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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明保守派撐同性權益 特朗普料推強硬派上台

■馬克龍希望藉此提升法國青年的公民責任及國家
團結意識。 資料圖片

A23 國 際 新 聞 ■責任編輯：蕭桂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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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總統馬克龍於去年大選期間，提出
恢復1997年廢止的強制兵役，希望藉此提
升法國青年的公民責任及國家團結意識，
但引起廣泛爭議。當局最終被迫調整計
劃，於前日公佈兩階段的國民義務役方
案，第一階段會強制年滿16歲的青年男女
接受為期一個月的軍訓或義工服務，第二
階段則讓25歲以下青年自願進行3個月至
一年的國防領域服務。
計劃分為兩個階段，首階段是着重公民

文化的一個月義務服務，包括要求年滿16
歲男女集體生活兩星期，提升「社會融
和」，另外兩星期則進行人數較少的小組
式生活，期間參加者可選擇在慈善機構從
事義務教學或義工，或是在警察、消防或
軍事單位接受軍訓。第二階段屬於志願
性，25歲以下青年可選擇在國防和安全領
域服務3個月至一年，或從事與文化遺
產、環境或社會福利相關服務。

每年運作需145億元
法國於1997年廢止兵役時，馬克龍剛

剛是入伍之齡，因此他亦成為法國歷來首
位未服過兵役的總統。他去年提出恢復兵
役時，原本打算要求所有18至21歲的公
民經歷至少一個月的「軍事生活直接體
驗」，但考慮到兵役對軍方構成沉重負
擔，加上社會爭議，最終改成國民義務
役。不過即使如此，國民義務役方案仍然
需要至少17.5億歐元(約158.4億港元)籌備
資金，以及每年16億歐元(約145.2億港
元)運作成本。當局將於今年10月起就方
案展開公眾諮詢，目標在明年暑假開始實
施。

青年團體反對或需修憲
不過義務役計劃仍然面臨不少阻力，由

於法國憲法禁止除兵役以外的國家強徵人
口行為，當局可能需要為此修憲。早在計
劃公佈前，15個青年及學生組織已經公
開表明反對。民調則顯示，約60%法國人
支持計劃，但年輕人支持率只有不足一
半。

■英國廣播公司/《每日電訊報》

馬克龍推青年義務役馬克龍推青年義務役 強制軍訓或做義工強制軍訓或做義工

肯尼迪於1988年獲時任總統里根提名為大法
官，是現任大法官中第二年長。肯尼迪在辭

職信表示，對於能在最高法院服務30年感到榮
幸。特朗普表示，肯尼迪選擇在他任期內退休，
反映對方相信自己可挑選適合人選。特朗普表示
會盡快提名繼任大法官人選，並表示繼任者「將
任職40年、甚至45年」。

大熱人選被指容許監聽公民
特朗普此前已經制訂一份25人大法官候選人名
單，白宮於去年11月低調地修改名單，加入多名
年輕保守派上訴法院法官，包括哥倫比亞特區聯
邦上訴法院法官卡瓦諾，他也被視為接替肯尼迪
的大熱人選。
現年53歲的卡瓦諾入行初期曾經擔任肯尼迪的
書記，後來任前總統布什的助理法律顧問，並於
2003年獲提名為上訴法院法官。不過由於他與布
什關係密切，提名在參議院受到民主黨多番阻
撓，足足等了3年才能正式上任。卡瓦諾被指與
布什政府容許國家安全局監聽美國公民的政策有
關，美國律師協會最近更將卡瓦諾的法官表現評
分由「非常稱職」降為「稱職」。

共和黨表明今秋確定人選
新大法官的提名程序預料將掀起新一輪政治鬥

爭。由於前總統奧巴馬2016年提名新大法官時，
被共和黨人以選舉年不應處理大法官提名為由拒
絕，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呼籲共和黨人不要持
雙重標準，應該待中期選舉後才處理提名。不過
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似乎無意退讓，表明
會在「今秋」確認人選。
目前參院共和民主兩黨議席分別為51席和49

席，由於共和黨去年處理另一大法官戈薩奇的提
名時，將大法官提名通過門檻由60票降至簡單過
半數，意味只要共和黨能團結一致，民主黨將難
以否決提名。
美國最高法院共設有9名大法官，保守派和

自由派法官的比例對於整個美國社會有非常深
遠的影響。最高法院近日便作出多項偏向保守
派的裁決，包括裁定特朗普政府的入境禁令有
效、推翻公務員繳交工會會費規定，以及裁定
加州規定生育診所必須提供墮胎資訊的法例違
憲等。 ■《紐約時報》/路透社/

法新社/《華爾街日報》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肯尼迪前日突然宣佈將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肯尼迪前日突然宣佈將

