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總統大選的民主黨黨內初選將於下月開打，被視為自由派最大

輿論陣地的《紐約時報》，前日宣佈支持參選的聯邦參議員克洛布查

爾及沃倫，是該報歷來首次在一場選舉中同時支持兩位參選人。《紐

時》形容沃倫及克洛布查爾分別是「激進派」及「務實派」之選，認

為選民應該在這兩種模式之間作出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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彈劾案今開審 民主黨仍尋新證據

《紐時》罕撐兩民主黨參選人
籲選民激進務實中選擇

《紐時》編輯委員會在公佈決
定的文章中，提到美國目

前正出現3種極端分歧的願景，一種
是總統特朗普所象徵的白人排外主義
及美國優先單邊主義，另外兩種則是
民主黨內正激烈討論、足以定義該黨
及美國未來的願景，「這個黨的一些
人認為特朗普離經叛道，相信美國有
可能回歸到更理智的狀態；也有人認
為特朗普是腐敗政經體制的產物，應
該將整個體制改弦易轍。」

拜登桑德斯「太老應交棒」
《紐時》認為，沃倫及克洛布查爾
正正代表了這兩種模式，又認為兩人
在「激進派」及「務實派」陣營中的
作風最讓人印象深刻，當中沃倫是新

一代的「民主黨左派翹楚」，讚揚她
推動社會結構性改革的政綱；至於克
洛布查爾長年擔任參議員，在民主黨
及共和黨中都有聲望，上台後有助團
結民主黨以至整個國家。
在過往大選中，《紐時》都會重點

支持一名民主黨初選參選人，例如
2016年的前國務卿希拉里，2008年支
持時任參議員的奧巴馬等。對於今屆
兩名熱門拜登及桑德斯，《紐時》認
為拜登雖有多年從政經驗，但已年屆
75歲，「是時候交棒給新世代的政治
領袖」；《紐時》認為桑德斯則同樣
已屆78歲高齡，對其健康情況「深表
關注」，且桑德斯作風強硬，不易讓
步，憂慮他一旦上台，將令社會繼續
撕裂。 ■綜合報道

網上近日流傳蘇丹一個
動物園中，有非洲獅瘦骨
嶙峋的照片，獅子四肢以
至軀幹骨架，以及脊骨均
清晰可辨，畫面令人觸目
驚心。不少網民紛紛呼籲
救救獅子，建議把牠們遷
至較好的動物園。
事發的動物園位於蘇丹

首都喀土穆，園方職員透
露，近期園內的5頭獅子患
病，加上食物不足，部分

獅子近數周體重暴減2/3，
職員更要自掏腰包為獅子
購買飼料。
非洲獅在世界自然保護

聯盟(IUCN)紅色名錄中，
被列入受威脅物種中的
「易危」級別，數量在
1993 年至 2014 年間減少
43%，蘇丹的野生非洲獅
則主要聚居於鄰近埃塞俄
比亞邊境地區。

■法新社

美國民主黨總統參選人初選還
有不足兩周便展開，各參選人近
日的舌戰也漸趨激烈。佛蒙特州
參議員桑德斯前日再次回應他早
前的「女性無法勝選論」，稱傳
媒過度炒作言論，並以自己為
例，稱「我已經78歲，這也是我
要克服的問題」。
麻省參議員沃倫早前揭發，桑

德斯曾私下稱女性沒可能勝出總
統選舉，二人此後明顯不和，早
前民主黨初選辯論期間，兩人
「咪後」罵戰的過程更被錄音，
雙方粉絲也在網上互相攻擊。

桑德斯前日再次被問到，女性參
選人是否需面對性別障礙，他直指
「是，但每個人均有負面一面，像
我已經78歲。看布蒂吉格(另一名
民主黨參選人)，他很年輕，人們也
會說『他太年輕了』。」桑德斯重
申，一直相信女性可以當選總統，
希望美國人能全面審視每名參選
人，「不止看性別、年齡，沒人是
完美的。」沃倫則拒絕再次回應事
件，強調與桑德斯是多年朋友，
亦在多項議題合作，促請民主黨
人合作，以擊敗特朗普為目標。

■綜合報道

法國巴黎公共交通服務經歷長達
45日的大罷工後，終於有望恢復正
常。巴黎地鐵最大工會「法國自主工
聯—巴黎大眾運輸公司分部」(Un-
sa-Ratp)昨日起暫停罷工，秘書長傑
巴利承認工會大部分成員需要「喘口
氣及充充電」，但強調暫停行動不代
表支持當局的退休金改革方案，揚言
將繼續採用不同的方式向當局施壓。
這場罷工一度癱瘓巴黎鐵路系統，

