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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新聞

◆諾貝爾委員會 10 月 11 日

在奧斯陸宣布，2019 年諾貝爾和

平獎授予去年 4 月出任衣索比亞

總理的阿比 ‧ 艾哈邁德 ‧ 阿里

（Abiy Ahmed Ali)，以表彰他對

建立和平的努力。 43 歲的阿里採

取果斷倡議，於去年 9月促成埃塞

俄比亞與厄利垂亞簽署歷史性和

平協議，解決雙方長達 20 年的血

腥邊界衝突。當時見證協議簽署

的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對阿里

「克服巨大阻力，為該國歷史翻

開新篇的勇氣，遠見和智慧表示

敬意」，並說，「一股強勁的希望

之風正在非洲之角吹動」。阿里

在國內進行的諸多改革措施也獲

得高度肯定。他上任後幾個月內

釋放了國內的政治犯，並對他們

受到的酷刑表示譴責，此外還釋

放了被關押的記者。他也還積極

與政治反對派對話，邀請流亡海

外人士回國。他任命女性擔任要

職，內閣中有一半的閣員是女性。

◆美國 10 月 11日宣布向沙

特阿拉伯增派美軍，加強沙特阿

拉伯的防禦能力，以對伊朗起到

震懾作用。據路透社報導，五

角大樓說，這次的大規模部署包

括：戰鬥機中隊、空中遠征聯隊

和防空人員。連同 9 月宣布向沙

特阿拉伯派出的 200 名部隊，美

國在沙特總共部署了約 3000 名

部隊。白宮表示，另將再派出愛

國者防空飛彈連，和一個終端

高空區域導彈防禦系統「泰德」

（THAAD）。 美 國 國 防 部 長 表

示，這種部署旨在威懾伊朗。

◆加拿大即將舉行聯邦大

選，中共政府企圖影響選舉的案

例時有所聞。加拿大香港之友組

織推出一個選民指引網站，協助

選民認清那些與北京當局關係密

切的候選人。這個網站名為「詢

問候選人關於中國共產黨」(Ask 
Politicians about CCP)，其主旨

開宗明義就提到「要發現加拿大人

的真實顏色」。加拿大香港之友

召集人辛智芬說，北京政府和共產

黨透過各種方式，已經在加拿大社

會上扎根，影響加拿大的價值觀和

生活，這是一個選民指引網站，其

中包括一些中共統戰方式的說明，

列出了許多參考問題，鼓勵選民透

過這些問題詢問選區候選人，以判

別候選人是否過度親近中共，是

否有捍衛加拿大核心價值。

◆西班牙最高法院以「煽動

叛亂」罪名，重判 9 名加泰羅尼

亞獨立運動領袖 9 至 13 年不等的

有期徒刑，另免除 3 人監刑，但

須繳納罰款。加泰羅尼亞 12 名受

指控者均否認犯罪。訴訟案引發數

萬群眾上街抗議，巴塞羅那機場上

演警民衝突，至少 53人受傷，場

面混亂。據該報導稱，如今此一針

對性極為強烈的判決出爐，外界擔

心，恐將再次掀起該地獨立派的抗

爭與不滿，也為西班牙埋下一枚

難以根除的不定時炸彈。

◆墨西哥發生計畫性的大屠

殺，一支巡警隊 14 日接獲民眾的

報案抵達現場後，卻遭裝甲四輪

驅動卡車伏擊，一共造成 14 名員

警殉職。當地媒體報導，這極有

可能是賣毒集團做的，也成為新

總統去年 12 月上任以來，最嚴重

的治安事件。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14
日在議會復會前發表演講表示，

英國的要務是在 10 月 31 日離開

歐盟，並尋求在自由貿易的基礎

上與歐盟建立新的夥伴關係。一

個由英國和歐盟雙方技術小組組

成的脫歐會談，由 12 日持續到

14 日黃昏，但分歧仍然顯著。主

要仍是脫歐後，在愛爾蘭和北愛

爾蘭之間的邊境安排。

13 日當天，獨立參選的薩伊德

奪下近 77% 得票率，卡魯伊僅

拿下 23% 選票。

薩伊德遠離鋪張的大型造

勢集會，改以挨家挨戶的拜票方

式，進行了這場非典型的選舉活

動。他苦行僧般的行動與清廉憲

政學者背景的政治素人形象，不

但囊括近 8 成的選票，還打動年

輕族群的心，讓 90% 的 18 到

25 歲選民把票投給了他。

突尼斯自 2008 年金融海嘯

後，於 2012 年爆發茉莉花革命

推翻專制，但仍飽受高失業率

與經濟停滯的蹂躪至今。背負

著選民深厚期望的政治素人薩

伊德，在慶賀感言中表示，自

己承載著 2011 年革命的信息，

「每個人都自由的做出了選擇，

突尼斯今後的計畫建立在自由

的基礎之上，屈服的時代結束

了，突尼斯進入了新的篇章」。

突尼斯素人或將高票執政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突尼斯13日舉行總統大選第2輪
投票，出口民調顯示，已經退

