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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堪稱是美國最
著名的好戰大鷹派，他曾經歷事多名共和黨
總統，任內主張推行極強硬外交政策，不但
極力支持入侵伊拉克，也主張強硬對華，如
不支持其他國家政府與華為合作、反對中國

的「一帶一路」倡議等。
現年71歲的博爾頓曾在多屆共和黨政府下任職，曾在里

根、老布什及布什三代白宮下擔任國務次卿、常駐聯合國大
使等要職；2018年3月加入特朗普政府擔任國安顧問，在任
17個月後離任。
博爾頓最為外界熟知的形象是「好戰」，如美國入侵伊拉

克前夕，博爾頓便主導炮製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的
陰謀論，作為出兵理據；美伊戰爭後，博爾頓則繼續推動對
朝鮮、伊朗和敘利亞開戰，不過並未成事。

抹黑「一帶一路」
在對華政策上，博爾頓亦屬立場非常強硬的鷹派，例如他

在去年8月訪問英國時，便曾敦促英方在審視華為於當地的
投資建設時，應採取強硬態度。博爾頓任內亦曾訪問烏克
蘭，其間向媒體談到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抹黑中方企
圖以各類具吸引力的投資，在全球進行經濟擴張，他會向美
國盟友警告中國資金所帶來的風險。
有關中美貿易戰的問題，博爾頓曾稱「中國偷竊知識產

權、對美國造成巨大傷害」，為限制中國政府，加徵關稅是
方法之一。博爾頓亦曾在訪問中表明，美方不接受中國在南
海地區的「軍事擴張行為」，或形容「中國對東南亞鄰國作
出脅迫行為、威脅地區和平穩定」等。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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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華大鷹派
博爾頓製侵伊藉口

博爾頓下周二出版新書題為《事發的房
間︰白宮回憶錄》 (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 A White House
Memoir，暫譯)，是首次有特朗普政府前高
官揭露白宮內幕，《華盛頓郵報》則先行
取得592頁的新書，前日刊出部分內容。

專訪轟不適合做總統
博爾頓新書披露的其中一個重點，涉及

去年特朗普涉嫌濫用總統權力，向烏克蘭
施壓要求調查民主黨總統參選人拜登，正
是年初彈劾案調查的主要事件。新書亦揭
露特朗普其實不想插手香港事務，提到第
一次聽到特朗普對香港「修例風波」作出

反應是去年6月12日，當時特
朗普聽了香港的示威活動
後說，「這是一件大
事」，但特朗普立
即補充說，「我
不想介入……

我們也有人權問題。」
博爾頓在新書節錄內容曝光後，馬上亮

相美國廣播公司(ABC)接受專訪，進一步
批評特朗普無能，只顧「拍照機會」而忽
視美國長遠利益，不適合擔任總統，論調
跟拜登以至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等民主黨人
過去言論接近。
不過，民主黨人未有因博爾頓「爆料」

而跟他站在同一陣線，去年領導眾院彈劾
調查的眾院情報委員會主席希夫批評，博
爾頓在彈劾調查期間拒到眾院作證，卻把
內幕消息留待出書圖利，形容博爾頓「或
許是一名作者，但不會是愛國者」。
民主黨參議員墨菲表明，無論博爾頓書

中內容是否真確，其動機均令人質疑，嘲
諷道：「他(博爾頓)不願意向國會披露這
些東西，但當他可藉此賺錢，他便肯說
了，真是耐人尋味。」

白宮護主 撤換不聽話官員
博爾頓亦因披露特朗普的內幕面臨官

非，白宮指控博爾頓違反離職協議，洩露
機密資訊，可能危害國家安全。不過按照

司法部對博爾頓的起訴書，
國家安全委員會官員

奈特此前審閱博爾頓新書手稿後，曾表明
沒有機密資料，但她數天後便被撤換，由
特朗普的親信取代，《華盛頓郵報》形
容，這反映白宮法律行動之真正目的，其
實是保護特朗普。
博爾頓不惜「攬炒」大爆特朗普內幕，

