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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黨議員不滿彈劾  入共和黨

民主黨把持的美國眾議院在

12月 18日投票通過對川普總統的

兩項彈劾案：濫用職權及妨礙國

會。在兩黨壁壘分明的投票結果

中，只有 4位民主黨議員未按照

黨派界線投票：新澤西州的傑夫‧

范德魯（Jeff Van Drew）及明尼

蘇達州的考林‧彼得遜 (Collin 

Peterson) 均投票反對兩項彈

劾案；緬因州的賈里德‧戈登

（Jared Golden）則投票反對「妨

礙國會」的彈劾；另外總統參選

人，夏威夷州的塔爾西‧加巴德

(Tulsi Gabbard)僅報到在場，不

支持，也不反對彈劾。

范德魯 12月 19日（週四）

在白宮對媒體表示，他肯定川普

總統對提升美國經濟所做的一切

努力，且不認同民主黨發動的總

統彈劾條款，最終發現「共和黨

更適合自己。」

范德魯：無據的彈劾            
剝奪選民權利

據《赫芬頓郵報》報導，早在

一週前，政壇及媒體風聞范德魯

有意退黨傳言，指他即將退出民主

黨，跳槽到共和黨。就在 12月 19

日，范德魯出現在川普的橢圓形辦

公室向媒體說：「我相信（加入共

和黨）這對我來說更合適。」「這

就是我。」（「I believe that this 

is just abetter fit for me,」，

「This is who Iam.」）報導指出，

范德魯在現場也對川普說「永遠支

持你」。川普總統、副總統彭斯

和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凱文．麥卡錫

（Kevin McCarthy）對范德魯的

加入表示歡迎。

12月 18日晚，民主黨控制的

眾議舉行全院投票，以 230票對

197票和 229票對198票的結果，

分別通過了指控川普濫用職權和

妨礙國會進行調查兩項彈劾條款。

投票之前，兩黨眾議員就彈劾條

款進行了長達八小時的辯論。

在彈劾條款投票時，66歲的

范德魯是投反對票的兩名民主黨

議員之一。他投票過後解釋說，他

覺得民主黨人沒有充分證據來支

撐彈劾的指控，並深信彈劾會對

川普的 2020年總統大選更有利。

在投票前一天，范德魯在國

會山莊向媒體形容，彈劾川普總

統，猶如「剝奪成千上萬選民的權

利」。他說：「這是第三世界國家

才會有的『寡頭政治』運作方式。」

范德魯在 1995年填補了退

休眾議員法蘭羅比昂多（Frank 

LoBiondo）的空缺，成為新澤

西州第一位民主黨人，2008年至

2018年出任新澤西州參議員，今

年開始成為第二國會區的代表。

佩洛西心虛                           
延遲遞交參院違憲 

在美國眾議院投票通過彈劾

條款後，佩洛西表示，要延後將

彈劾文件遞交參議院。對此，共

和黨參議員特德．克魯茲（Ted 

Cruz）12月 19日在接受福克斯

新聞的連線採訪時說：「我認為民

主黨人完全感到恐慌。昨天（18

日）對民主黨人來說是非常非常

糟糕的一天，對於眾議院和整個

國家來說，都是糟糕的一天。」

克魯茲還提到眾議院議長佩

洛西的建議，她說她可以推遲將

案件遞交給參議院進行彈劾審

判。一些民主黨人也爭辯說，佩

洛西應該保留這些條款，直到參

議院的共和黨人同意審判的某些

條件為止。

克魯茲表示，她的威脅意圖

非常明顯，「她對參議院說：『按

我的要求做，否則我不會遞交彈

劾文件⋯⋯』。克魯茲說，佩洛

西確實『非常大膽』。」他說：

「這在美國歷史上從未發生過。」

「先前的彈劾，在每一個彈劾案例

中，總統都被指控犯下聯邦罪，

而川普的彈劾案卻沒有。」他補

充說：「這是非常薄弱的，不符合

重罪和輕罪的憲法標準。這就是

佩洛西要延後遞交文件至參議院

的原因，參議院將進行公正的審

判。彈劾不會成功，因為眾議院

的論點根本站不住腳。」

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林賽．

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也

提醒，一旦出現拖延參議院對已通

過的彈劾條款進行表決，已屬「綁

架勒索憲法」的行為。

對此，川普直言民主黨是在

「玩遊戲」。川普表示，至今他

沒被彈劾的感覺，倘若眾議院民

主黨故意拖延移交彈劾條款參議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

民主黨籍新澤西州眾議員傑夫．

范德魯（Jeff Van Drew）證實
陣前倒戈，宣布退黨，加入共和

黨。而唯恐參議院立即推翻該

案，佩洛西表示，要將彈劾文件

延後遞交參議院，但事實上拖延

移交彈劾也是違反憲法。

◆《自然》（Nature）科學
雜誌 12月 18日發布了年度世界

十大科學家，其中揭發中國器官

移植醫學醜聞的澳洲學者羅傑斯

所率領研究團隊，也獲得了國際

科學界肯定。根據中央社報導，

澳 洲 麥 考 瑞大學（Macquarie 

