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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黨議員倒戈 警告不良後果

2019年10月9日（星期三）

美兩黨聯署 斥特朗普棄庫爾德
白宮早前宣佈撤出敘利亞接壤土耳其的邊境，不再反對土耳其越境打擊一直獲美國支持的庫爾
德族武裝勢力，引來美國政壇極大反彈。共和民主兩黨國會議員前日聯署聲明，譴責總統特朗普
的決定，憂慮此舉將使美國失去盟友信任，並助長俄羅斯和伊朗在中東壯大，多名向來支持特朗
普的議員亦表態反對新政策。

美國政府多年來支持庫族部隊，協助打擊極端組織「伊
斯蘭國」(ISIS)，向來支持特朗普的共和黨參議員格
雷厄姆憂慮，美國放棄庫爾德地區將是災難，「這是伊
朗、(敘利亞總統)巴沙爾和ISIS的重大勝利。」

議員憂影響範圍遠超敘利亞
格雷厄姆批評白宮的決定短視及
不負責任，「我一向喜歡特朗普，
並幫助他，這次讓我很氣餒。」他
■麥康奈爾
透露正跟民主黨參議員范霍
倫合作，計劃在參議院提
出決議案，要求白宮取消
撤軍，一旦土耳其攻擊庫
族部隊，美國更需向土
耳其實施制裁，並取消
土耳其北約會籍，估計
可獲足夠議員支持通
過。
參議院多
數黨領袖麥
康奈爾形
容，華府
■格雷厄姆

■特朗普宣佈從敘利亞撤軍決定引
起國會兩黨反彈。
起國會兩黨反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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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軍決定並不理想，且全球罕見，警告一旦美國真的撤
軍，只會對巴沙爾政權、伊朗和俄羅斯有利，並使 ISIS 等
恐怖組織重整旗鼓。佛州參議員魯比奧亦稱，華府改變對
敘利亞政策將帶來極嚴重的不良後果，影響範圍將遠超敘
利亞。

美國眾議院 3 個委員會前日向
白宮預算辦公室及國防部發出
傳票，要求對方在下周二前
交出有關總統特朗普
「通烏案」的文件，進
一步擴大調查範圍。不過
白宮強烈反抗，其中國務
院昨日便下令禁止駐歐盟大
使桑德蘭到國會作證。
主導彈劾調查的眾院情
報、監督及外交事務3個委員
會，早前已向國務院及白宮
發出傳票。3個委員會前日發
聲明指，正調查特朗普是否
曾施壓烏克蘭干預明年大
選，以及刻意暫停向烏克蘭
發放軍事援助，令國家安全
受損。
民主黨人已傳召多名外交官
本周前往國會閉門作證，包括
美國駐歐盟大使桑德蘭，以及
懷疑因為施壓烏克蘭失敗而被

特朗普聲稱兌現競選承諾
特朗普前日則辯稱，他下令美軍停止支援庫族部
隊，是兌現他撤出中東「無止境戰爭」、讓美軍早
日回國的競選承諾，並警告若土耳其作出不人道
或「過分行為」，美國便將徹底摧毀土國經濟。
特朗普又稱，儘管庫族部隊曾與美軍並肩作戰，
「但這是建基於他們獲得大量資金和軍備援
助」，直言理解共和黨領袖的不滿，但他並不
同意，相信有人支持他的決定。
美國官員透露截至前晚，仍未有跡象顯示
土耳其開始進軍敘利亞，據報國防部和國務
院官員均正游說土耳其放棄軍事行動，美軍
則已從最接近土耳其邊境的地區，撤出 30 至
100 名特種部隊，位於敘利亞東北部的 1,000 名
士兵則未有撤離時間表。國防部官員強調，美軍無意
完全撤出敘利亞。
■綜合報道

特朗普施壓升級 國防部變磨心
亞的美軍人數，由 2,000 人減至約 1,000
人，部分指揮部移至伊拉克，但繼續從
物資、情報等方面支援庫爾德族武裝。
據報當時國防部亦特意保持低調，避免
向特朗普提及尚有1,000名士兵駐敘，以
免特朗普再要求撤軍。
《紐約時報》指出，國防部拖延從敘
利亞撤軍，有助華府與歐洲盟友談判，
協調美歐對敘戰略，美國亦可與土耳其