預料特朗普或會借助友好傳媒反擊，把博
爾頓的指控描繪為「叛徒的私怨」，減低
事件造成的衝擊。美國布朗大學政治系教
授席勒指出，特朗普的忠實支持者不會因
博爾頓的新書動搖，但較溫和的共和黨支
持者和中間選民將進一步對特朗普感到厭
倦，或會因而拒絕投票，恐危及特朗普在
搖擺州份的選情。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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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傳媒披露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即將

出版新書的部分內容，揭發總統特朗普多項

外交政策內幕。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形

容，博爾頓出書明顯有報復心理，但即使他

大爆特朗普的各項言行，與特朗普敵對的民

主黨亦不買賬，繼續批評博爾頓，博爾頓更

面臨遭白宮報復，隨時被控洩露國家機密。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一直被視為對總
統特朗普忠心耿耿，但博爾頓在新書
中透露，蓬佩奧私底下其實在質疑特
朗普的對朝鮮外交政策，甚至曾於前
年美朝峰會期間，以字條向博爾頓批
評特朗普「滿口胡言」(He is so full of
shit)，峰會後又形容特朗普的對朝政策
「成功機會是零」。
蓬佩奧前年訪問中東時，旁聽特朗

普與韓國總統文在寅的通話，或許特
朗普言論過度駭人，令蓬佩奧不得不
形容「我在沙特阿拉伯停止心跳」。
蓬佩奧在首次美朝峰會後訪問朝鮮，
特朗普要求他向朝鮮領導人金正恩，
送上英國殿堂級歌手艾頓莊《Rocket
Man》唱片，以表明自己雖然形容金正
恩 為 「 小 火 箭 人 」 (Little Rocket

Man)，但其實是讚美之辭。特朗普一
直視送上唱片為首要任務，但蓬佩奧
在行程中未曾得見金正恩，故只好告
知特朗普自己未有「送禮」。
博爾頓表示，特朗普並不關心半島

無核化，只把美朝峰會視作「公關
騷」，並早已準備在簽署毫無具體內
容的聯合聲明後便離開。 ■綜合報道

揭蓬佩奧假忠心
傳紙仔罵特朗普「滿口胡言」

■■蓬佩奧私底下質疑特朗普蓬佩奧私底下質疑特朗普
的對朝鮮外交政策的對朝鮮外交政策。。 美聯社美聯社

博爾頓在新書中，公開特朗普大量內
幕，傳媒最新披露的內容指，特朗普的
確曾把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與調查政
治對手掛鈎，更曾尋求介入土耳其等其
他國家的司法調查。
華府一名匿名告密者去年揭發「通

烏」案，最終導致眾議院彈劾特朗普，
博爾頓稱，近乎所有特朗普的高級幕
僚，都清楚特朗普扣起4億美元(約31億
港元)軍援的原因，便是施壓烏國政府展
開調查，找出美國前副總統拜登、前國
務卿希拉里等民主黨政敵的黑材料。

被批成普京扯線公仔
博爾頓在書中亦透露，特朗普同時試

圖阻撓其他涉及海外企業的刑事調查，
如土耳其銀行Halkbank等，藉此為土耳
其總統埃爾多安提供利益，他形容特朗

普的外交模式，如同「干預司法已變成
生活一部分，我們絕不可接受」。
博爾頓指責民主黨觸犯「彈劾疏

忽」，將調查聚焦在「通烏」上，無視
特朗普其他有問題的行
為，不過博爾頓在彈劾案
期間，沒有到眾議院作
證。
博爾頓前日亦接受美國

廣播公司(ABC)訪問，表
示俄羅斯總統普京把特朗
普當成扯線公仔般擺布。
他形容普京聰明、強硬、
非常懂得使手段；另一邊
廂特朗普對俄羅斯局勢一
無所知，令美國根本難以
與俄羅斯角力。
特朗普否認博爾頓新書