University）教授羅傑斯（Wendy 

Rogers）所率領研究團隊，他們

針對中國器官移植醫學的倫理問

題進行調查，並將其研究成果發

表在今年 2月的「英國醫學期刊

網絡版」（BMJ Open）。羅傑斯

團隊的調查範圍，是從 2000年到

2017年 4月期間，中國專家們依

據了 8萬 5477件的器官移植個

案，所形成的 445個研究項目。

羅傑斯團隊卻發現，其中有多達

412個研究項目，並無法交代所

採用的器官是來自於被處決的犯

期六」業績比「黑色星期五」的

312億美元的銷售額高出了 10%；

第三宗最大購物日是 12月 14

日，交易額為 281億美元；而居

第四位的「網絡星期一」（Cyber 

Monday），交易額為191億美元。

根據該公司總裁克雷格．約

翰遜（Craig Johnson）分析，今

年的「超級星期六」是多年來從未

見過的最佳業績，尤其是在四大零

售商（沃爾瑪 Walmart、亞馬遜

Amazon、好市多 Costco 和塔

吉特 Target）聯手搖旗吶喊下，

「給零售商迎來最棒的週未。」

約翰遜在報告上說，這是因

為美國就業率回揚讓人們有了穩

定的工作和收入，連帶改善了家

庭財務狀況等種種原因，刺激了

民眾的消費購買欲。

「雖然有跡象顯示，大多數的

購物中心客流量下降，但掏出錢包

購買的人客卻增加了。」約翰遜說：

「現在的問題是，今天的強勁勢頭

是否會持續到 2020年及以後。」

據美媒引述美國勞工部就業

報告稱，美國 9月分的失業率創

下了 50年新低，整個經濟體接近

充分就業。失業率下降了 0.2個

百分點，至 3.5%。

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最新數據

顯示，自川普於 2017年 1月擔

任總統以來，美國中產階級收入

在納入通貨膨脹調整後，增長了

5003美元，家庭收入中位數現已

達到6萬5976美元，創歷史新高。

約翰遜補充，越來越多零售

商推出便利的網購平臺，不斷改

善和提升營銷行政，因此本季度

的線上銷售額增長了 58%。

另一方面，CNN上週公布

了其與 SSRS合作的最新民調結

果，有 76%的受訪者認為，美國

目前的經濟狀況非常好或還不錯；

相較之下，去年同時期的民調則

只有 67%。

綜合來看，美國目前非常強

勁的經濟發展，帶動了市場的旺

盛消費。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經濟學家羅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曾表示，川普總統帶來

的看漲效應，將使經濟衰退延緩

數年才到來。

據《財富》雜誌報導，零售

顧問公司「客戶增長合作夥伴」

（Customer Growth Partners）

統計顯示，獨占鰲頭的「超級星

超級星期六交易額創新高  川普經濟政策在發酵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

全美零售交易額在聖誕節前夕最

後一個「超級星期六」（12月21
日）創下了344億美元傲人的紀
錄，成為史上最大單日交易額，

同時為2019年假日購物季劃下圓
滿句點。

院，也許該黨心虛了，「因為這是

一個騙局」，並強調拖延移交彈

劾也違反憲法。

共和黨：爭就業爭工資 
無暇玩遊戲

他在密歇根州出席的一項集

會上表示，民主黨人發起彈劾案

是「政治自殺行為」，他表示，並

不擔心被彈劾，因為自己終將勝

利。他強調，美國現在比以往的

任何時候都發展得更好，他沒有

做錯任何事情。彈劾讓他在共和

黨中獲得巨大支持，每一位共和

黨議員都投票反對彈劾條款。共

和黨目前是前所未有的團結。

共和黨人認為，范德魯投反

對票和退黨跳槽一事，足以說明

民主黨人發起的彈劾案非常脆

弱。克魯茲對此進一步表示，佩

洛西看似把共和黨放到進退兩難

的境地，但是沒關係，那就別遞

交過來，「我們實際上還有很多工

作要做。我們正爭取為選民創造

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更高的工資。」

而就在彈劾的隔天 19日，美

國眾議院對《美國 -墨西哥 -加拿

大協議》（USMCA，簡稱《美墨

加協議》）進行投票表決，罕見獲

得兩黨眾議員的支持，最終以 385

票支持，41票反對的壓倒性多數

贊成下，批准了這項新的貿易協

議。這是被眾議院彈劾的川普總

統又得到的一個政績。美國貿易代

表萊特希澤發表聲明稱，《美墨加

協議》預計將為美國創造 17.6萬至

58.9萬個新的就業機會，非常有

利於推動美國經濟增長。

分析指出，民主黨此舉無非

是藉此彰顯自己在《美墨加協議》

中，對新增勞工改革承諾條文的

角色，進而掩蓋彈劾的心虛，並

弱化川普對此協議的巨大貢獻，

但過去對該協議的制肘，以致延

宕至今，卻是無法抹滅的事實。

眾議員傑夫．范德魯（Jeff Van Drew）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與川普會面，宣布加入共和黨。(Getty Images）