休的保守派學者薩伊德（Kais 
Saied）囊括將近77%選票，可
望取得壓倒性勝利成為新總統。

儘管最後公布尚未出爐，但薩伊

德毫無懸念的勝出，讓突尼斯人

傾城出動，四處載歌載舞。

阿拉伯革命後仍然堅持和

平與民選的突尼斯，再次和平

舉行全國選舉。民眾評論，這

是歷史上最為透明且自由的大

選，突尼斯人民以 77% 的壓倒

性票數，選出了心目中最為乾

淨廉潔的總統。

突尼斯於 9 月 15 日舉行

總統大選第一輪投票， 26 位候

選人中，薩伊德以 18.4% 居

首，媒體大亨卡魯伊（Nabil 
Karoui）則以 15.6% 居次，兩

人因此進入第 2 輪決選。 10 月

牛津經濟預測2020美大選結果

【看中國記者丁曉雨綜合報導】

美國2020年總統大選，川普總
統是否會順利連任是各界關注

的焦點。據牛津經濟（Oxford 
Economics）預測，川普總統將
會取得55%的普選票（popular 
vote）而贏得連任。

據法廣（RFI）報導，雅虎經

濟 10 月 13 日引述牛津經濟的最

新報告分析說，美國 2020 年總統

大選，川普總統會取得約 55% 的

普選票，民主黨則只有 45% 的票

數。相比較 2016 年大選，川普當

時僅以 46% 的普選票勝出選舉人

團（electoral college）。如果川

普總統在普選票中取得主要大多

數，將有更大的機會勝出。

根據該報告，牛津經濟的預

測主要建基於 3 個重要的經濟因

素，即失業率、工資增長，以及通

脹率。從傳統上看，這些因素直接

決定選民對現任美國總統是否滿

意，或者是否想要尋找替代人選。

牛津經濟的最新報告預測說，

2020 年美國失業率將維持在較

低水平，在大選日失業率將為

3.5%。而普通民眾的實際工資增

長率約為每年 0.5%，通脹率會像

目前這樣，維持在偏低水平。

報導稱，自 1948 年至今，牛

津經濟的分析模型在過去 70 年中

只預測錯過兩次美國總統大選的

結果，總體預測準確率超過90%。

牛津經濟的最新預測表示，

如果以美國經濟來推斷川普總統

在 2020 年大選中能否連任，那麼

川普的勝算很高。

實際上不僅僅是牛津經濟一家

研究機構，Moody's Analytics、
Trend Macrolytics 和其他研究機

構都做過類似的分析，同樣預測

如果明年大選日的經濟與目前一

樣，川普總統將會成功取得連任。

報導分析說，一般而言，選

民對於實踐中行之有效的東西都

不願做出改變，因此穩定和不斷

增長的經濟會支持現任總統贏得

連任。

法廣在報導中稱，牛津經濟

的分析模型並沒有涉及非經濟的

其他因素，也不關注候選人的「屬

性」，例如：種族、性別或個人

偏好等選民因素，因為這些因素

不夠客觀，也不容易被掌握。

自川普總統擔任美國總統以

來，美國經濟發展十分顯著。而曾

長時間糾纏川普總統的「通俄門」

調查，最終也在穆勒報告（Mu-
eller Report）發布後以查無實據

而結束。川普總統的支持率一直

保持在穩定狀態。

土耳其揮軍敘北    美啟動制裁
參眾兩院與白宮齊心發起嚴厲制裁    將重創土國經濟直到停止殺戮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萬厚德綜合

