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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內瑞拉政治及經濟危機持續，阿
根廷、智利、哥倫比亞、秘魯、巴拉圭
及加拿大前日突然聯署去信國際刑事法
院(ICC)，指控委內瑞拉涉嫌觸犯多項
反人道罪行。美國總統特朗普則在聯合
國大會期間，表示願意與委國總統馬杜
羅會談，但同時暗示不排除採取軍事行
動。委國總統馬杜羅亦意外現身聯大，
批評美國把世界當作其私有財產，強調
不會妥協。
阿根廷外長福列指出，馬杜羅政府
涉嫌干犯非法禁錮、暗殺、法外處決、
酷刑、強姦等罪行，部分受害人更是兒
童。巴拉圭外長佩多蒂形容，事實已擺
在眼前，若人們繼續質疑，無異於助紂
為虐。
特朗普前日形容委內瑞拉的情況是

「恥辱」，希望看見當地走出困境，使
國民安全，「我們會照顧委內瑞拉」，
更表示將考慮所有選項，「包括強力的

和較不強力的，你們都知道『強力』的
意思」，暗示不排除軍事行動。不過特
朗普較早前亦稱，願意跟馬杜羅會面。

馬杜羅突現身聯大「衛國」
馬杜羅前日下午突然表示，即將抵

達紐約出席聯大，不久後即在聯大發
言。馬杜羅再次批評美國在幕後，指使
上月針對他的無人機暗殺行動，又稱華
府企圖透過制裁，並武裝其他國家，發
動「粗暴的外交攻勢」，以攻擊委內瑞
拉，做法如同把世界視作私產，強調絕
不會屈服。
不過，馬杜羅表示仍然願意與特朗

普會面，並討論任何華府提出的議題，
強調自己是為人民服務。委內瑞拉外交
部則批評，特朗普企圖挑起委內瑞拉武
裝叛亂，是干預別國的「戰爭販子」，
直斥華府與其他拉美國家合謀，試圖推
翻委內瑞拉政權。 ■美聯社/法新社

美洲6國聯署告委國
特朗普暗示不排除動武

特拒定棄核時間表
再收金正恩信

美國總統特朗普前日表示，再次收到朝鮮領導
人金正恩的親筆信，形容信件非常好，如同「美
麗的藝術品」，重申相信金正恩有誠意棄核，
「我們都期待第二次峰會，而我相信很快就會發
生」。
特朗普又稱，要不是他當選美國總統，朝鮮早

已開戰，「但如今沒人再說這些了，我們的關係
很好，他(金正恩)喜歡我，我喜歡他」。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前日在聯合國大會期間，與

朝鮮外相李勇浩會面，並接受金正恩邀請，於下
月再訪問平壤，討論無核化和第二次美朝峰會等
事項。特朗普表示不想陷入「時間遊戲」之中，
認為無必要就朝鮮棄核設時間表，即使要2年甚
至3年也「無所謂」。
另一方面，韓國總統文在寅前日亦稱，朝鮮已

主動走出長久以來遭孤立的局面，重新面對國際
社會，期望國際間釋出善意，回應朝鮮的「新選
擇」，認同對方付出的努力，促使朝鮮留在實現
永久及具體和平的道路上。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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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早前在
聯合國大會演講期間，台
下的各國領袖和代表突然
發出笑聲，場面尷尬。
特朗普前日回應記者提問

時，強調聽眾當時並非嘲笑
他，形容情況是「與眾同
樂」，「我們共度美好時
光，他們不是取笑我，是跟
我一起笑」，批評傳媒聲稱
他被取笑是假新聞。
特朗普當日演講時，聲稱

現屆政府在不足兩年間，
「已取得比歷屆政府都出色
的成果」，台下馬上傳來一
陣笑聲，特朗普只好打圓
場，稱反應「出乎我的意
料，但沒關係」。
特朗普前日強調，各國代
表尊重他的成就，各人在聯
大「玩得很開心」。

■美聯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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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杜羅在聯大發言。 美聯社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選卡瓦