引進港餐飲業經驗 全國開數十連鎖店

走出人生低谷
港人長沙創品牌

美國總統特朗普再次要求美軍撤出敘
利亞，《紐約時報》分析指，國防部處
於特朗普、土耳其和庫爾德人之間的夾
縫，一方面需滿足特朗普的要求，但亦
希望與庫族繼續合作，保持對抗「伊斯
蘭國」(ISIS)的優勢，隨着特朗普的施壓
升級，國防部未來只會更難取得平衡。
特朗普早於去年 12 月已宣佈計劃讓美
軍撤出敘利亞，當時國防部把派駐敘利

磋商在敘利亞北部設立「安全區」的細
節。國防部發言人前日重申，反對土耳
其進入敘利亞境內。
然而軍事專家坦言國防部這次難以重
施故伎，稱過去土耳其一直不敢進入敘
利亞北部，只因對駐敘美軍存有顧忌，
一旦美軍需撤出該區，便勢難再與庫族
武裝合作打擊恐怖主義。
■綜合報道

彈劾案調查範圍擴大
國務院禁駐歐大使作證
撤職的前駐烏克蘭大使約萬諾
維奇。桑德蘭原本已經同意作
證，但昨日突然收到國務院通
知，禁止他出席聽證會。

眾院向告密者取證
眾院議長佩洛西的辦公室亦
發佈一封由 90 名前國安官員聯
署的公開信，聲援「通烏案」
告密者，稱告密者揭發不當行
為，進一步保障美國人安全，
故美國人現時需團結一致，保
密其身份。《紐約時報》報
道，眾院情報委員會即將向告
密者取證，目前未知會面形
式。
美聯社報道，白宮正設法拖
延彈劾案調查進度，計劃讓總
統幕僚運用行政官員豁免權，
拒絕國會對相關行政官員和白
宮工作人員的傳召。
■綜合報道

歐憂「伊斯蘭國」翻生 促土國勿燃戰火
美國總統特朗普宣佈美軍撤出敘利亞北
部邊境地區，觸發歐洲國家不安。歐盟前日
警告，一旦敘利亞東北部出現軍事衝突，將
導致大量難民失去家園，持續 8 年的敘利亞
內戰亦更難結束。
法國國防部長帕利前日表示，將對美國放
棄參與敘利亞事務保持極審慎態度，形容若
土耳其進軍敘利亞，可能損害打擊ISIS的戰
果，危及當地人民安全。法國外交部指出，

ISIS雖然已失去在敘利亞的所有據點，但仍
然威脅法國國家安全，促請土耳其避免任何
可能壯大極端分子的行動。
德國政府發言人表示，土耳其在敘利亞
內戰期間接收數百萬難民，正因庫族部隊幫
助，才得以打擊 ISIS 勢力，故不應損害庫
族取得的勝利果實。英國政府亦稱，憂慮任
何可能影響消滅 ISIS 的單方面行動，強調
必須保護英國國民安全。 ■路透社/法新社

■林祖濤在長沙與朋友合
夥創辦了聚才有方餐飲管
理有限公司。
理有限公司
。
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 攝

43 歲的林祖濤祖籍福建福州，從小隨家人來到
香港。他曾與同鄉遠赴阿根廷淘金，成功收穫人
生第一桶金後回到香港。後來因投資失敗，上千
萬身家散盡。但挫折並沒有打敗他，他在湖南長
沙從頭再來。如今，林祖濤在長沙經營的餐飲品
牌已經在全國開了數十家連鎖店，生意蒸蒸日
上。林祖濤說，香港人的「獅子山下精神」激勵
■2017 年，林祖濤與朋友合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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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姚進 攝

林祖濤曾是千萬富豪，這是他和朋
友遠赴阿根廷淘金的收穫。回國

後，林祖濤到內地投資煤礦，因為經
營不善，導致他和家人上億元的資產
頓時化為烏有。面對沉重打擊，林祖
濤卻並沒有失去信心。3 年之後，信奉
「獅子山下」精神的林祖濤，很快從
失敗中振作起來，毅然選擇了一座陌
生的城市——長沙重新來過。

