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寰宇新聞

◆美國財政部長姆努欽 10
月 28 日表示，美國將在其核計畫

上加大對伊朗的經濟壓力，這是在

中東之行做出的保證，其中包括

訪問美國盟國以色列和沙特阿拉

伯。據路透社報導，姆努欽在以

色列耶路撒冷與以色列總理內塔

尼亞胡共同舉行記者發布會時，

內塔尼亞胡敦促姆努欽加大對伊

朗的壓力。姆努欽對此表示：「我

們已經執行了最大壓力的制裁行

動。它們已經奏效了，它們正在

發揮作用，它們正在削減（伊朗

的）資金。」

◆阿根廷 10月27日舉行
總統大選，貝隆主義（美洲本土化

的社會主義）支持者、反對派候

選人艾柏托和搭檔、前總統費南

德茲一舉擊敗現任總統馬克里，

重返執政。專家稱，阿根廷經濟

走向以及與巴西的關係可能將發

生變化。阿根廷經濟陷入長期危

機，通貨膨脹高達 55%，失業率

超過 10%，創下近 13 年來新高。

阿根廷幣披索強烈貶值，美元儲

備減少，外債不斷攀升。美元供

不應求的問題，致使現任總統馬

克里鋌而走險，恢復前總統費南

德茲限制美元外流的措施，重新

協商外債，但這將加大阿根廷債

務違約的風險。也將嚴重影響與

巴西緊密的經貿關係。

◆南美國家烏拉圭 10 月 27
日展開了總統大選。首輪投票無一

候選人得票率超過半數，將於 11
月 24 日由執政左派聯盟與中右翼

民族黨舉行第二輪決選。由於治安

惡化是選民關注議題，烏拉圭約

260 萬合格選民在選出國家領導人

之際，也要表態是否同意建立一支

軍人組成的警衛隊，執行傳統上

由警察執行的街頭維安。如果通

過，該國將需要為此修改憲法。

然而，最近改革修憲的議題在烏

拉圭引發激烈爭議。此一議題或

將影響第二輪投票意向。烏拉圭在

南美動盪地區一貫被視為是和平的

綠洲，但是近年來，該國治安狀況

堪憂，凶殺案暴增，2018 年紀錄了

414 起，比 2017 年增長 45%。

◆德國自由民主黨（FDB）
聯邦議會黨團提案，要求德國政

府最遲應於 2021 年終止對北京提

供除了用在職業教育培訓之外的

其他貸款。發展援助委員會負責

人指出，給中國錢，使他們在高

科技領域方面超越德國，這簡直是

瘋了！所以他提醒德國當局，先前

北京傳出的「中國製造 2025」的目

標，其亦包括超越「德國製造」在

內。 2017 年，就有高達 6.28 億歐

元的發展援助資流向了中國；而且

從 2013 年以來，包括德國國有開

發銀行 KfW 和 DEG，亦有 6.3
億歐元的資金提供給中國用在機

械工程、電氣、汽車行業和化學

等培訓優惠貸款方面。

◆美國國際宗教自由無任所

大使布朗貝克 10月 26 表示，針對

中國駭人聽聞的宗教迫害紀錄，

美國將持續在各個場合強力發

言，希望能夠促使北京政府有朝

一日，面對他們「駭人的」宗教迫

害紀錄。布朗貝克強調：「這不只

是新疆與穆斯林民族，還有家庭

教會、藏傳佛教徒及法輪功，是

整個信仰社群。」

殲滅ISIS頭目軍事行動  被名命為凱拉‧穆勒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10
月26日，美國特種部隊發動夜間
突襲行動，成功殲滅了伊斯蘭國