於下月底退休於下月底退休，，轟動美國政壇轟動美國政壇。。現年現年8181歲的肯歲的肯

尼迪雖然屬於保守派尼迪雖然屬於保守派，，但他就任大法官但他就任大法官3030年間年間

作風相對開明作風相對開明，，在多宗涉及同志權益在多宗涉及同志權益、、墮胎和墮胎和

死刑的爭議案件中都站在自由派一方死刑的爭議案件中都站在自由派一方，，被視為被視為

最高法院關鍵游離票最高法院關鍵游離票。。肯尼迪退休後肯尼迪退休後，，總統特總統特

朗普將獲得任內第二次任命大法官的機會朗普將獲得任內第二次任命大法官的機會，，勢勢

必進一步鞏固目前最高法院保守派與自由派必進一步鞏固目前最高法院保守派與自由派55

比比44的格局的格局，，影響可能持續數十年影響可能持續數十年。。民主黨表民主黨表

明會反對參議院在中期選舉前處理新法官任明會反對參議院在中期選舉前處理新法官任

命命。。

根據傳統，美國最高法院一般
會按首席大法官姓氏來分為不同
時期，例如現任首席大法官羅伯
茨2005年就任後，最高法院便
被稱為「羅伯茨法院」。即將退
休的肯尼迪雖然從未做過首席大
法官，但他在任30年間曾經就
多宗極具爭議性案件投下關鍵一
票，對美國政治和社會造成的影
響，遠超過頭銜的意義，《紐約
時報》甚至認為，自1988年以
來的最高法院應該稱為「肯尼迪
法院」。

51次裁決偏向自由派
肯尼迪雖然被歸為保守派法

官，但他的觀點卻更傾向中間

派，任內更先後作出51次偏向
自由派判決，例如2015年最高
法院以5比4裁定同性婚姻合
法，肯尼迪就是關鍵第五人。
得州農工大學法律系教授潘羅
茲當年便指出：「肯尼迪可能
是全世界最有權力的法官。」
肯尼迪曾因禁止公立學校畢

業典禮禱告及捍衛墮胎權，成
為極端保守派眼中釘；但他也
曾因為競選開支法等判決引起
自由派不滿。律師林斯基表
示，肯尼迪詮釋憲法時具有彈
性，其憲法學識源於常識，並
認同社會取向會隨時間轉變。

■法新社/路透社/
《紐約時報》

「「肯尼迪法院肯尼迪法院」」影響遠超頭銜影響遠超頭銜

雖然肯尼迪繼任人選
的提名暫時仍未提交參
議院，但共和民主兩黨
已經急不及待利用接下
來的提名戰，為11月中
期選舉製造議題。不過
從往績來看，涉及最高
法院大法官人選的議
題，似乎最能夠動員共
和黨支持者，2016年大
選中，約21%選民認為
大法官人選是他們考慮
投票取向時的重要因
素，當中56%最終投給
了特朗普，只有41%投
給了民主黨候選人希拉
里。
美國憲法規定，最高

法院大法官除非自願辭
職、退休、身故或遭到
參眾兩院彈劾和定罪，
否則連總統也不能動他
們分毫，得以終身任
職，每名大法官往往一
做便做數十年。因此最
高法院裁決的影響力亦
遠非總統的一紙行政命

令所能比擬，對於一些
關心社會或道德議題的
選民而言，誰來當大法
官甚至比誰當總統更重
要。
肯尼迪辭職前，共和

民主兩黨都面對中期選
舉焦點議題缺乏、動員
力不足的困境，共和黨
擔心保守派選民經歷兩
年特朗普管治後開始自
滿，喪失上屆大選中的
熱情；民主黨曾擔心主
打反特朗普議題太單一
化，未必能動員所有進
步派。大法官之爭正好
為兩黨提供彈藥，民主
黨自然主張不能容許特
朗普令最高法院進一步
「右傾」，共和黨則認
為透過大法官爭議，可
以更有效就反墮胎和反
同性婚姻等議題動員福
音派或其他保守派支持
者，他們亦正是特朗普
當選總統的關鍵。

■《華盛頓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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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和克里姆林宮昨日同時
宣佈，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俄羅
斯總統普京，將於7月16日在
芬蘭首都赫爾辛基舉行兩人首
次正式峰會。克里姆林宮表
示，峰會將會討論美俄關係現
狀及未來發展前景，白宮則表
示峰會將談及國家安全問題。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前

日在莫斯科會見普京，商定
「特普會」安排。克里姆林宮
外交政策助理烏沙科夫表示，
普京和特朗普的峰會可能持續
數小時，雙方亦可能在會後就
改善美俄關係及國際安全發表

聯合公報。俄羅斯外長拉夫羅
夫則表示，有機會在峰會前先
行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會面。

美國務卿擬訪朝
英國《金融時報》昨日引述

消息指，蓬佩奧計劃下周訪問
朝鮮，討論朝鮮無核化計劃，
將是他自美朝峰會後首次訪
朝。結束訪華之旅的美國防長
馬蒂斯昨日轉到韓國，他重申
美國會繼續履行對韓國的安全
承諾，包括保證現有駐韓美軍
人數不變。

■路透社/法新社

特朗普下月16日芬蘭晤普京

■■肯尼迪從未做過首席大法官肯尼迪從未做過首席大法官，，但影響但影響
力超人力超人。。 法新社法新社

■■肯尼迪肯尼迪((左左))繼任人選的提名暫時仍未繼任人選的提名暫時仍未
提交參議院提交參議院。。 法新社法新社

■■特朗普表示特朗普表示，，肯尼迪選擇在他任期內退休肯尼迪選擇在他任期內退休，，反映對方相信自己可反映對方相信自己可
挑選適合人選挑選適合人選。。 路透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