，
如果私藏聯邦機密文件，將有可能面臨
長達10年的牢獄之災。
《華盛頓郵報》7月26日援引消息人
士的報道稱，司法部針對特朗普試圖推
翻2020年選舉結果的刑事調查已持續多
月，美國聯邦檢察官傳喚了多名證人，
主要問詢特朗普在106國會暴動事件中的
有關行為。一些媒體猜測，這可能是司

法部為起訴特朗普鋪路。
特朗普在任期間面臨兩次彈劾，開
創了美國歷史。一次是有關 「通俄門事
件」 ，第二次起因是106事件。這兩次彈
劾雖在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獲得通過，
但在參院沒能獲得三分之二的支持而前
功盡棄。
美國眾議院於2021年6月底成立了國
會106事件特別調查委員會，前不久進行
了8場公開聽證會，並抖出了不少猛料。
有證據顯示，特朗普涉嫌參與推翻美國
大選，涉及陰謀煽動和阻撓政府程序，
並對前司法部長施壓，要求其宣布2020
年總統大選存在舞弊。特朗普可能面臨
的另一項指控是在106事件中的不作為。
在暴徒衝擊國會大廈的三個多小時裏，
特朗普坐在白宮裏看電視直播，對國會
暴力事件置之不理，一些專家認為，僅
這一條就可以用 「玩忽職守罪」 對其予
以起訴。一些人質疑美國司法部長加蘭
在這件事上動作遲緩，既然證據已經足
夠，你還在等什麼？但加蘭一直對此三

緘其口。在各方壓力之下，加蘭於7月底
表示， 「只要有證據，司法部有權調查
或起訴包括特朗普在內的任何人，沒有
人可以凌駕於法律之上」 。
這次司法部採取搜查行動也招致多
方批評。但聯邦調查局認為他們的做法
專業及遵守規則。離美國中期選舉還有
三個月，按照美國的政治潛規則，在重
要選舉到來的三個月以內，一般不進行
敏感政治事件的調查，以免有 「政治迫
害」 的嫌疑。而這項行動恰恰選在92天
左右的時間點進行，就是為了避嫌。
美國歷史上還從未有任何在任或前
任總統遭到刑事起訴。即使有證據表明
總統有犯罪行為，歷屆政府都認為，最
好是給予豁免權或放棄起訴。最接近被
起訴的一位總統是尼克松。為避免因
「水門事件」 被彈劾及起訴，尼克松
1974年辭職，繼任者福特總統隨後宣布
對其赦免。另一位總統克林頓於2001年1
月卸任前夕與檢方達成協議，承認自己
曾在白宮實習生萊溫斯基 「拉鏈門」 醜

聞調查中作偽證，換取下台後不被起
訴。而這一次特朗普能否成為例外，引
起各方關注。
在FBI搜查海湖莊園的時候，特朗普
身處紐約的特朗普大廈，他通過自己的
社交平台發表聲明，稱這是美國的黑暗
時刻，對他的住所進行突然搜查是不必
要，也是不合適的，更是檢察官的不當
行為，這是將美國司法系統的武器化，
因為他們非常不希望自己參加2024年總
統選舉。特朗普把對他住所的搜查與當
年的 「水門事件」 的做法相提並論，唯
一的區別是當時搜查了共和黨全國委員
會的辦公室，而這一次居然闖入了美國
第45任總統的家。
今年以來，特朗普多次暗示將參加
2024總統大選，並有意在9月初宣布，但
共和黨內對特朗普施加了強大壓力，要
求其在中期選舉結束後宣布參選的決
定，否則即將到來的這場選舉有可能變
成對 「特朗普的公投」 ，從而轉移了美
國選民對拜登政府打擊通貨膨脹不力的

注意力。但特朗普也有自己的算計，參
加大選恰恰是特朗普自保的方式，他可
以向其支持者訴苦，民主黨對他的政治
迫害是不可原諒的，從而維持其在黨內
的人氣，同時通過高漲的民意打擊民主
黨起訴特朗普的政治熱情。
一些法律專家指出，一旦前總統被
定罪，對美國政治制度的衝擊不可同日
而語，民主黨不得不掂量再三。當下對
2024年美國大選能否實現和平移交政權
抱有疑慮的人越來越多，這不能不是美
國民主制度的悲哀。特朗普現象是美國
孤立主義和民粹主義進一步發酵的產
物，特朗普的存在是美國國家分裂的象
徵，他在政治上試圖東山再起無疑將加
劇美國的分裂。對特朗普別墅的搜查意
味着兩黨的政治攤牌時刻正在到來，共
和黨大佬指責此舉是司法機構武器化的
升級，而民主黨則認為，追究特朗普不
當行為是司法部應盡的責任。兩黨宮鬥
戲的大幕正徐徐拉開，讓我們拭目以
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