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前晚來到第三

晚，加州參議員哈里斯正式接受副總統提

名，是歷來首名出現在主要政黨正副總統候

選人名單的少數族裔女性。哈里斯在演說中

形容美國到達轉捩點，警告肆虐全國的新冠

病毒是「種族主義病毒」，而且「種族主義

沒有疫苗」，狠批總統特朗普把民眾的悲劇

當成「政治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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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巴馬最狠炮轟
特朗普邊睇邊twitter還火

■ 奧巴馬在黨大會上壓軸登場，
尖銳批評特朗普。 路透社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前晚的民
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壓軸登場，
他在錄像演講中，直斥繼任人特
朗普無法勝任總統一職，危及美
國民主，敦促選民把票投給他當
年的副手拜登，表示唯有這樣做
才能確保美國民主制度能延續下

去。特朗普則在奧巴馬講話播放
期間，連珠炮發地在twitter發文反
擊，指稱奧巴馬「監控」他的競
選團隊，並質疑奧巴馬並非真心
支持拜登。
今次演說堪稱是奧巴馬卸任以

來，對特朗普的最尖銳批評，他
特別選擇以「美國民主的搖籃」
費城的美國革命博物館為錄製演
說背景，被視為是要表達「美國
面臨歷史轉捩點」的深意，整篇
演說中，他更合共提及「民主」
多達18次。

批如真人騷 危害民主
奧巴馬指自己在3年多前交棒予

特朗普時，本以為特朗普最少會
「顯示自己有興趣認真看待這份
工作」，「但他從未醒悟」，批

評特朗普「無意付出足夠努力，
無意找出社會共識，無意善用大
好權力，只用來扶助他自己和他
的朋友，只有意將總統席位視作
真人騷，借此得到他所渴求的關
注」。奧巴馬直斥特朗普危害民
主，且從未成長至勝任總統，所
帶來的後果非常嚴峻。
特朗普明顯一直留守電視前觀

看奧巴馬的演說，未待錄影播完
便發文回應，例如以全大寫字母
聲稱奧巴馬「監控我的競選團
隊，還被人揭發！」另一帖文
中，特朗普引用民主黨初選期間
的媒體報道，質疑「為什麼他(奧
巴馬)在大局已定後、甚至至非常
後期才支持慢吞吞的喬(拜登)？為
什麼他嘗試阻止他參選？」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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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斯：

美國民主黨的副
總統候選人哈里斯
創下美國政界多項
新紀錄，成為首名
有色人種女性、亦

是歷來第四名女性取下副總統提
名。從這方面來看，美國政壇的女
性參與空間似乎愈來愈闊，但若總
統候選人拜登需要特定選擇一名女
性來擔任自己的副手，才可以確保
自己能夠爭取女性選民的支持，這
便難免令人質疑，美國社會是否已
經準備好接納真正獨當一面的女性
領袖，抑或只是仍將她們視作男性
政客身邊的花瓶。

美國公眾對男性副總統候選人
和女性副總統候選人的評論角度
明顯不同，例如切尼會被視為布

什的「影子總統」，拜登則被視
為奧巴馬的「死黨」，但他們從
女性副總統候選人身上尋求的，
卻永遠是一種母性形象，例如哈
里斯上周獲提名後首次講話，便
要多番強調自己作為母親（繼
母）的角色。美國歷來首位女副
總統候選人費拉羅，當年也被競
選團隊營造成「國民妻子」的形
象。

相反，2008年共和黨副總統候
選人佩林便因為她的前選美冠軍
身份，加上其女強人作風，與一
般公眾心目中的母性形象相距甚
遠，從一開始便得不到選民及傳
媒支持。

有調查顯示，美國民眾認為女
性要在選舉中勝出，需要展現獨

特的個人風格，要流露自信、但
又不能過度自信，喜歡女性融入
社區，大方地與他人分享自己的
成功、不獨攬大權。調查發現即
使民眾意識到男女之間存在雙重
標準，卻仍然「積極參與延續這
種雙重標準」。

即使研究早已證明無論副總統
人選如何，一般都不會對選民的
投票取態有太大影響，仍然無阻
近日美國傳媒不斷炒作「哈里斯
熱」。事實上，今年距離美國通
過賦予女性投票權的憲法第19修
正案，已有整整100年，女性從政
在2020年本應不再是「新聞」，
但哈里斯的提名或許正正反映，
美國政界或整個社會要真正打破
玻璃天花板，尚有一段距離。

未破母性形象 更顯性別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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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玟

今屆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因應
疫情，被迫改為虛擬形式舉行，
缺少以往大會萬人空巷的熱鬧場
面。哈里斯前日完成接受提名演
說時，她身後的屏幕轉為顯示多
名支持者在視像直播鼓掌的畫
面，哈里斯亦轉過身來，背對台
下向屏幕揮手致謝。
哈里斯前日在特拉華州一間會

議中心的演講廳，發表接受提名
演說。由於疫情關係，台下主要

是獲邀現場採訪的傳媒。哈里斯
結束演說後，她左後方的屏幕隨
即改為投映支持者的即時反應，
寂靜的場館亦突然傳出音樂、歡
呼聲和掌聲，可見屏幕分為 30
格，由不同族裔的女性支持者，
分別在鏡頭前鼓掌慶賀，不少人
表情興奮。
哈里斯隨即轉身，向屏幕揮手

