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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荷華州初選  川普力壓群雄

川普總統競選團隊戰略通訊

總監洛特（Marc Lotter）表示，

川普在過去 3 年任期中信守承諾，

憑著他為美國經濟、貿易、國安等

多方面達到的成就，他將勢不可

擋，很難有哪位競選人能擊敗他。

川普輾壓群雄               
民主黨或爆冷門

競選連任的川普來勢洶洶，

加上共和黨全力相挺，支持度碾

壓另外 2 名候選人，據共和黨黨

團大會初選結果顯示，川普以 3 萬

1398 票，97.15% 的得票率勝出。

另兩位挑戰者，即前馬薩諸塞州州

長比爾．韋爾德（Bill Weld）和

前伊利諾伊州國會議員喬．沃爾什

（Joe Walsh）各獲得約1%的選票。

至於民主黨初選結果，卻因

發生「技術性問題」而必須改採

人工計票，導致選舉結果延後公

布。不過根據初步部分開票結果

顯示，前印地安納州南本德市市

長布塔朱吉意外取得領先；而原

本被看好的參議員桑德斯 (Bernie 
Sanders) 排名第二，至於在全

國民調維持領先的前副總統拜登

(Joe Biden) 則落居第四。愛荷華

州的初選對民主黨具有指標性意

義。根據紀錄，2000 年至 2016
年的 5 次美國總統大選，在愛荷

華州初選贏得勝利者，最終都獲

得民主黨全國委員會 (DNC) 提
名，角逐白宮大位。

川普信守競選承諾

洛特在接受 CBS 採訪時表

示，所有 10 位民主黨競選人的主

張非常雷同，都是走激進左派路

線，這讓許多選民不接受。洛特

還說，包括前副總統拜登和議員

桑德斯都同樣持激進左派主張，

如為非法移民提供免費醫療、要

求納稅人為墮胎行為買單、提高

稅收等。由於他們的政策主張沒

有太大的區別，因此川普競選團

隊也沒有區別對待。

洛特表示，愛荷華初選中，

川普團隊採取的策略是提醒選民，

川普信守和履行了競選承諾。例

如：近期簽署的美國－墨西哥－

加拿大協定（USMCA）就是一

個例子。此協定成為法律對愛荷

華農民來說是好消息。

此外，川普履行了把製造業工

作機會帶回美國的承諾。目前愛荷

華州新增 15000 個工作機會。預

計，美中第一階段貿易協議還會

為愛荷華州帶來更多工作機會。

針對 CBS 主持人對之前川普

承諾要讓美國經濟增長達到 3%，

但美國去年經濟增長只達 2.3%，

會否讓選民質疑的提問，洛特認

為，川普政府在多項貿易談判中遇

到很多挑戰，的確會影響經濟增

長，但今年初兩項重大的貿易協

議已經達成，未來將為經濟增長

提供動力。

洛特說，美國人收入提高了、

錢包裡面的錢多了，失業率降至歷

史新低，這些都是美國人可以感

受到的變化。他說：「總體而言，

面對川普總統為美國帶來的多方

面成果，很難有哪位競選人能打

敗他。」他認為美國人會繼續選

他，讓他連任繼續帶領美國。

挾初選餘威              
川普咨文：偉大美國再起

初選後的隔日，川普挾其愛荷

華初選餘威赴國會發表國情咨文，

主題為「偉大美國再起」。川普發

表逾一小時的演說細數三年來政

績，包括：振興經濟、恢復製造業

實力、創建太空部隊，他也提及教

育、健保、移民等議題，並承諾堅

決捍衛美國國家安全。

川普在國會表示，他堅守承

【看中國記者文可伊綜合報導】

美國2020年總統大選進入實戰，
民主、共和兩黨3日同於愛荷華州
舉辦黨內初選。現任美國總統川

普輕鬆贏下愛荷華的共和黨黨團

大會初選；民主黨卻因計票程序

出現問題，延後公布結果，不過

根據初步部分開票結果，前印地

安納州南本德市(South Bend)市
長布塔朱吉(Pete Buttigieg)竟大
爆冷門意外取得領先。

◆東京奧林匹克運動會組織

正在努力消除，有關 2020 年 7 月

24 日奧運會可能會因為病毒肺炎

疫情而被取消或者推遲的傳言。報

導說，在有關這次東京奧運的話題

上，日本主辦方非常謹慎，國際奧

委會一直保持緘默。日本通訊社共

同社 1月31日刊登的一份聲明說，