（ISIS）頭目巴格達迪。這次的行
動是以一名已逝世的美國女孩的名

字凱拉‧穆勒（Kayla Mueller）
來命名。

10 月 27 日，凱拉的父母接

到了川普的電話。當凱拉的父母

得知突襲行動是以他們的女兒來

命名時，覺得非常感動，「她沒有

被忘記。」

為什麼這次的行動會被命名

為凱拉‧穆勒？

凱拉 2009 年從北亞利桑那大

學畢業後，就一直努力想幫助世

界上需要幫助的人。她曾在印度

北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與人道

主義援助團體一起合作。

她在 2012 年底參與土耳其南

部的人道工作。 2013 年，她越過

土耳其邊境，打算探望敘利亞一

家飽經戰亂的醫院，在途中被捕。

她在 2014 年落入巴格達迪手

中，據信她長期被囚禁、性侵和

虐待。根據一名雅茲迪族性奴隸

的證詞，凱拉在被囚禁的 18 個月

內，被巴格達迪娶為妻子，並被

強姦了多次。她說他們被關在她

旁邊。她還被迫信奉伊斯蘭教，

但她並未真正接受此信仰。

凱拉在 2015 年去世，迄今她

的屍體還未被找到。

川普說：「考慮到他對凱拉所

做的事情……他對她所做的一切

令人難以置信。」「她她被長期被

囚禁，他把她當成私人俘虜。她

是一個美麗的年輕女子，那麼熱

心幫助人。」

凱拉‧穆勒的父親卡爾‧穆

勒（Carl Mueller）告訴美國廣播

公司新聞（ABC News），川普以

這場重大的軍事行動來紀念他女

兒，讓他非常感動。

「川普總統今天在聲明中提到

了她，他提到巴格達迪對凱拉所

做的一切，這是他罪有應得。她

沒有被遺忘，這很重要。」

川普在宣布巴格達迪死訊的

當天，打電話給穆勒夫婦，告訴

他們這次的行動是以他們女兒的

名字來命名。在近 20 分鐘的通話

中，穆勒夫婦提出了許多問題，

川普都一一解答。穆勒夫婦對總

統的善意表示非常感謝。「交談

中他表現非常親切，就像跟朋友

聊天一樣。」卡爾說。

穆勒夫婦說：「真令人感動。」

美國沒有忘記他們的女兒。

卡爾在對當地媒體《Arizona 
Republic》說：「她曾被關押在許

多監獄中。她被單獨監禁、她遭

受酷刑、她受到恐嚇，最終被巴

格達迪強姦。」

她的母親瑪莎‧穆勒（Marsha 
Mueller）說，她希望能獲得有關

女兒的更多信息。

「我很想知道，凱拉在哪裡，

她到底發生了甚麼事，還有甚麼事

情我們是不知道的。」她說。「我

全心全意地祈禱，這個世界上有

人會給我們答案。」

她說：「如果（前總統）奧巴

馬像川普一樣果斷，她可能就還

活著。」2015 年，美軍曾對 ISIS
獄中的四名囚犯展開營救行動。

當時，外界指責奧巴馬政府沒有

迅速行動，導致錯失機會。

脫歐再延後  英大選意外提前
提前大選提案受挫   約翰遜24小時翻盤   迎來近百年首個酷寒日大選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近

日英國國會未批准首相約翰遜與歐

盟達成的脫歐協議，脫歐時間再次

延宕。就在距離期限不到100小時
當下，歐盟同意英國脫歐期限再次

延後至2020年1月31日以前。而才
在大選提前議題上慘遭重挫的約翰

遜，竟然在10月29日翻盤成功，確
認英國國會將在12月12日提前舉行
大選。

歐盟同意                 
彈性延後脫歐期限

根據今年 9 月英國國會所通

過的一項防止英國無協議硬脫歐

法案，在 10 月 19 日晚 11 時前，

國會如沒有投票批准約翰遜首相

與歐盟達成的任何協議，或者同

意英國以無協議硬脫歐，那麼約

翰遜就必須再次向歐盟提出延後

脫歐的期限。

雖然約翰遜在近日很不情願

地依法律規定，向歐盟發出一封未

署名的延長脫歐期限申請函，且又

隨即署名另函要求歐盟取消前信，

但歐盟還是在歐洲時間 10 月 28
日，通過了他未署名的延期要求。

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在個人

推特發文稱：「歐盟 27 個成員國

同意接受英國有關彈性延後脫歐

期限的要求，（脫歐期限）可延至

2020 年 1月 31日。此項決定預計

將通過書面文件程序正式確認。」

圖斯克的言論表明，英國已

不可能在原定的 10 月 31 日最後

期限脫歐。圖斯克稱，歐盟所同

意的延後脫歐期限，是一次「彈

性延期」。這意味著英國國會如

果在 2020 年 1月 31日前批准歐盟

與約翰遜達成的脫歐協議，那麼英

國可以隨時脫歐。他表示，他希望

歐盟能在近日完成正式書面文件，

確認英國延後脫歐的程序。

提前大選三度受挫

首相約翰遜旋即於 10 月 28
日提出在今年 12 月 12 日提前舉

行全國大選，這是他第三次要求

就提前大選舉行投票。目的是希

望通過提前大選，恢復執政保守

黨在下議院的多數席位，從而能

夠通過脫歐協議，打破僵局。按

照英國法律規定，約翰遜的動議

必須獲得三分之二多數國會議員

的支持才能通過。如果通過，這

將是 1923 年以來英國首度在 12
月舉辦大選。

英國兩個在野黨蘇格蘭民族

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
SNP）、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
mocrats）也提出了提前進行全國