當地16條地鐵線中，截至上周六僅
有7條維持正常服務，不過隨着Un-
sa-Ratp暫停罷工，地鐵服務昨日大
致恢復正常，只有3條路線的車長仍
然繼續罷工。
總理菲利普日前提出，撤回領取全

額退休金年齡由62歲增至64歲的方
案，令工潮出現緩和跡象。法國國家
鐵路(SNCF)職工的罷工人數比率已
從上月高峰的55%，下跌至上周的
4.6%，主要的郊區及城際鐵路亦已
逐步回復正常。

■綜合報道

蘇丹動物園非洲獅皮包骨

法
地
鐵
最
大
工
會

暫
緩
罷
工
「
充
充
電
」

再回應「睇死女性論」
桑德斯：我也要克服年齡

美國參議院今日正式展開總統特朗普的彈劾聆
訊，不過整個「通烏」風波中仍有部分重要問題有
待解答，民主黨仍然尋求更多證據及供詞，以填補
事件中的未知細節，共和黨則藉此批評，民主黨的
行動反映針對特朗普的指控理據薄弱。
彈劾聆訊每日將進行6小時、每周6日，不過預
料今日正式展開時，仍將圍繞聆訊程序作爭論。特
朗普被控濫用職權、要求烏克蘭調查政治對手，他
需在當地時間昨日中午(香港時間今日凌晨1時)的限

期前遞交書面辯詞。特朗普前日出席農業界會議
時，再指自己被「激進左翼瘋子彈劾」。
不過事件中仍有問題未解答，如特朗普私人律師

朱利亞尼在烏克蘭的活動，有多少是獲特朗普授
權，特朗普對其活動是否知情，或特朗普有否清楚
表明將軍事援助與烏克蘭啓動調查掛鈎，其他高層
幕僚對特朗普的要求知情多少等。
民主黨籍的眾議院情報委員會主席希夫前日指

出，中央情報局(CIA)及國家安全局可能因擔心觸怒

特朗普，隱瞞與烏克蘭有關的資料，特別是國家安
全局拒絕提供可能與對烏事務有關的文件，以及聆
訊過程中可能有用的資訊。民主黨同時尋求讓前國
家安全顧問博爾頓作供，不過仍需最少4名共和黨
參議員支持才能成事。
對於民主黨努力尋求新證據，共和黨則認為顯示

特朗普的控罪薄弱，如得州參議員科爾寧指出，行
動反映民主黨對自己的行動感到恐懼、或缺乏信
心。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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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昨日下午發佈新聞稿指出，為因應改革委員會成
立運作，有主張改革的新北市議長蔣根煌等多位中常

委建議，將中常委選舉暫緩舉行，待未來改革委員會結論出
爐後，再依結論進行黨內改組工程，黨中央對此表示贊同，
待22日中常會討論通過。

外界對國民黨改革抱有期望
將接任文傳會代理主委的王育敏告訴記者，外界對國民黨

改革抱有期望，也希望中常委必須要做些調整改變，有部分
中常委認為，在中常委選制還未作更改時，如果要改革，就
不適宜繼續進行中常委選舉，因為選後的中常會可能也無法

符合外界的期待及達到改革的目
的，所以寧可讓選舉延後，等改革
委員會作出結論，在按照新的標準
進行改選。
另外，國民黨表示，國民黨代
理主席林榮德今天與黨內一級主
管開會研議改革委員會草案，將
送 22日中常會討論。林榮德指
出，期待22日的中常會能順利通
過草案，讓改革委員會盡速成
立，以符合外界對國民黨改革的
期待。
改革委員會的安排獲得黨內少

壯派支持，台中市長盧秀燕表示，
國民黨內改革火苗已經燃起，這是
一個好現象，在改革過程當中，希
望能夠平和，也不要造成黨內世代
對立，或是同室操戈。
台東縣長饒慶鈴昨日受訪則指出，「九二共識」不能棄

守，也不能怪罪，應該繼續維持下去。她說，國民黨一直追
求兩岸和平發展，和平勢必要對話，如果沒有「九二共
識」，那對話的基礎是什麼？

郝龍斌宣佈參選黨主席

另據中央社報道，今年68歲的國民黨前副主席郝龍斌昨
日宣佈參選國民黨主席，郝龍斌表示，他保證拋開任何個人
政治規劃，在未來這一年以「兩個全心」。全心協助黨度過
此一空前危機。要有面對分歧、解決分歧、超越分歧的勇
氣。從撼動內心，感動人心，把全黨真心團結起來。全心尋
找輔佐國民黨中興之主，並培養年輕接班梯隊。