東京主辦方表示，他們「沒有考慮

取消」的問題。但媒體指出，如

何保證參加這次奧運會的 1.1 萬

名運動員的安全將對主辦方構成

巨大的壓力。此次賽事，日方總

共已出售 780 萬張門票。

◆法國國防部部長帕利 2 月

2 日宣布，法國將向北非的薩赫

勒 地區增 派 600 軍人，以 加強

Barkhane 反恐軍事行動的能力，

使有關的軍隊人數增加到 5100
人。帕利在一份聲明中指出，新增

療美國第一例武漢肺炎患者的過

程中使用了一種實驗性藥物，收

到明顯療效。

據權威醫學期刊《新英格蘭醫

學雜誌》（NEJM）報導，這種實

驗性抗病毒藥物名叫「瑞德西韋」

（Remdesivir），是由一家以研究

為基礎，從事藥品開發和銷售的

生物製藥公司「吉利德（Gilead）」
公司研製生產的。

美國一名 35 歲男子感染武漢

肺炎 (2019-nCoV)，在接受吉利

德公司提供的藥物——「瑞德西

韋」靜脈注射後一天之內，症狀

有所好轉，且沒有明顯的副作用。

患者在病發第 7天（1月26日）

的體溫升至 39.4 攝氏度，在權衡了

風險和獲益後，當天，患者接受了

尚未獲得批准上市新藥「瑞德西韋」

的靜脈注射。次日（1月 27日），

他的體溫下降並很快恢復正常。

之後幾天，該患者不再需要

吸氧，氧飽和度恢復到了 94% ～

96%。除了乾咳和流鼻涕外，已

無其他症狀，食慾改善。截至 1
月 30 日，該患者已退燒，唯一

的症狀就是咳嗽，程度正逐日減

緩。他目前仍在住院觀察。他的

主治醫生表示，在用藥後，他的

肺部也恢復了正常。這可能是全

世界第一宗使用「瑞德西韋」治癒

武漢肺炎的案例。          
美國范德堡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醫學院傳染並主任戴

隨著中國武漢肺炎疫情的蔓

延，世界許多醫療專家都在尋求

治療方法。美國華盛頓州的普羅

維登斯地區醫療中心（Providence 
Regional Medical Center）在治

美推出武漢肺炎「特效藥」 中國開始臨床實驗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美

國已經掌握了針對武漢肺炎的「特

效藥」，這款名為「瑞德西韋」的

藥物由美國生物製藥公司吉利德

（Gilead）公司開發，原用於埃博
拉病毒。面對中國的緊急情況，川

普特別批准美方向中國緊急公開藥

物分子結構，這意味著中國可以直

接的臨床以及仿造該特效藥，治療

大批生命垂危的武漢肺炎患者。

諾，簽署《美墨加協定》取代被視

為災難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他也向民眾保證，會加徵關稅來對

付中國大陸大量竊取美國工作機會

的行為，而他的策略也奏效了。

川普說，美國日前與中國大

陸簽署新貿易協議，這項協議將

能改變過去幾十年來中方一直占

美國便宜的不公平貿易環境，進

而捍衛美國勞工，保護美國知識

產權，並為美國產品打開新市

場。他同時也抨擊民主黨人對健

保的立場，稱不會讓社會主義破

壞美國的健保。

民主黨計票出包

至截稿為止，沒有任何跡象表

明民主黨能夠公布結果。據 CBS
報導，民主黨表示，由於出現「三

組不同的初選結果，所以無法公

布」。愛荷華州民主黨發言人表

示，「我們發現票數的回報上有所

出入，除了透過電腦表格計算結果

外，還有照片及紙本的統計，所

有結果都要符合，才能確保候選

人們獲得最精確的數字」，並強

調無駭客入侵系統或外力介入。

美國各州的初選制度不一，

愛荷華州方面比較特殊而有趣。

凡 18 歲以上且登記的選民皆可

參與，前往指定校園、教堂等地

點集合，現場會分配各個候選人

的「地盤」，選民要到支持的候選

人地盤集結，並用數人頭的方式

計票。若是有候選人的支持比率不

到 15%，領地就會遭到解散，這

些選民就能「倒戈」並改支持別的

候選人。有別正式投票的拘謹嚴

肅，愛荷華州初選可讓候選人登

臺演說，選民間也能彼此拉票，

氣氛相當熱烈。

美國2020年總統初選，於極具嘉年華選舉特色的愛荷華州首發。(AFP)