賣服裝開排檔 人生重新出發

林祖濤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坦承，「起
初選擇長沙也有幾分無奈，因為之前來
湖南做過投資，對湖南相對熟悉，而且
除廣東之外，長沙也是離香港最近的城
市。但回過頭來看，這個選擇無疑是正
確的，長沙是我的福地。」

已經一無所有的林祖濤，選擇從最
底層做起。他向香港文匯報記者介
紹，在長沙，他曾經做過服裝生意，
租一個很小的門面，利用他在粵港澳
的資源，精心選擇質量好、性價比高
的品牌；後來還開過燒烤排檔，遇到
生意忙的時候，他還經常親自上手操
作，煙熏火燎也無所謂。
林祖濤表示，隨着居民收入的提
升，消費者越來越注重餐飲品牌和品
質。他認為，香港是國際美食之都，
將香港餐飲業的先進經驗引進到內
地，肯定能在長沙開闢一片天。
2017 年，林祖濤與朋友合夥，成立
了聚才有方餐飲管理有限公司。公司
第一個產品，就是以網紅飯團為主
打、輔以各類特色飲品、傳統小吃、

遠赴南美淘金 思鄉終歸故土
林祖濤十幾歲時隨家人來到香港，
沒幾年，有福州同鄉告訴他，在遙遠
的阿根廷，遍地都是黃金，比香港更
好賺。年輕氣盛的林祖濤二話不說，
就踏上了異國淘金之旅。同鄉沒有騙
他，林祖濤發揮中國人吃苦耐勞的精

神，很快就在異鄉打拚出了一片屬於
自己的天空。
「當地人的超市一天只經營八小時，
節假日還經常不做生意。而中國人動輒
24 小時營業。」付出就會有回報，很
快，阿根廷人就退出了競爭，將整個市

着他直面冷暖人生，篤定地書寫着屬於自己的幸
福生活。

精緻便當的「握在手心．海苔飯團」
品牌。「握在手心．海苔飯團」營養
均衡，快速方便，非常適合當前快節
奏的都市人群。林祖濤說，這個項目
資金投入不高，而消費人群廣，回收
成本很快，非常適合小成本自主創
業，所以項目加盟店發展非常快。
對於自己的發展思路，林祖濤表
示，他是典型「商人思維」的品牌輸
出者，以客戶的需求為導向，首先深
入了解市場需要什麼，他就輸出什
麼，並不會過多拘泥傳統。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姚進 湖南報道

「握在手心．海苔飯團」品牌的發
展目前僅長沙就發展了十幾家加盟
店，還發展到了北京、廣東、湖北等

地。
林祖濤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他在
長沙有兩個朋友圈。第一個朋友圈是
長沙當地人。在長沙十多年，林祖濤
結識了一批熱情仗義的當地朋友，當
他遇到困難時，他們都會不遺餘力地
幫助。「沒有他們的幫助，我在這邊
的事業也不可能順利發展起來。」說
起這幫朋友，林祖濤滿是感謝。
而另一個朋友圈，則是在長沙的港人
朋友。他剛來長沙時，這裡的港人還不
多，但最近幾年，人數增長得特別快，
僅他熟悉的都有了好幾百人，而且還在
不斷擴充中。儘管和廣東以及幾個一線
城市相比，這個群體不算大，但林祖濤
覺得，隨着香港直達高鐵的開通，來湖
南、來長沙發展的港人將會越來越多。

場都交給了勤勞的中國人。「我們每個
村分一座城，基本上瓜分了阿根廷的超
市生意。」他說。林祖濤就這樣賺到了
人生的第一桶金，在當地組建了自己的
家庭，還入了阿根廷籍。
儘管學會了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語，
但林祖濤始終無法融入南美文化，祖
國故土一直縈繞在他的心頭。他還無
時無刻不在思念逐漸年邁的父母和姐
姐。隨着年歲漸長，孩子的教育問題

也提上日程，「讓孩子學習葡萄牙文
化，變成一個徹底的阿根廷人？」這
種未來情景讓林祖濤無法面對。
如此種種，促使他作出了一個重要
的決定——退籍，返港！如今回首，
林祖濤說，他當初的決定非常明智而
正確。「黃皮膚黑眼睛的中國人，祖
國在地球的東方，只有回到這裡，才
是人生的歸宿。」林祖濤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如此表示。

感恩朋友幫助 看好內地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