台海新聞 ■責任編輯：楊家鈺

國民黨設改委會
延後中常委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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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
道，台灣經濟部門統計處昨
日公佈2019年12月外銷訂單
金額為 437.8 億美元（下
同），結束連續13個月負增
長，較 2018 年同期增長
0.9%。不過，全年訂單金額
累計4845.6億，年減5.3%，
仍為負增長。
2019年全球市場需求受到

中美貿易爭端影響趨緩，原
物料價格下跌，雖有部分資
訊通信產品表現亮眼，但仍
不敵傳統貨品接單頹勢及比
較基數高等因素影響，外銷
訂單從2018年11月以來，
至2019年11月已連續13個
月呈現負增長。
統計處表示，雖然去年12

月資訊通信及電子產品出貨
高峰已過，接單較上月減
少，但傳統貨品隨元旦及春
節備貨需求啟動，接單普遍
回升；另外5G通訊及高效
能運算需求增長，加上比較
基數相對亦低，傳統貨品減
幅收斂，致去年12月外銷訂
單年增0.9%。不過2019年
全年外銷訂單累計 4,845.6
億，較 2018 年同期減少
272.6億，年減5.3%。
展望未來，統計處預估，
今年 1月外銷訂單金額約
360億至370億，年減8.6%
至11.1%。主因在全球經濟
增長疲軟狀況下，恐抑制接
單動能；再加上與去年相比
春節月份不同，季節性因素
使1月減幅較大。

黃埔軍校同學會：反對任何形式「台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

黃埔軍校同學會昨日舉辦在京理事暨親屬迎
春茶話會，會長林上元在致辭時代表黃埔軍
校同學會向海內外廣大黃埔同學和親屬致以
節日的問候和良好的祝願。他表示，黃埔軍
校同學會在2020年將繼續深化兩岸交流，加
大港澳台青年群體工作。多位黃埔親屬在發
言時均表示，無論台灣島內政局怎樣變化，
「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黃埔後代
需捍衛祖國統一，反對任何形式的「台
獨」。

林上元表示，不久前台灣「二合一」選舉
廣受關注，但無論台灣島內政局怎樣變化，
中央對台大政方針是明確的、一貫的：堅持
「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堅持一
個中國原則，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
整，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圖謀
和行徑，堅決增進台灣同胞利益福祉。黃埔
軍校同學會願與台灣黃埔同學及其他台灣同
胞一道，共同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
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祖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林上元

強調，黃埔軍校同學會仍將為推進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提供保障。新的一年，將繼續深化
兩岸交流，開展兩岸黃埔組織交流，加大港
澳台青年群體工作力度，拓展島內基層交流
面。

發揚黃埔精神 促進祖國統一
多位黃埔親屬在發言中表示，繼承發揚黃

埔精神是黃埔後代的歷史責任，要了解黃埔
歷史，知曉前輩業績，提升為國家統一作貢
獻的自覺性，發揮獨特作用。中國國防大學

教授、黃埔軍校十六期生田申之子歐陽維就
表示，老一代創建黃埔，艱苦卓絕，捨生忘
死，黃埔後代則不僅是親情延續，更應是黃
埔精神的傳承者和踐行者。
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築境規劃設計研

究院副院長、黃埔軍校教官許德珩之孫許進
指出，當前，兩岸和平統一進程面臨烏雲密
佈、驚濤駭浪的險惡氣候。民進黨強行推動
民意機構通過《反滲透法》，蔡英文大打
「反中牌」，重提「四個認知」，把兩岸關
係惡化的原因歸咎於大陸。島內「獨派」甚
至將2020年定位為「抗中元年」。不久
前，蔡英文當選台灣地區領導人。選民中，
青年人佔比34.5%，可見受民進黨「台獨」
思維影響的青年人不在少數。

據了解，黃埔軍校同學會是由黃埔軍校同
學組成的愛國群眾團體，成立於1984年，
其宗旨是：發揚黃埔精神，聯絡同學感情，
促進祖國統一，致力振興中華。

■林上元與多位黃埔親屬合唱歌曲《我和我
的祖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趙一存 攝

■■11月月1212日日，，黨內青壯派成員召開記者會宣佈成立黨內青壯派成員召開記者會宣佈成立「「++11」」聯盟聯盟，，將推動中國國民黨改將推動中國國民黨改
革革。。 中通社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報道，中國國民

黨22日中常會將提出成立改革委員會，初步規

劃方向為組織改造、檢討兩岸論述、制度化拔

擢青年、健全財務。成員包含目前國民黨的15

名縣市長、立法機構黨團三長，也研議擴大邀

請區域民代、縣市議長等有民意基礎的同志加

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