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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銘首專訪谷新書 料俄握黑材料惹反駁

特朗普罵戰
「史上最差FBI局長」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前局長高銘
去年遭總統特朗普解僱，其回憶錄
定於今日出版，主要講述與特朗普
之間的關係。他前日接受美國廣播

公司(ABC)專訪，是被撤職後首度受
訪，他指特朗普是一個令身邊人蒙

上污名的大話精，「道德上」不適合
擔任總統，又認為俄羅斯可能手握

特朗普的黑材料。特朗普在微博
twitter 反駁，稱從未要求高銘對自

己忠誠，形容新書充斥謊言，指對
方是史上最差劣的 FBI 局長。

銘的回憶錄名為《更高的忠誠：真
高相、謊言與領導》(A
Higher Loyalty:

Truth, Lies and Leadership，暫譯)，他在專
訪中表示，書名由來是出於去年和特朗普在
白宮內的一段
「奇怪」
對話，特朗普當時要求
他保持忠誠。高銘指出，特朗普不尊重女
性，經常對女性評頭品足，更在大小事情上
說謊，尋求令國民信服，在道德角度上不適
合出任總統。特朗普亦曾要求高銘停止對前
國家安全顧問弗林的調查，可能構成妨礙司
法公正。

高銘發言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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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特朗普
■「我不相信有關特朗普精神不健全
或患上認知障礙的報道，他的智力
其實高於一般人，並非生理上無法
勝任總統，只是道德上不行」
■「特朗普令身邊人蒙上污名，他們
究竟要受到多少傷害才無法服務國
家？我不知道」

高銘認為希拉里會勝選
對於特朗普應否被彈劾，高銘認為彈劾特
朗普令他下台的做法迂迴，指國民應直接履
行義務，在選舉中投票，捍衛他們的價值。
他同時坦言，由於相信民主黨前總統候選人
希拉里會在前年大選中勝選，為避免不合法
的選舉結果出現，故在選舉日前 11 日重啟
對希拉里的「電郵門」調查。高銘又形容
「通俄門」特別檢察官米勒不偏不倚，會全
力追尋真相，美國人可完全信任他。
特朗普在 twitter 貼文駁斥高銘的言論，指
高銘在「電郵門」調查中作出的決定，是基
於希拉里會當選的假設，只想從她身上謀取
厚職，行為低俗，如同一個「渾球」(slime
ball)，而且對方洩露機密資料和向國會作假
證，應要為此入獄。

■「特朗普經常在對話中獨佔發言，
如同在獨白」
■「真相和誠信是重要價值觀，特朗
普無法展現美國價值觀」
■「很多人都認為我協助特朗普當
選，但特朗普去年於傳媒眾多鏡頭
下，在白宮內熱情招待我，他為何
認為這是一個好主意？」
針對司法部長塞申斯
■「塞申斯給我的第一印象
是他不能勝任司法部
長，他會感到很吃力」

特朗普罵「渾球」成熱搜

關於通俄門特檢官米勒
■
「米勒處理不偏不倚，
只着重真相。解僱米勒將
是對法治的最嚴重攻擊」

《華盛頓郵報》和 ABC 的民調顯示，
32%受訪美國人對高銘持負面看法，較持正
面看法的人多出 2 個百分點，但 48%受訪者
認為高銘較特朗普更可信。不少網民事後搜
索「渾球」一詞，使它登上美國權威詞典
《韋氏詞典》熱搜榜前 5 名，「渾球」定義
為「道德上令人厭惡或討厭的人」。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華盛頓郵報》

法新社/《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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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民望再創新低
小泉料其 6 月下台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近月受「森友學園」
和「加計學園」醜聞纏身，民望持續下
滑。日本電視台最新民調顯示，安倍支持
率跌至 26.7%，為 2012 年再度上任以來最
低。自民黨將於 9 月舉行黨魁選舉，隨着安
倍民望大跌，他連任的機會已下降不少，
前首相小泉純一郎更猜測，假如無法扭轉
形勢，安倍或會在 6 月國會會期完結時自行
辭職。

黨魁選舉支持度跌至第3
日本電視台民調結果可見，安倍目前支
持率較 2 月時大跌 17 個百分點，內閣反對
率亦升至 53.4%，是連續兩個月高於 5 成。
安倍在《朝日新聞》民調中的支持率亦跌
至 31%，同樣創二度拜相以來新低，反映
連串醜聞重創安倍民望。

民調亦發現，安倍在自民黨下任黨魁潛
在人選中，支持度已跌至第 3，落後於小泉
純一郎的兒子小泉進次郎及自民黨前幹事
長石破茂。
安倍支持度急挫引起關注，路透社引述
分析指，安倍可能繼去年後，再度解散國
會提前大選。小泉純一郎接受雜誌訪問時
則形容，目前安倍形勢兇險，「他會否在 6
月 20 日國會會期完結時請辭呢？」他日前
亦曾表示，安倍已失信於公眾，「無論他
說什麼，都只會被認為是逃避責任」。
據報安倍為挽回民望，將辭退涉及性騷
擾醜聞的財務省事務次官福田淳一，有消
息指福田已準備辭職。不過福田昨日繼續
否認性騷擾指控，更揚言控告披露事件的
雜誌《週刊新潮》。
■路透社/
日本《朝日新聞》/日本《讀賣新聞》

