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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暴動多名軍人被捕 參謀長聯席會議：軍人須捍衛憲法

特朗普謬論荼毒
美軍陷極右魔爪

● 國會暴亂後，當局對進入國會人士嚴加檢查（上圖），更用
貨車阻擋前往國會的道路（下圖）。
美聯社/法新社

美國國會暴動案中，多名被捕暴徒均是已退
役甚至現役軍人，顯示支持總統特朗普的極右勢

法部透露，目前最少有 25 名軍人因國
司會事件被調查，未知他們是現役或退役

會否對下任總統拜登以至其他政壇中人不利。

軍人。不過傳媒調查中，早已有不少退役及
現役軍人被揭發參與國會暴動，事件中被國
會警察擊斃的 QAnon 陰謀論支持者巴比特，
便曾經在空軍服役長達 14 年；陸軍一名心理
作戰專家亦因為率領 100 名特朗普支持者前
往華盛頓，被揭發後辭職。

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前日罕有發出聯合聲明，

軍方定性
「暴力的暴亂」

提醒軍人職責是要捍衛憲法，同時譴責衝擊國

由美軍主要軍種及後勤部門 8 名四星上將
組成的參謀長聯席會議，前日在主席米利率
領下發表聲明，是他們在衝擊國會事件後首
次表態。軍方稱事件為「暴力的暴亂」，行
為直接攻擊美國國會、國會大廈、及行使憲
法權力的程序，並指出「言論和集會自由，
不代表任何人有權訴諸暴力、煽動或叛
亂」。
米利等人指出，候任總統拜登將於本月 20
日就職，成為美軍總司令，「任何干擾履行憲
法程序的行為，不單違背軍方傳統、價值和誓
言，還屬違法行為」，同時強調軍方承諾繼續
保護及捍衛憲法。駐韓美軍總司令艾布拉
姆斯在轉發聲明時，更提醒各軍人，如果
他們認為事件不屬於叛亂，「我鼓勵你坐
下好好讀一次、你宣誓過支持及守護的憲

力及本土恐怖主義組織，以至遭到特朗普陣營散
播的陰謀論所蠱惑的人，已經深入美軍之內，令
人憂慮這些深信特朗普大選「被偷走」的軍人，

會事件。

法」。

愚弄愛國心 借軍人形象坐大
極端主義在美軍內散播並非新問題，《軍
事時報》2019 年調查發現，36%軍人表示曾
在軍中見到與白人至上主義或種族歧視相關
證據，較前一年的 22%急增；身為退役將領
的前國家安全顧問弗林，更是 QAnon 最出位
的支持者，並不斷散播特朗普有關大選「舞
弊」的陰謀論。
剛於去年 4 月離任國土安全部助理部長的
諾伊曼指出，極右陣營在特朗普或其盟友的
支持下，招攬執法人員或軍人已形同一種
「運動」，不論是招募對象、方式等，都有
精密、但分散進行的計劃。至於軍方及執法
部門，雖然長久以來都知道問題存在，卻無
意處理，在特朗普上任後，更加不將問題視
為優先議題。
得州大學奧斯汀分校軍民關係專家戈爾比
解釋，軍方在美國社會的民望甚高，極端組
織正正需要軍人的形象來擴展勢力；同時極
端組織亦借助軍人的愛國思想來煽動，退役
陸軍中將巴諾形容，退役軍人高舉美國旗幟
等行為，清晰描繪他們超級愛國的理念，亦
讓他們在退役後重新找到歸屬感。
●綜合報道

斥議員
「叛國」
密勤局
「特粉」
被停職
● 華盛頓國民警衛軍武裝上陣
華盛頓國民警衛軍武裝上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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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擬審查軍人背景 保就職禮安全
美國總統就職典禮舉行在即，由於
衝擊國會事件中據報亦有現役軍人參
與，國防部在派員為典禮戒備同時，
有國會議員提出，應對負責就職典禮
保安的軍人進行背景審查，軍方亦確
認正研究相關事項。
科羅拉多州眾議員克羅上周與陸軍
部長麥卡錫會面，當時克羅已向軍方
表示，對於有報道指出有軍人參與衝
擊國會感到憂慮，要求陸軍刑事調查

司令部審查任何涉及就職禮保安人員
的背景，以確保不會有任何派駐人員
「支持本土恐怖主義」。

國民警衛軍持槍執勤
陸軍發言人回應傳媒查詢時，確認
正與密勤局合作，決定哪些參與就職
禮保安安排的人員需要額外背景審
查，又強調華盛頓的國民警衛軍正為
執勤人員提供額外訓練，確保他們留