寰宇新聞

3年任期信守承諾    憑著經貿    國安等多方面成就    選情勢不可擋

尼森（Denison）表示，「瑞德西

韋」對來自蝙蝠、動物以及人類

的冠狀病毒效果廣泛。該藥物研

發本來是計畫用於治療埃博拉病

毒的，因為埃博拉病毒與冠狀病

毒中有相同的核糖核酸（RNA），

所以「瑞德西韋」也有望對冠狀病

毒進行抑制。

1 月 27 日，《科學》雜誌在報

導中提到，「瑞德西韋」是對抗新

型冠狀病毒中最有潛力的藥物。

吉利德在 1 月 31 日發表聲明

說：「正在與中國衛生部門合作建

立一項隨機對照試驗，以確定瑞

德西韋是否可以安全有效地用於

治療新型冠狀病毒。」據全球臨床

試驗資料庫顯示，瑞德西韋治療

新型冠狀病毒的臨床試驗，已於 2
月 3 日在北京中日友好醫院跳過

既有程序，緊急啟動第 3 期臨床

試驗，採隨機、雙盲、安慰劑對

照試驗，將由輕、中度患者投入

試驗，總樣本量 270 例，預期 4
月 27 日結束，旨在確定使用瑞德

西韋治療新型冠狀病毒的安全性

和有效性。

不過令人費解的是，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華春瑩卻選在該藥物臨床

試驗的當天，於例行新聞發布會上

指責美國政府沒有在疫情方面給

予中國任何實質性幫助，反而是

進行撤館、撤僑。對此，美國官

員反駁指，這是盡可能阻絕疫疾

蔓延的積極決定。

脫歐生效  歐盟降下英國國旗
【看中國記者萬厚德綜合報導】

按照歐盟與英國政府經過3年半
艱難的談判所達成的協議，格

林威治時間1月31日晚上11時，
英國正式脫離歐盟，進入了脫

歐過渡期。

自英國 1973 年加入歐盟

前身的歐洲經濟共同體 (ECC)
以來，已歷經 47 年。英國選民

2016 年 6月以 52% 贊成、48%
反對，公投決定脫歐，並在經歷

3 年半的艱辛談判後，終於贏來

正式脫歐的定局。

英相強森在當晚十點向全

國發表預錄的演說。他說，脫歐

是「真正的國家復興和改變的一

刻」。他矢言團結英國，迎接

與歐盟「友好合作的新紀元」，

英國將在全球扮演更吃重角色。

比利時布魯塞爾的歐盟總

部，則在同一時刻黯然降下英國

國旗，成員國自此減至廿七國。

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雷恩說，歐

盟將翻開新的一章，脫歐對英國

將是一大損失，這個島國正朝著

一個更孤獨的未來前進。她強

調，歐盟想與英國有著盡可能最

佳的關係，但絕不會和此前一樣

好。德國總理梅克爾稱脫歐為歐

盟的「巨變」。法國總統馬克龍

亦形容這是「歷史性的警訊」。

接下來，歐英將展開 11 個

月過渡期的新協定談判，英國此

間仍將遵循歐盟的所有規範，

直到 12 月 31 日。據報導，英

國首相強森已準備好與歐盟循

「加拿大模式」，簽署全新自由

貿易協定。若果真如此，兩地

的商品貿易幾乎是「零關稅」，

僅須進行邊境檢查。

加的軍人將部署在馬里，布基納法

索以及尼日爾三國之間的邊界地

帶，加強協助西非國家打擊恐怖

主義。目前約有 4500 名法軍在西

非地區駐守，但安全狀況近日正

逐漸惡化。與蓋達組織和伊斯蘭

國有關聯的武裝分子勢力正在擴

張，使得西非國家政府無法治理

大片的領土，並引發種族暴力。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2 月 1
日抵達白羅斯首都明斯克，與白

羅斯總統盧卡申科會面，重申美

國對人權的重視，並且表示美國

為最大能源生產國，可以提供白

羅斯更具「競爭力」的能源價格，

強調白羅斯不應「為了繁榮或安

全而依賴任一國家」。白羅斯超

過 80% 能源依賴俄羅斯，但雙方

2020 年未能締結能源供應合約，

俄羅斯近月已切斷對白羅斯的能

源供應。隨著白羅斯與俄羅斯關

係惡化，美國與白羅斯的雙邊關

係更趨緊密。

◆日本高波號驅逐艦 2 月 2
日駛離橫須賀海軍基地，朝中東阿

曼灣前進，確保世界第三大經濟

體的日本不會面臨原油短缺的問

題。阿曼灣是「日本的生命線」，

每年有大量的日本船隻通行，包

含了日本 90% 的進口原油。安倍

針對該任務已於今年 1 月親訪沙

特、阿聯酋及阿曼 3 國進行目的

確認。該艦共搭載 2 架直升機，

乘員約 200 人。

◆烏克蘭總統沃洛德米爾．

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iy）
披露，一位伊朗飛行員與德黑蘭空

中交通管制塔的對話錄音顯示，1
月 8 日烏航墜機事件發生後，伊

朗政府立刻知道該飛機是遭伊朗

導彈擊中而墜落的。一家烏克蘭

電視臺在 2 月 2 日播出了這段錄

音。對此，伊朗政府譴責烏克蘭

當局洩漏了這個的「機密證據」，

並聲稱，將不會再與烏克蘭共同

分享調查墜機事件的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