諾被指性侵，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昨日就此舉行聽證

會，最先指控卡瓦諾的大學教授福特現身作證。福特在聽

證會回答質詢時，表示「絕對」不會認錯人，肯定企圖強姦她的就是卡瓦

諾。卡瓦諾則再次否認所有針對他的性侵指控，堅持不會放棄提名。不過聽證會前，

總統特朗普對卡瓦諾的態度卻出現微妙變化，雖然特朗普重申支持對方，但同時表示假

如發現針對卡瓦諾的指控可信，便不排除會撤回對他的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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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事主福特：絕對無認錯人

就讀名校成焦點 學生常賭博飲酒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選
卡瓦諾捲入性侵指控後，除了
矢口否認外，亦強調自己
「乖學生」形象，希望外
界相信他。
不過，卡瓦諾就讀的
高中不少男生其實經
常大搞瘋狂派對，其
好友賈奇更形容他常
飲至不省人事，卡瓦
諾亦似乎不願回首，
曾表示「在高中發生
的事情，就讓它留
在高中吧」。

卡瓦諾就讀的喬治城預科學校是
男校，位於馬里蘭州名校區，擁有
229 年的悠久歷史，由於學費高
昂，故學生背景大多非富則貴，且
多為高材生，被視為升讀哈佛和耶
魯等名牌大學的踏腳石。

學生約女生赴海灘吸毒
不過，該校學生常有較越軌的

「課外活動」，包括縱情飲酒、賭
博，更會相約附近女生，到海灘吸
毒作樂。
部分人甚至組成「學會」，誓言

要在畢業前喝下100桶酒，卡瓦諾

亦曾在畢業紀念冊中，形容自己
是該「學會」的司庫。
卡瓦諾爆出性侵風波前，耶魯

大學法學院在官方網頁上以他為
「生招牌」宣傳，稱他一旦通過提
名，最高法院現任大法官中的耶魯
舊生人數將增至4人，院長和其他
教授均對他稱讚有加。
然而卡瓦諾被指就讀耶魯時，

性侵同學拉米雷斯，法學院學生
日前在校內靜坐抗議，並向師生
發出電郵，稱事件曝露法律界
精英主義的歪風，「現在是醒
覺的時候」。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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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提
名人卡瓦諾，與指控他性
侵的心理學教授福特，同

日出席參議院聽證會隔空對質。從新聞角度而
言，這次聽證會固然非常「Juicy」，但從政治
以及#MeToo運動而言，在美國當前異常兩極
化的政治及社會氣氛下，無論聽證會的結果如
何，都可以肯定不會帶來任何正面變化，有的
只是政治道德進一步沉淪，黨爭更加激烈。

共和黨近年一直以意識形態掛帥，提名卡瓦
諾出任大法官，目的是為了推翻最高法院保守
派與自由派的勢力平衡，只要卡瓦諾能夠「捍
衛」他們的價值觀和道德觀，例如反對墮胎、
反對同性戀等，任他人格如何都不重要。因此
無論福特在聽證會上多麼繪聲繪影地指控卡瓦
諾性侵，對提名有最終決定權的共和黨參議員
也可以選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繼續相信卡
瓦諾的說法，繼續推進提名程序，讓卡瓦諾坐
上大法官之位。

這一幕早有先例。1991年時任總統老布什
提名保守派黑人法官湯馬斯出任最高法院大法
官，提名程序期間，湯馬斯被指曾經性騷擾前
女助手希爾，當年希爾同樣出席聽證會指證湯
馬斯，同樣引起舉國關注，但最終湯馬斯的提
名仍然以4票之差獲得通過，如今已成為最高
法院內任期最長的大法官。

退一萬步而言，即使共和黨及特朗普真的決
定撤回卡瓦諾的提名，卡瓦諾可能輸了，但也

不代表民主黨贏了。拉倒一個卡瓦
諾，共和黨和特朗普還可以挑選
出千千萬萬個卡瓦諾，出於對民
主黨阻撓提名的不滿，保守派勢
力大概會來個更大的反撲，新的
大法官人選作風可能會更加保
守，屆時黨爭只會更嚴重，美國