寰宇新聞

彈劾論證失據    范德魯：這是第三世界國家才有的「寡頭政治」運作

人；同時更有 439個的研究項目，

不能確認在摘取移植器官之前，

是否取得當事人同意。

◆英國議會下院在 12月 20

日以 358票贊成，234票反對，通

過了由首相約翰遜與歐盟方面達

成的脫歐協議，確認英國在明年 1

月 31日脫離歐盟。約翰遜政府並

表示，將在明年 1月 31日使其成

為法律。值得一提的是，根據該法

案內容，將禁止英方官員同意延長

英國的脫歐過渡期，即在 2020年

底脫歐過渡期屆滿後，英國必然

會離開歐盟，不論屆時英國同歐

盟是否完成貿易協議談判。「明

確的時間表」的出爐，讓歐洲股

市在當天逼近歷史高點，投資者

紛紛湧入已經被不確定性攪擾了

三年多的市場。不過英國接下來

首要面臨的難題，便是與歐盟就

脫歐後雙邊貿易關係的漫長談判。

◆歐洲法院 12 月 19 日推

翻西班牙最高法院的判決，判定

西班牙加泰羅尼亞獨立運動人士

璜克拉斯，在 5月當選歐洲議會

議員後，馬德里當局應立即將他

從獄中釋放，好讓他履行議員職

務。歐洲法院稍晚再次確認，所

有獲選歐洲議員的西班牙獨派人

物均即刻獲得議員豁免，包括：

前加泰政府一號人物、現流亡在

比利時的普伊格蒙特，以及托尼

科明。西班牙政府尚沒有做出回

應，加泰羅尼亞獨派則宣稱，這

是他們巨大的勝利。目前尚待西

國最高法院做出決定。

◆美國在聖誕、元旦到來之

際爆發大流感，聯邦疾病防治中

心 (CDC)公布的報告指出，疫情

已蔓延 30個州，包括：加州、

紐約州和華盛頓州等，甚至蔓延

到美國屬地波多黎各。迄今全美

至少有 370萬人感染，已造成近

2000多人死亡，其中有 19名兒

童，各州的感染病例仍在持續增

加中。CDC表示，流感疫情將

會持續加重，民眾有 45%的機率

可能會感染，但過了寒假之後，

疫情將會趨緩，1月的感染機率

會降到 30%，到了 2 月會降到

20%。今年的流感和往年最大的

差別，是大多數患者都感染名為

B/Victoria的菌株，這些病毒會

更頻繁地攻擊兒童和年輕人。

◆俄羅斯和中國 12月 20日

動用否決權，阻擋一項聯合國安

理會決議。該決議原本將對 400

萬敘利亞民眾延長 1年的跨邊界

人道救援。安理會 13個成員國表

決支持這項由德國、比利時和科

威特所提的決議案，但中俄兩個安

理會常任理事國使用了否決權。聯

合國安理會 2014 年通過的 2165

號決議，授權通過敘利亞與土耳

其、約旦和伊拉克邊境的四個過境

點，向敘利亞運送援助物資。過去

5年來，這些過境運送行動為數以

百萬計的敘利亞人提供了救生援

助。俄中的制肘，將導致飢餓和疾

病的迅速增加，伴隨著死亡與痛

苦的流離失所現況也將進一步加

劇。美卿蓬佩奧抨擊俄中的否決是

可恥，這讓他們手中沾滿鮮血。

◆朝鮮警告稱，如果美國不

配合於年底之前重啟談判，且解

除制裁，將會給美國一個「難忘的

聖誕禮物」。雖然川普對外不斷

淡化平壤的威脅，但根本就無法

阻止金正恩的行徑。日前更傳出

該國近期可能試射洲際彈道飛彈

（ICBM）。金正恩早在去年2月，

即下令量產能搭載洲際飛彈的運

輸發射車，且撥款數千萬美元，

從中國等地購買 70輛發射車的相

關零組件。對此，美韓特戰隊員

在群山基地進行了入境朝鮮，及

生擒其領導人的聯合演習，並罕

見公開活捉朝鮮領導人的畫面。

短片中顯示，美韓聯軍闖入敵軍

陣地，並與偽裝成朝鮮軍人的敵

軍展開槍戰的畫面；此舉被認為

是對朝鮮發出警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