報導】針對土耳其9日對土敘邊境
庫爾德族所發起的攻擊行動，美國

總統川普14日宣布對土耳其實施制
裁，並呼籲該國立即停火。川普在

制裁聲明中表示，他將終止與土

耳其達一份價值1000億美元貿易
協議談判，並將鋼鐵關稅提高至

50%。總統還對三名土耳其高級官
員施加了制裁。

兩院與白宮罕見攜手制裁

自美國從該地區撤軍之後，

土耳其於 9 日開始對庫爾德武裝

分子進行襲擊。據副總統彭斯透

露，川普已經直接與土耳其總統

埃爾多安交談，並獲得不會襲擊

位於邊境的庫爾德族重鎮科巴恩

（Kobane）的承諾。

彭斯說：「川普總統非常清楚

地告訴他，美國希望土耳其停止入

侵，立即停火，並與敘利亞的庫爾

德人部隊進行談判，結束暴力。」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一份聲

明中說，制裁適用於參與土耳其

政府「危害平民或破壞敘利亞東

北部的和平、安全與穩定行動」

的個人、實體或同夥。據美國財

政部稱，土耳其國防部長、內政

部長和能源部長三位高官被列為

制裁黑名單，凍結了他們在美國

的資產，並禁止與他們與美國進

行交易。

此外，美國國會參、眾兩院也

罕見地達成一致共識，與白宮一起

對土耳其進行制裁。美國眾議院議

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
說，她和共和黨參議員林賽．格雷

厄姆（Lindsey Graham）同意共

同擬定一項制裁土耳其的方案，其

措施可能比白宮的制裁更為嚴厲。

格雷厄姆在接受福克斯電視

臺採訪時說，國會將補充川普政

府的制裁行動，對土耳其施加嚴

厲的制裁，「重創」土耳其經濟，

對土耳其總統施壓，「直到他停止

殺戮行為」。

美國呼籲談判                  
艾爾段執意出兵

財政部長史蒂芬．姆努欽（Ste-
ven Mnuchin）表示，制裁將傷

害本來已經疲軟的土耳其經濟；

彭斯警告說，除非土耳其「願意

實行停火，來到談判桌前並結束

暴力」，否則美國將會繼續加大

制裁力度。

川普在做出聲明後的隔日，

旋即指派副總統彭斯和國務卿龐

佩奧，以及甫上任的國安顧問奧

布萊恩，於 17 日前往土國進行最

後的停火談判；不過土耳其總統

艾爾段態度強硬，表示沒有剷除

恐怖組織前，絕對不會停火，甚

至考慮將軍事行動擴展到伊拉克

邊境。同時，即便是俄羅斯已揚

言不惜派出重兵進駐敘北邊境，

強行隔離土耳其與敘利亞部隊，

土軍依然不為所動的揮軍圍攻另

一個邊境要塞曼比季。

分析指出，為了對抗國內反

對陣營日趨高漲的聲勢，艾爾

段不惜挑起民族主義的矛盾，將

矛頭對向庫爾德族以轉移抗爭焦

點，進而讓這股無法駕馭的民族

情結，成了他此番軍事豪賭的最

大動因。揮軍敘北如若失利，艾

爾段將無法對國內支持者有所交

代，也將終結他的政治生涯。

艾爾段挾難民迫歐盟禁聲

除了美國，歐盟也對土耳其

的行動發出強烈譴責。 12 日，

法國、德國與意大利表示，他們

已經停止向土耳其出口武器，以

免變相支持土國的軍事行徑。不

過歐盟內部目前並未達成一致性

的制裁措施，很大的原因是目前

土耳其總共接納了逾 360 萬名來

自於敘利亞的難民，土國此前同

意阻止難民進一步跨越歐亞陸橋

進到歐洲，並以此來換取歐盟金

援。艾爾段 10 日揚言，歐盟若是

持續譴責安卡拉，並將軍事行動

定調是一種「侵略占領」，「我們

會開門放行，將 360 萬難民送至

你們那裡」。

川普：擺脫無休止的戰爭

對於撤軍決定，川普表示，

撤軍的決定是因為他想讓美國擺

脫「無休止的戰爭」。他曾說，

當總統最難做的事，就是致函在

戰爭中陣亡美軍士兵的家屬。當

父母看到放置子女遺體的棺木從

運輸機上被抬下來時，那真是無

比傷痛。

美軍在圍剿 ISIS 的後期，為

了維護庫爾德「敘利亞民主軍」

（SDF）的安危，實則已經陷入俄

羅斯、土耳其、敘利亞政府軍等

三方夾擊的危機。

奧巴馬時代所縱放入敘利亞

的俄羅斯勢力，早已成為左右敘

境局勢的關鍵，美俄正面的衝突

與重大損傷，更是時有所聞；而

土耳其北約盟國的身分，更讓美

軍無法在後 ISIS 時期再在敘境

施展身手。動輒得咎的矛盾與尷

尬，讓千餘美軍地面部隊陷入岌

岌可危的境地。

分析指出，美國官方從未公

開聲明支持庫爾德族獨立建國，

雙方的合作也僅止於對庫爾德族

死對頭 ISIS 組織的圍剿，這也是

庫爾德族自身存亡的關鍵；而與

俄羅斯關係同等密切的 SDF，相

信也早已預期此一發展，進而曾

與敘利亞阿塞德政權進行過談判

協商，而敘北庫爾德族能在美軍

撤軍宣告不久的 13 日，即與敘利

亞當局達成軍事布署協議共抗土

軍，自然也就是立基於此前的協

商。在阿拉伯錯綜複雜的部落派

系裡，稍一不慎，即刻陷入泥淖

難以自拔。要想維繫美土關係，

且不致使俄羅斯過度介入的解決

敘北問題，藉由制裁迫使土耳其

進行談判，或許才是王道。 

10月15日，敘利亞民眾正倉惶逃離土耳其入侵的敘北戰區。(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