答謝支持者，又豎起拇指。這時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亦從後台

步出，並向屏幕方向揮手，最後
哈里斯的丈夫埃姆霍夫和拜登夫
人吉爾亦到達台前，一同祝賀哈
里斯。
儘管民主黨為這場「虛擬大

會」別出心裁，大會的電視直播
收視仍然不理想，尼爾森數據顯
示，大會首兩天的電視收視分別
較2016年下跌24%和22%，但網
上直播的點擊率則沒計算在內。

■綜合報道

萬人空巷不再 補數

2016年代表民主黨參加大選的
前國務卿希拉里，在前晚的民主
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直播發言，她
呼籲選民不要重蹈上屆大選的覆
轍，必須要在大選中投票阻止總
統特朗普連任。
前晚的大會以女性為主角，除

了希拉里外，眾議院議長佩洛
西、參議員沃倫等較資深女議
員，以及多名與副總統候選人哈
里斯年紀較接近的女性均有現
身。

希拉里在4年前大選的整體得票
較特朗普多300萬票，卻被特朗普
以較多選舉人票擊敗，希拉里直
指「不要忘記，喬(拜登)和卡瑪拉
(哈里斯)可以贏多300萬票，卻仍
然落敗，相信我」。她又指過去4
年間不斷聽到別人說「我沒有意
識到他(特朗普)有多危險」、「我
希望可時光逆轉重新投票」、甚
至是「我當年應該投票」。
希拉里稱「今屆不應再成為另

一次『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的選

舉」；並敦促選民必須投票，
「如果你用郵寄投票，現在就申
請選票、盡早將選票寄回；如果
你親身投票，早一點去，帶上你
的朋友、戴上口罩」、「無論如
何，去投票」。
希拉里亦在演說中以美國疫情

失控為例，批評特朗普缺乏領導
能力，她稱「希望特朗普懂得如
何做總統，因為美國目前最需要
的就是一名總統」。

■綜合報道

希拉里：勿忘2016教訓 選民需站出來

55歲的哈里斯前晚在特拉華州，發表接受副總統提名演說，台下依然沒有現場觀眾。哈里斯在成為
副總統候選人前，全國知名度一直不高，故前晚可謂她
從政以來最重要的一場演說。

懷念亡母 憧憬「美國夢」
哈里斯在妹妹、外甥女及繼女介紹下出場，她在演說

中亦提到家人，例如她的印度裔母親、乳癌研究專家高
普蘭，形容「媽媽教曉我，為他人服務、讓你的人生獲
得目的和意義」。高普蘭在2009年離世，哈里斯在演
說中指，很希望媽媽能親眼見證這一幕，「在我出生那
天，她可能從未想過，我會站在這裏說出︰我接受提
名、成為美國副總統候選人」。
哈里斯提到母親向她灌輸，美國的願景是成為「有愛

的群體，不論我們的外貌如何、來自哪裏、愛着什麼
人，我們都可受歡迎」，她年幼時亦跟父母一同參加民
權運動，但這烏托邦因特朗普而落空，批評特朗普的領
導失敗，令國民賠上性命及生計。
美國少數族裔在新冠疫情中，感染和死亡率均較高，

哈里斯強調這並非巧合，而是反映美國結構性的種族歧
視，形容新冠病毒是「種族主義病毒」，而且沒有疫
苗，社會必須正視。

促投票踢走特朗普 重奪國會
哈里斯形容美國現時處於轉捩點，國民需把握機會改

變歷史進程，狠批特朗普「把悲劇當成政治武器」，又
稱自己過往曾任職檢察官，「當我見到罪犯時，我一眼
便可認出來」。她呼籲選民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
登，形容拜登可團結所有人，「拜登擔任總統的話，可
將我們的挑戰變成治國目標」。 特朗普則在twitter譏

諷哈里斯此前在初選中曾猛烈抨擊拜登，如今
卻成為對方的副手，「她不是曾叫他種族主
義者嗎？不是說他沒有能力嗎？」
假如拜登和哈里斯在11月大選勝出，
哈里斯將成為首名成功當選的女性正副
總統候選人。哈里斯前晚亦特別提到，今

年是女性獲得投票權的美國憲法第19修正
案生效100周年，她促請選民投票阻止特朗
普連任，並授權民主黨全面重奪國會控
制權，形容今年大選「無關拜登或我，
是關乎你、關乎大家」。外界期望哈里
斯可催谷年輕和少數族裔選民支持，

助拜登勝出大選。
■綜合報道

■■ 大會播出不同族裔女性大會播出不同族裔女性
鼓掌的直播鏡頭鼓掌的直播鏡頭，，哈里斯轉哈里斯轉
身身，，背對台下向屏幕揮手致背對台下向屏幕揮手致
謝謝。。 美聯社美聯社

■■ 哈里斯狠批特朗普把哈里斯狠批特朗普把
民眾的悲劇當成民眾的悲劇當成「「政治政治
武器武器」。」。 法新社法新社

■■ 哈里斯的支持哈里斯的支持
者在電視機前吶者在電視機前吶
喊喊。。 法新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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