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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近期受新冠疫情及反種族歧視示
威潮打擊，民調支持度不斷下滑，大

幅落後拜登，例如民調網站RealClearPoli-
tics顯示，拜登全國支持度領先9.2個百分
點，較全國示威爆發前擴大近4個百分點。

霍士民調落後12個百分點
向來力挺特朗普的霍士電視台，其民調更

顯示特朗普落後達12個百分點。更致命的
是，拜登在多個關鍵州份支持率同告領先，
甚至如得州等深紅州份，拜登的支持度亦與
特朗普不相伯仲。
霍士電視台訪問多名共和黨人，其中一名

共和黨內部人員表示，現時預測大選結果仍
然太早，不過若民調持續變差，便可能出現
特朗普退選的情景。另一名共和黨人士亦
稱，聽過類似的論調，不過他質疑是否屬
實，「我個人猜測，他(特朗普)只會在相信
自己不可能勝出時才退選。」

被指心理狀況脆弱
負責該篇報道的霍士電視台記

者加斯帕里諾在twitter透露，共和
黨內的「重要人物」形容，特朗普
目前心理狀況「脆弱」，不過對方
暫時仍不相信特朗普會退選，並認
為拜登之所以領先特朗普，僅是新冠
疫情所致。霍士主播卡爾森亦稱，特

朗普可能會輸掉大選。
特朗普競選團隊發言人默托稱報道是假新

聞，批評民調刻意訪問較少共和黨支持者，
以求得出虛假的陳述。他亦提及在2016年
大選前，當時的民主黨候選人希拉里同樣在
民調領先，不過特朗普最終亦勝選。特朗普
亦在twitter批評霍士民調是笑話，強調國民
追求法律與秩序。
根據RealClearPolitics數據，當年希拉里

在大選當日，於民調領先特朗普3.2個百分
點，最終全國得票率比特朗普多2.1個百分
點，不過特朗普在多個搖擺州份以些微優勢
勝出，因此取得較多選舉人票而當選。
特朗普團隊近期嘗試透過抨擊拜登，以挽

救特朗普選情，包括批評拜登對華立場軟
弱、質疑他能力不足、當選後政策過於左傾
等。默托談及特朗普在任3年多帶來的經濟
成績，同時稱拜登是民主黨多年來最弱的參
選人，一旦當選將增加稅收，造成經濟災
難。

媒體關注 強項變死穴
在共和黨擔任顧問多年的里德表示，媒體

對特朗普的關注，原本是他最大強項，現時
卻變成最大弱項，認為特朗普需狙擊拜登從
政40多年的成績，把大選從對特朗普的公
投，改變為特朗普與拜登之間的選擇，才能
逆轉選情。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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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距離總統大選投票日只有4

個多月，總統特朗普民調走勢近

期惡化，愈趨落後民主黨參選

人拜登。霍士電視台前日引

述共和黨消息人士報道，

若特朗普在民調上再沒有

起色，認為自己再沒機

會成功連任，特朗普

可能會選擇退選。

特朗普的競選團隊

即回應報道，批

評 是 「 假 新

聞」。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民調表現差強人意，甚至共和黨
圈子內亦傳出他可能考慮退出大選的消息。美國史上
幾乎從未出現過總統候選人中途棄選的情況，故一旦
特朗普真的退選，選情走向將難以預測。
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定於8月24日至27日舉行，

特朗普屆時將獲確認為共和黨
總統候選人。若他在黨大會後
宣布退選，共和黨的黨規列
明，候選人因「死亡、拒絕出
選或其他因素」，無法再競逐
總統，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將交
由黨員投票，選出新的參選
人，同時亦會重新舉行全國代
表大會以確認提名。
不過若特朗普在大會前退

選，實際情況則較難預料，副
總統彭斯可能尋求取代特朗普
出戰，不過亦需倚賴特朗普開
腔呼籲選民改投彭斯。
美國史上最近似情況在1968

年出現，當時民主黨參選人羅
伯特．肯尼迪遇刺身亡。羅伯
特．肯尼迪原本大幅拋離黨內
最大對手、時任副總統漢弗
萊，他逝世後，漢弗萊輕易取
得黨內提名，不過最終在大選
敗於尼克松手下。事實上，從
未有任何美國主要政黨的總統
候選人，在大選前身亡或退
選。 ■綜合報道

美史上無候選人退選
彭斯頂上機會高

未到絕路 先打悲情牌
梁慧晴

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期民調
走勢每況愈下，各種傳聞隨
即滿天飛，向來與特朗普友
好的霍士新聞台更獨家引述
消息，指特朗普可能會在勝

算無望下退選。然而觀乎目前特朗普的選
情，其實並不如報道中惡劣，這些消息到
底真的是霍士等「友好」看風駛𢃇離棄特
朗普，還是特朗普團隊放風，打「悲情
牌」催谷選情，還需拭目以待。

在美國大選歷史中，已勝出黨內初選的
參選人退出絕無僅有，原因是政黨早已準
備全套宣傳策略，一旦退選對整個政黨的
傷害極大，不但一切需重新部署，國會選
情亦會受拖累。