大選的動議，但他們建議日期是

今年 12 月 9 日。

但原本考慮支持該提案的英

國最大反對黨工黨的前座議員，

卻在 10 月 28 日晚間投下了棄權

票，使約翰遜無法獲得 434 名議

員支持而再度受挫。

英國每 5 年舉行一次大選，

下一次本應該在 2022 年。如果要

提前，政府可以依據「固定任期制

國會法」（Fixed-term Parliaments 

Act）在下議院提出動議，需要下

議院 650 席次中 2/3 同意，也就是

434 票。

原本英國主要在野黨工黨的

黨魁柯賓（Jeremy Corbyn）告訴

影子內閣，準備支持首相約翰遜提

前於 12 月改選國會的提案。他於

10 月 27日重申，如果能夠完全排

除英國無協議脫歐的可能性，工黨

就願意支持提前大選，他認為目前

條件已經成熟。但會議上所提出

提前大選的動議沒有綁定大選日

期，這讓柯賓懷疑信用不佳的約

翰遜是否有誠意遵守這個日期，

因此指示黨籍議員棄權不投票。

不屈不撓             
約翰遜四度闖關成功

三次尋求提前大選均受重

挫，約翰遜指責反對派拒絕按照

簽署的脫歐協議草案支持他脫離

歐盟的議程是在「綁架」英國。投

票後，約翰遜表示將再次就這個

日期舉行大選提出動議，希望闖

關成功。而為了拉攏在野黨，約

翰遜為首的英國政府則表示，也

不排除以在野黨所建議的日期提

前進行全國大選。

鬥志高昂的約翰遜 10 月 29
日立即再次整兵出征，並在關鍵

的在野工黨支持下，奇蹟般在第

一階段、二讀甚至沒有經過正式

表決，就以 438 票對 20 票的壓倒

性多數通過約翰遜提議，在 12 月

12 日提前舉行大選。

工黨黨魁柯賓 10 月 29 日稍

早表示：「我一向都說，我們已

準備好迎接大選，但我們的支持

有個條件，就是要排除無協議脫

歐。」他指出，歐洲聯盟領袖既已

在昨天決定將英國脫歐期限延後

到明年 1 月 31 日，就表示「在今

後 3 個月內，我們要求排除無協

議脫歐的條件已經達成」。

至於工黨和其他反對黨主張

把日期定在 12 月 9 日的堅持，下

議院在三讀提前大選法案前，先

表決了這項改為 12 月 9 日的修

正案，結果以 315 票對 295 票予

以否決。這也讓原本就有意提前

大選的在野黨認分地轉而全力支

持，以免再度貽誤提前大選契機。

潮濕酷寒短日照             
選民意向難捉摸

10月 29 日投票結果所迎來的

是自 1923 年以來，睽違 96 年的冬

季大選，這代表許多選民可能得在

潮濕酷寒短日照的天候下，摸黑投

票，不過，專家認為並沒有明顯證

據顯示壞天候會影響英國選民的

投票行為。牛津大學研究發現，天

氣和投票率並沒有強大關聯性，反

而是選戰陷入膠著，或是朝野兩黨

政見相差很多的情況，會更加刺激

選民前往投票，而這正是該次投票

的最佳氛圍寫照。

但是 1923 年唯一一次的冬季

大選，卻讓為了在當時高失業和產

業不振的低迷氛圍下尋求選民支

持進行改革的保守黨，失去了多數

黨席次。梅伊 2017 年類此的提前

大選，也讓她失去了在議會本就微

弱的多數優勢，最終阻礙她未能在

議會批准其與歐盟達成的退歐協

議，並毀掉了她的政治生涯。

9 月民調顯示，約翰遜領導的

保守黨平均領先工黨約 10 個百分

點。但英國民調就如同當地的氣

候般陰晴不定，而脫歐公投的結

果早已打趴英國民調。不過以約

翰遜目前進退維谷的處境，他已

經沒有甚麼可在乎的，也只能放

手一搏了。

據路透社引述一名脫歐問題

專家的說法：「這可能是據我所知

的最不可預測的一場大選。」 他分

析說：「第一、英國到底還退不退

歐，我們不知道；第二、一場大

選本身就存在波動性；第三、有

可能出現戰術性投票，戰術性投

票又可能出錯，考慮到留歐派和

脫歐派的巨大分歧，它出錯的可

能性很高。」

人們對約翰遜的脫歐協議評

價不一。英國經濟智庫認為，該

協議所造成的損失將更甚於延遲

脫歐，可能會讓英國在 10 年內經

濟規模下降 3.5%。

在大選提前議題上受挫的英國首相約翰遜，逆轉敗局，讓國會在10月29日晚間，以壓倒性多數通過大選提前決

議案。(Getty Imag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