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悶蛋總統 難創新天
張文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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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敗的特朗普則趁離開白宮去打高爾夫球的機
會，安排車隊穿過集會現場，與支持者齊齊
「圍爐取暖」。示威過程在日間大致和平，但
入夜後部分示威者與總統當選人拜登的支持者
爆發衝突，雙方拳來腳往及互相投擲雜物，警
方介入分隔雙方，拘捕最少 20 人，事件中有兩
名警員受傷。
1 萬名特朗普支持者前日在白宮附近的自由廣場聚集，
遊行前往最高法院，他們揮動印有「特朗普 2020：讓
美國繼續偉大」等競選口號的旗幟，高呼「停止偷竊」、
「我們需要特朗普，做多 4 年！」，氣氛猶如特朗普的造勢
集會。陰謀論者瓊斯和極右組織 Proud Boys 領袖塔里奧等極
端分子，均現身遊行隊伍中。

約

車上揮手致意 赴弗州打高球
遊行期間，特朗普乘坐專車離開白宮，前往弗吉尼亞州的
高爾夫球場，當車隊經過遊行隊伍時，沒有戴口罩的特朗普
在車上向支持者微笑和揮手致意，同樣大多沒有戴口罩的支
持者，則向特朗普揮手及高叫口號。有來自佛羅里達州的示
威者聲稱，今次大選存在舞弊，有不符合資格的人非法投
票，因此專程到來支持特朗普。
當遊行隊伍抵達最高法院外，在場一批反特朗普人士指責
示威者沒有佩戴口罩，並高叫「彰顯社會公義」等口號，雙
方一度互相推撞，不過很快便被在場警員分隔。

20 人被捕 檢多支槍械
入夜後，華盛頓的氣氛變得緊張，示威者與反特人士多次
發生衝突，社交媒體流傳的片段顯示，雙方互相揮拳及投擲
雜物，警方採取行動制止打鬥，以襲擊及持械等罪名拘捕最
少20人。警方表示接獲一宗持刀襲擊事件，行動中檢獲多支
槍械，有兩名警員受傷。
反特人士稱，他們約 20 人前日早上在自由廣場西面開始
掛起反特標語，其間遭一批特朗普支持者包圍攻擊，他們立
即走避，幸好沒有人嚴重受傷，待「特粉」散去後，他們便
重返現場聚集。反種族歧視組織 RefuseFascism 共同創辦人
泰勒表示，對於特朗普企圖推翻選舉結果感到憤怒，強調選
舉已經結束，「拜登取勝，特朗普落敗。」
特朗普前晚在 twitter 發文，對支持者舉行集會感到「窩
心」，他表示有數十萬人站出來力撐他，白宮發言人麥肯納
尼更發帖稱「逾 100 萬人參與遊行」。儘管警方未有公布遊
行人數，但目擊者指參與人數明顯遠低於特朗普所言。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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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眾人向特朗普座駕揮手和高叫口號
眾人向特朗普座駕揮手和高叫口號。
。

價，一切方案皆淪為縮水版。當然，在這微妙平
衡之中，拜登也可借參議院的阻撓作為藉口，壓
制進步派的過激主張，並把法案通過的失敗歸咎
於共和黨。因此，未來美國的政策走向，將取決
於拜登、民主黨和共和黨三方面博弈的結果。
拜登的主要任務，不是帶領美國闖出一番新天
地，而是為長期撕裂的社會療傷、縮窄政見分
歧，恢復經濟元氣，平穩過渡至下一階段。拜登
亦不應視民眾的支持為理所當然，特朗普固然不
得民心，但拜登也不算贏得漂亮，上台後沒有多
少「蜜月期」可言。正如男女關係，選民和拜登
都應調整對彼此的期望，以免希望愈大、失望愈
大。否則的話，最後又是一段爛桃花，不歡而
散、磋跎歲月，而美國已經輸不起了。

美聯社

■ 特朗普在車上揮手致意
特朗普在車上揮手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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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支持者受
傷，弄至頭破血流
弄至頭破血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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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一度
發文承認拜登
勝選。
勝選
。
網上圖片