特朗普性格愛面子、不願認輸，假如他
真的認為自己必敗無疑，選擇退出而避免
落敗，並非不可能的事。不過特朗普在4年
前的大選同樣是後來居上，大選前數月的
民調幾乎清一色預測希拉里勝出，甚至有
望奪下一些共和黨州份，跟現時拜登的情
況相近，結果卻是特朗普爆冷當選。

相比希拉里，拜登更不擅辭令，即使最
近趁疫情減少曝光，他接受電視訪問時竟
當面向非裔主持人揚言「假如未決定支持
我還是特朗普，你就不算黑人」，開罪非
裔選民，後來又稱美國「有15%的人是壞
人」。只是拜登失言風波後不足一周，便

爆出黑人男子弗洛伊德被警員跪頸殺害事
件，轉移了各方視線，才令拜登逃過一場
風波。

隨着美國示威降溫，特朗普餘下的最
大挑戰相信是新冠疫情，只要疫情能在
大選前緩和，社會和傳媒焦點便會重新
放在拜登和特朗普兩人身上，屆時拜登
便大有機會暴露出弱點，以往的醜聞亦
可能被重提。若他不斷爆出負面消息，
並且無法在電視辯論中有好表現，中間
票源便可能流失，故特朗普的選情現階
段尚未絕望。

目前距離大選還有 4 個多月，事實上
「政治一天也嫌多」，既然特朗普仍有機
會翻盤，霍士以至共和黨人現階段便離棄
特朗普，未免不夠說服力。如今共和黨既
是執政黨，且黨內亦無人挑戰特朗普，現
在要在黨內另覓人選出戰並不容易，準備
時間亦不足，共和黨人此刻放棄特朗普的
風險極大。一旦共和黨在今屆大選中失去
白宮和參院控制權，現時控制眾院的民主
黨便會「全面執政」，對共和黨將是噩
夢。

由此可見，特朗普近日被共和黨離棄甚
至選擇退選的種種消息，可能是共和黨的
「苦肉計」，甚至是讓傳媒焦點從疫情和
特朗普的個人醜聞，轉移至大選選情的一
種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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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成功連任的機會似乎愈
來愈渺茫，共和黨內批評特朗普的聲音亦愈
見高漲，又或選擇跟特朗普的政策「割
席」，與特朗普上台後的3年間，共和黨人
盡量避免公開批評對方的情況迥異。
前新澤西州州長克里斯蒂與特朗普私交

甚篤，他周日接受電視台訪問時，直指特朗
普在大選「將會落敗」，認為若特朗普不改
變政治路線，包括其言論內容及對待國民的
方式，他必會在大選落敗。

鼓勵戴罩 轟種族歧視
不少特朗普的盟友甚至政府官員，則選
擇不再跟隨特朗普政策，例如特朗普一直拒
絕公開佩戴口罩，參議院多數派領袖麥康奈
爾則表明，不應將外出時戴口罩一事污名
化；副總統彭斯周末出席活動時，亦有戴上
口罩，同時敦促民眾跟隨；共和黨在眾議院
的三號人物、前副總統切尼的女兒利茲，亦
在社交網上載父親戴口罩的照片，配文寫上
「真男人都戴口罩」。
部分共和黨人更直接批評特朗普處理警

察過度用武及反種族歧視示威的手法，如特
朗普周日轉發帶白人至上主義口號的影片，
參議院唯一黑人共和黨議員斯科特直指，特
朗普的帖文「站不住腳」。
與特朗普份屬好友的自由大學校長福爾

韋爾認為，特朗普需要多談未來4年的政策
方向，讓選民更清楚他的施政計劃，而非不
斷重複過往的政績，不過他相信當民主黨準
候選人拜登與特朗普同台辯論時，拜登會暴
露出其能力不足，屆時特朗普的支持度便會
改善。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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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媒體早前報道，俄羅斯曾向塔
利班提供賞金，利誘與塔利班有聯繫
的武裝分子，殺害駐阿富汗的美國及
聯軍士兵，媒體昨日再報道，白宮高
層官員早於去年年初已得知相關情

報、並向總統特朗普匯報，但特朗普
未有採取任何行動。國會民主、共和
兩黨議員均敦促白宮交代更多細節，
指出應向俄羅斯採取相應行動。

列每日情報 報告特朗普
美聯社引述知情人士報道，早於

2019年初，白宮高層已留意到俄國利
誘塔利班的情報，並最少一次將事件
寫入特朗普的每日情報簡報文件中。
時任國安顧問博爾頓去年3月亦向同僚
表示，已向特朗普報告此事，今年較
早前再於特朗普的簡報文件中出現，

現任國安顧問奧布萊恩亦曾與特朗普
討論此事。
奧布萊恩否認曾與特朗普討論，白

宮發言人麥克納尼亦否認特朗普曾收
到相關情報，並解釋情報部門未完全
確認消息真偽。
共和黨8名議員前日到白宮聽取事件

細節，他們指政府仍正檢視情報可信
性，但提出若情報屬實，華府需採取
行動，使俄羅斯負上責任。民主黨籍
的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則敦促中央情報
局必須交代總統是否知情，以及為何
未通報國會。 ■綜合報道

俄涉利誘塔利班殺美軍 白宮傳去年3月已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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