的內容，形容新書完全是小說，由謊言
和捏造的故事堆砌而成，稱博爾頓是
「有病的狗」，只想抹黑他，又指白宮
內所有人都討厭博爾頓。 ■綜合報道

新書：特朗普介入企業刑查 干預司法公正

博爾頓的新書除了公開特朗普更多
外交醜聞，更揭發特朗普對很多國際
及外交事務近乎無知，例如以為歐盟
成員國芬蘭是俄羅斯一部分，更不知
道英國原來擁有核武。
特朗普前年到訪英國會晤時任首相

文翠珊，文翠珊的國家安全顧問在會
上提及俄國前特工斯克里帕爾在英國
中毒案，形容事件是對擁核國的攻
擊，特朗普當時竟問道「噢，原來你
們是核武國家？」博爾頓認為特朗普
當時並非在說笑。
一名美國前任官員亦透露，特朗普

去年6月國事訪問英國時，同樣暴露自
己不知英國為擁核國。特朗普當時告
訴文翠珊，全球存亡的最大威脅來自
核武，而非氣候變化等議題，文翠珊
其後詢問他英國的威懾力量將如何因

此改變，特朗普則對這個問題感到意
外。該名前任官員認為，這反映特朗
普以為核武只是與美俄相關，無須顧
及其他國家。
另外，特朗普前年在芬蘭首都赫爾辛基

會晤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峰會前詢問幕僚
芬蘭是否為俄羅斯一部分，或者是否「類
似俄羅斯的衛星國」。 ■綜合報道

特朗普以為芬蘭屬俄 不知英擁核武

博爾頓在新書中，大爆特朗普黑幕，
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發表評論文
章，批評博爾頓不止一次，親身見證特
朗普作出可能遭彈劾的行為，但從沒出
手阻止，也在後來國會舉行的彈劾聆訊
中封口，做法同樣是背叛美國。
評論文章指出，博爾頓曾有多次機

會，揭發特朗普在「通烏」醜聞的更
多細節，例如國會眾議院曾邀請他作
證，但博爾頓拒絕，甚至揚言一旦眾
院發出傳票，便會採取法律行動。博
爾頓在整場彈劾風波期間，也拒絕向

傳媒披露他所知的事實，只在宣傳新
書時，才突然揭發一切，動機昭然若
揭。
博爾頓在新書中形容，自己親眼目

睹特朗普作出危害美國戰略利益、損
害盟友的事情，然而當時博爾頓仍是
國家安全顧問，卻未對特朗普的行為
說過半句話，現在卻聲稱特朗普的行
為不能接受，CNN批評他不但懦弱，
更是把個人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的
機會主義者，形容新書「毫無疑問是
他出賣國家的紀念碑」。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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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特朗普向烏克蘭施壓要求調查拜
登。圖為拜登出席競選活動。 法新社

■■博爾頓被博爾頓被CNNCNN指他出書明指他出書明
顯有報復心理顯有報復心理。。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特朗普被批評忽視美國長遠利特朗普被批評忽視美國長遠利
益益，，不適合擔任總統不適合擔任總統。。 美聯社美聯社

◀◀博爾頓的新博爾頓的新
書書《《事發的房事發的房
間︰白宮回憶間︰白宮回憶
錄錄》。》。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美國對伊拉克出兵的藉口來自博爾頓手筆美國對伊拉克出兵的藉口來自博爾頓手筆。。圖為當年圖為當年
在伊拉克的美軍在伊拉克的美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特朗普施壓烏國政府展開調查特朗普施壓烏國政府展開調查，，找出希拉里等政敵的找出希拉里等政敵的
黑材料黑材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英國是擁核國之一英國是擁核國之一。。圖為該國核潛圖為該國核潛

艇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