社會更加分化。
聽證會不是法庭，沒有人能夠

裁定福特的指控是否屬實，但
從聽證會前已公開的資訊來

看，除非福特能出示新的人證物
證，或者卡瓦諾突然主動認錯，否則這場30

多年前發生的性侵事件，到頭來始終還是她的
片面之辭。如果福特的作證未能帶來改變，無疑
是對她本人以至整場#MeToo運動的一大打擊，
但即使卡瓦諾因此被拉倒，也只會強化#MeToo
運動違反無罪推定原則、「未審先判」的印象，
保守派必定不會賣賬，對於其他打算挺身指證曾
遭性侵的女性而言，肯定是弊多於利。

■卡瓦諾否認所有針對他的性
侵指控。 美聯社

特朗普前日表示，自己仍然相
信卡瓦諾，其中一個原因是

出於個人經歷，「我過去曾多次遭
不實指控，最少4至5次，她們是
想要名利」。他批評民主黨是騙
子，只顧破壞卡瓦諾的名譽，強調
不應未審先判。
不過，特朗普亦稱希望觀看聽證

會，若性侵指控屬實，便可能撤回
對卡瓦諾的提名，「我可能聽了以
後便會說，我要改變主意了」。
聽證會由福特先發言及接受提

問，之後輪到卡瓦諾，福特作證期
間他會避席。

卡瓦諾被指企圖強姦
福特預先提交的證詞內容與此前

傳媒報道相近，她表示自己就讀的
中學女校與卡瓦諾就讀的男校經常
舉行聯誼活動，兩人因此相識，但
不熟絡。1982年夏季某日傍晚，當
時15歲的福特參加派對，各人飲酒
狂歡，她表示自己當時飲了一杯啤

酒，卡瓦諾和他的朋友賈奇則明顯
飲醉。
福特表示當時打算走上樓梯去洗

手間，突然被人從後推入睡房，卡
瓦諾和賈奇反鎖房門，並調高房間
音樂的音量。卡瓦諾把福特壓在睡
床上，亂摸她的身體，由於福特事
前剛練習游泳，衣服內仍穿着連身
泳衣，加上卡瓦諾酩酊大醉，故衣
物未被脫掉。
福特極力掙扎和放聲大叫，卡瓦

諾則按住她的口，令福特感到窒
息，以為將要遭殺死。賈奇不久後
跳到床上，福特和卡瓦諾雙雙滾落
至床下，福特趁機逃脫並走入洗手
間暫避，卡瓦諾和賈奇隨後若無其
事，有說有笑地繼續參與派對。
福特形容當晚的慘痛回憶深深

印在腦海中，「我的人生自此完全
改變」。

再有證人稱遭落迷藥
福特出席聽證會前，第3名指控

卡瓦諾的女性斯韋特尼克亦公開
身份，表示看見卡瓦諾曾於派對
中向女性落迷藥，讓其他人輪姦
她們，自己也是受害者。
司法委員會同日亦接獲另一封

匿名信，聲稱曾於1998年目睹
卡瓦諾非禮一名醉女，但委員
會表明由於信件欠缺細節，
不會繼續調查。
共和黨仍然計劃於今日立即

在委員會表決卡瓦諾的提名，
並於下周初交由參議院全體委員
會表決。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
促請卡瓦諾放棄提名，否則將尋
求聯邦調查局(FBI)介入調查性侵
指控。
由於司法委員會的表決結果沒有

約束力，外界關注參院全體委員會
的表態，包括會否有共和黨人倒
戈，導致提名遭否決。目前距離
中期選舉只有一個多月，一旦共
和黨處理不當，或會打擊選情。

■路透社/法新社/美聯社

■■福特在聽福特在聽
證 會 表 示證 會 表 示
「「絕對絕對」」不不
會認錯人會認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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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表示，如發現針
對卡瓦諾的指控可信，不
排除會撤回對他的提名。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