特朗普首認拜登勝選 強調「靠選舉操控
」

美國總統特朗普昨日在 twitter發文，
首次公開聲 勝，我不會承認落敗，
我們還要走漫漫長路。」
稱拜登勝出大選，但指拜登是靠操控
選舉取勝，不
美國各州的普選票點票工作已接近完
成，各大傳
過特朗普未有提出任何證據。
媒均指拜登已取得306張選舉人票，遠
超當選所需的
特朗普在帖文稱，「他(拜登)勝出，原
因是選舉被 270張選舉人票，然而特
朗普一直拒絕認輸，不斷無
操控。」不過他很快抽起這帖文，並
發出另一帖 理指控選舉存在舞弊，
更在多個關鍵州份提出訴
文，表示「他(拜登)只是在發布假新聞
的媒體眼中取 訟，試圖推翻選舉結果
，但均不得要領。 ■路透社

4關鍵州共和黨議會 拒任命「挺特」選舉人
美國大選的4個關鍵州份亞利桑那、密歇根、
賓夕法尼亞和威斯康星州，均由總統當選人拜
登勝出，特朗普陣營擬要求這些州份由共和黨
控制的州議會，宣布選舉「失效」，並介入任
命支持特朗普的選舉人，讓他們投票給特朗
普。然而4州的共和黨領袖均表示，他們將不會
介入，選舉人將遵照當地普選票結果投票。
亞利桑那州眾議院共和黨籍議長鮑爾斯表
示，他收到許多電郵，要求州議會介入任命選
舉人，但他強調沒看見大選出現舞弊情況，故
此州議會共和黨議員不會干預，選舉人將依照

和黨內進步派以往尚能團結一致，槍口一致對準特
朗普。隨着特朗普敗選，派系權鬥將愈趨明顯，考
驗拜登左右逢源的能力。另一邊廂是與民主黨針鋒
相對的共和黨，該黨很大機會繼續把持參議院，對
議案及人事任命有生殺大權，在極端政治氣候下，
幾乎毫無妥協餘地。參議院共和黨籍領袖麥康奈爾
與拜登為老相識，拜登作風冷靜務實，擅長與他人
建立良好合作關係，相信有助拉攏麥康奈爾，為政
局稍為降溫。
拜登面臨的困境是，若在關鍵議題上與共和黨
妥協，未能滿足民主黨進步派的訴求，則恐流失
相關選民支持，加劇黨內分裂，打擊該黨 2022 年
中期選舉的勝算。若向進步派傾斜，推出左傾法
案試圖在參議院闖關，則勢必被共和黨大手壓

特朗普快閃圍爐

及多個城市舉行示威，指控大選舞弊，在大選

與拜登支持者互毆 白宮聲稱逾 萬人參加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支持者前日在首都華盛頓

「Slow Joe」之類的花名，亦無甚殺傷力，遠不及
特朗普在上次大選攻擊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時所
用的「Crooked Hillary」(邪惡的希拉里)。
恰好拜登這種「悶蛋」性格，在特朗普「過山車
式」執政後，迎合了渴求安穩的民心。綜合拜登政
綱，有三大支柱。首先是以科學方式防治新冠肺
炎，不僅依賴疫苗，而是多管齊下，提高檢測能力
追蹤隱形患者，扭轉特朗普「佛系」抗疫態度。第
二是使用行政命令，推翻現政府極具爭議的政策，
包括撤銷穆斯林國家人士入境禁令，重返國際組織
和協議，讓美國重新成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一員。
第三支柱是推行一系列新政，包括救市方案、調高
企業及富人稅和擴大醫保。這些都承受巨大政治考
驗，一方面是民主黨內部路線之爭，拜登的中間派