布魯里潰瘍由食肉菌「潰瘍分枝桿菌」
引致，會破壞患者皮膚細胞、血管和皮下
脂肪，引致皮膚潰瘍，病徵一般見於四
肢，潰瘍面積會隨時間擴大，嚴重可引致
毀容或殘疾。患者治療期長達半年至一
年，康復後亦需接受皮膚重建手術。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前局長高銘在專訪中講述
被撤職的經過，稱當時以為只是惡作劇，得知屬
實後感到難以置信，形容事件「瘋狂」。
高銘去年 5 月 9 日前往加州 FBI 分局，感謝職
員的貢獻，在房間內發表演說期間，發現房間後
方的電視畫面閃出
「高銘辭職」
的字眼，他當時笑
稱某些人精心準備這場惡作劇。然而當電視其後
出現更多相關報道，當中更提及
「高銘被解僱」
，
頓時令他臉色大變，不過他仍堅持完成演講。
高銘憶述總統特朗普發出的解僱信，是由專人
直接送往 FBI 總部，高銘助手把信件掃描後向高
銘寄出電郵，確認解僱事件屬實。時任國土安全
部長凱利當日曾致電他，稱自己有意辭職，不願
為如此對待高銘的人效力，但高銘勸阻他，稱特
朗普身邊需要如凱利般的人。
■美國廣播公司

上任即鋪路連任
特朗普籌款達 2.2 億
美國總統特朗普去年上任後不久，便已準備爭
取連任，惹來外界關注。其競選連任團隊前日公
佈，今年首季已籌得 1,000 萬美元(約 7,849 萬港
元)資金。路透社報道，特朗普可能將部分資
金，用作支持共和黨角逐11月中期選舉。
有別於以往總統上任第二年才開始籌備競選連
任，特朗普上任後已急不及待開展選舉工程。競
選團隊稱，截至去年底已籌得 2,200 萬美元(約
1.73 億港元)，連同今年首季籌款及扣除同期 390
萬美元(約 3,061 萬港元)營運開支，最新結餘達
2,800萬美元(約2.2億港元)。
除為自己競逐連任鋪路，特朗普也與共和黨全
國委員會合作籌款，經費用作資助共和黨國會議
員候選人。另一方面，根據聯邦選舉委員會公開
的文件，特朗普競選團隊去年支付逾
300 萬美元(約 2,355 萬港元)司法費
用，部分用於應對特別檢察官米
勒帶領的「通俄門」調查，今年首
季的司法費用則為 83.4 萬美元(約
655萬港元)。
■路透社

向代理商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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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食肉菌襲澳 起因成謎
皮膚病「布魯里潰瘍」過去主要在非洲
散播，但近年澳洲的病例數目明顯增長，
單 在 去 年 已 錄 得 275 宗 個 案 ， 按 年 上 升
51%，較 4 年前更急增 4 倍。醫學界至今未
知布魯里潰瘍的成因，也沒有預防方法，
有專家形容疾病「是個謎」。

高銘悉被炒感瘋狂
以為惡作劇

澳洲傳染病專家奧布賴恩指出，當地布
魯里潰瘍個案過去主要在氣候溫暖的昆士
蘭省出現，但位於溫帶的維多利亞省近年
亦發現新病例，警告該疾病正變得普遍，
患者情況亦較以往嚴重。醫學界促請政府
增撥資源，協助研究病因。■英國廣播公司

韓國大韓航空會長趙亮鎬二千金、分
管廣告及市場營銷業務的高級副總裁趙
顯旼，早前被揭與廣告代理商開會時，
向對方職員潑水及擲水樽發洩，惹來各
方聲討。趙顯旼其後為事件道歉，但未
能平息眾怒，在工會施壓及警方介入調
查下，大韓航空昨宣佈趙顯旼暫時停
職，公司會根據警方調查結果採取適當
措施。

5.6萬人聯署促大韓改名
趙顯旼被揭上月當眾潑水侮辱廣告公
司員工，她事後一度道歉，但媒體不斷
公開她平日的霸道作風。大韓多個工會
要求趙顯旼辭職，更有多達 5.6 萬人在青
瓦台官網聯署請願，要求政府下令大韓
改名，禁用「大韓」名字，以及停用有
國旗式樣的公司標誌。

警方其後介入調查趙顯旼的行為是否
涉及行使暴力，檢察部門也考慮是否展
開調查。趙顯旼縮短海外度假行程，前
日回國後在facebook網頁留言及向員工發
電郵，否認曾向廣告公司職員面部潑
水，但承認曾推倒水杯，為自己的愚蠢
行為道歉，稱未能控制情緒，犯下大
錯。

姊為果仁大鬧頭等艙判緩刑
趙顯旼的姊姊、前大韓副會長趙顯
娥，2014 年乘坐大韓班機頭等艙時，因
機艙服務員沒用碟奉上果仁，她一怒之
下要求飛機折返登機口，並勒令艙務長
下機，引發韓媒嘩然。首爾高等法院翌
年裁定趙顯娥襲擊罪成，判監 10 個月緩
刑兩年。
■美聯社/路透社/韓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