一萬特粉輸不起

找男朋友，女士會挑選一個口甜
舌滑的情場浪子；找老公，她們卻
 會挑選一個平實可靠的老實男人。
在今次大選，美國人拋棄了不負責
任、胡作非為的「壞男友」特朗
普，狠狠結束四年孽戀，轉身投向充滿安全感的
「好老公」拜登。轟烈之後回歸平淡，這段新關
係可以長久維繫、善始善終嗎？
好聽地說，拜登溫文爾雅、談吐得體；坦白地
說，則是一個「悶」字。拜登的悶，是非一般的
悶，在政圈打滾半世紀，官拜副總統，並非沒有
污點和過錯，但即使有，似乎也吸引不了人們眼
光。遇上不慍不火的拜登，性格火爆的特朗普顯
得 無 從 下 手 ， 他 為 拜 登 改 了 「Sleepy Joe」 和

選民的意願投票。
賓夕法尼亞州議會共和黨領袖科曼及本寧霍夫
早在上月便發表聲明，強調州議會不會干預任命
選舉人過程，兩人上周五重申立場不變。密歇根
州參議院共和黨領袖舍基表示，任何干預行動可
能干犯州法例。
美國憲法授權各州通過法例，由當地選民決
定該州選舉人，再由選舉人按照該州普選結果
投票。除非到了 12 月中任命選舉人期限前，仍
未得出選舉結果，州議會方可宣布選舉失效，
自行決定誰人當選。不過法律專家指出，拜登
在這4個州已明顯勝出，也未有出現選舉舞弊，
選舉結果並無爭議。
■美聯社

司法戰變爛攤子 朱利亞尼接手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多個關鍵州份
提出訴訟，試圖推翻大選結果，然

■特朗普支持者被襲擊
特朗普支持者被襲擊。
。美聯社

而訴訟一一被駁回，加上負責提訴
的律師紛紛跳船，司法戰陷入困
局 。 特 朗 普 前 晚 在 twitter 發 帖 ， 宣
布委派其私人律師朱利亞尼領導司
法戰。
特朗普在帖文稱，「期待朱利亞尼
領導法律戰，捍衛我們爭取自由和公
平選舉的權利！」除朱利亞尼外，特
朗普還宣布另外 4 名律師加入，稱他
們組成一支實力強大的法律團隊。

據《紐約時報》報道，特朗普陣營
在賓夕法尼亞州、亞利桑那州和密歇
根州提出的 9 宗訴訟，於上周五一天
內全被駁回後，特朗普決定增強法律
團隊的實力，盡最後努力扭轉選舉結
果。然而朱利亞尼早前於費城的記者
會上，在無證據下指控選舉存在舞
弊，特朗普競選團隊成員和白宮認
為，朱利亞尼並非接手司法戰的適合
人選。
■綜合報道

華府敗訴
「追夢者」
限制措施作廢

▲有人縱火生事。
◀兩派人士打鬥。法新社

法新社

美國紐約聯邦法院前日裁定，國土
安全部代理部長沃爾夫今年 7 月頒令
暫停俗稱「追夢者」的「童年抵美者
暫緩遣返」(DACA)計劃，由於沃爾
夫屬「非法上任」，因此判決沃爾夫
的頒令無效。
前總統奧巴馬任內推出追夢者政
策，允許進入美國時未滿 16 歲的人
士，可暫時留在美國工作，無需被遣
返。總統特朗普上任後下令廢除追夢
者計劃，但最高法院今年 6 月裁定特
朗普的做法違憲。沃爾夫 7 月頒布新
的限制措施，不再接受追夢者計劃的

新申請，簽證更新期限亦由原本兩年
縮短至一年。
紐約聯邦法院前日作出裁決，指沃
爾夫的限制令實際等同暫停追夢者計
劃，但沃爾夫在頒布新限制時，他的
任命尚未得到參議院確認，因此他並
非合法擔任國土安全部代理部長，無
權頒令。
目 前 約 65 萬 人 獲 追 夢 者 計 劃 保
護，入稟挑戰沃爾夫權力的律師圖姆
林表示，今次判決對受惠於追夢者計
劃的人士是另一次勝利。
■法新社/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