意到不合適的情況時，會向上級報
告。
傳媒前日另外引述軍方消息報道，
派駐華盛頓的1 萬名國民警衛軍將武裝
上陣，他們雖然並非前線人員、僅負
責支援其他執法部門，不過考慮到國
會一帶的威脅，國民警衛軍亦需武器
作自衛之用。有傳媒拍攝到，華盛頓
街頭的部分國民警衛軍已開始帶同武
器執勤。
●綜合報道

美國密勤局一名工作人
員被揭發曾在社交平台
上，批評上周三確認拜登
當選總統的議員「叛
國」，還多次轉發陰謀論
內容，事件經傳媒報道
後，該職員已被停職調
查。由密勤局負責正副總
統保安，事件令人關注會
否威脅到拜登人身安全。
該名密勤局工作人員曾
在 facebook 上傳改圖，圖 ● 密勤局工作人員上傳改圖，圖中特朗普在總統辦公室與自己握
網上圖片
中特朗普在總統辦公室與 手，圖上寫着「這才是和平的權力轉移」。
違反上述規定，都要接受調查。」
自己握手，圖上寫着「這才是和平的權力轉
經過衝擊國會事件後，密勤局將對下周三
移」。上周三國會暴動後，該職員發文批評
拜登就職禮加強保安措施。當日所有安全部
試圖罷免特朗普的人，並指責接受選舉人團
署將由密勤局全權指揮，國會和其他政府大
投票結果的議員都「犯下叛國罪」。密勤局
樓都會加設圍欄，以防範潛在的示威和暴亂
拒絕回應事件，但表示局內人員執法期間須
事件。
●綜合報道
保持客觀和不能有政治立場，「任何人員若

日新冠確診 3 周增十萬宗
全面禁外國人入境
日本累計確診新冠肺炎人數昨日突破 30
萬人，從 12 月中錄得 20 萬宗個案以來，日
本確診病例在短短 3 星期內便增加 10 萬宗，
顯示當地疫情急劇惡化。首相菅義偉昨日宣
布將緊急狀態實施地區，由首都圈擴展至全
國其餘 7 個府縣，並宣布全面禁止所有外國
人入境。
日本上周起在東京都、千葉縣、神奈川縣
及埼玉縣實施緊急狀態，之後多個縣政府相
繼表示有意加入，迫使原先打算將緊急狀態
限制於首都圈範圍的菅義偉，在昨日擴大適
用地區。新實施緊急狀態的包括大阪府、京
都府、兵庫縣、愛知縣、岐阜縣、福岡縣及

櫪木縣，實施日期由 1 月 14 日起至 2 月 7
日，具體措施包括食肆提前至晚上 8 時關
門、上班人數減少 7 成、體育賽事或演唱會
觀眾人數設限等。
此外，為防變種病毒傳入，菅義偉亦宣布
在緊急狀態實施期間，全面禁止所有外國人
入境。日本政府上月底停止來自全球的外籍
人士新申請入境，但維持與中國、韓國及越
南等地商務相關人士往來，如今這些都會停
止，只有因親屬死亡的奔喪等「特殊情形」
可獲豁免。被問到加強邊境管制是否為了今
年7月東京奧運時，菅義偉則否認。
●綜合報道

低免疫力宿主加劇突變
研究人員通過對一宗新冠確診患者跟蹤研究
發現，該名患有淋巴癌的患者在感染新冠病毒
後的 4 個月內，體內病毒發展出 18 個變種，其

中一些與英國此前發現的變種病毒完全一致。
此外，通過比對研究可得出結論，新冠病毒在
俄英兩國患有類似免疫抑制類疾病的患者體內
突變進程高度相近，說明病毒能在免疫力低下
或免疫力被抑制的宿主身上，進行適應性的定
向自然選擇突變。
俄國科學家同時認為，要說在俄發現新冠病

香港文匯報訊（特約記者 成小智 多倫多報道）新冠肺炎疫情嚴峻
的加拿大加強防疫，全國人口最多的安大略省宣布從周四凌晨開始進
入緊急狀態，成為該省自上月底實施封省後進一步遏止疫情的措施，
力求防止疫情持續惡化，避免可能導致 2 月中每天新增確診人數上升
近10倍至2萬人，以及拖垮整個醫療系統。緊急狀態令持續28天，直
至2月10日。

病例翻倍恐僅需 10 天

● 日本累計確診人數突破 30 萬人
萬人。
。
圖為名古屋街頭。
圖為名古屋街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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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癌症病人 驚現 18 種變種新冠病毒
俄羅斯《消息報》報道，俄羅斯科學家在一
名女子體內，發現18種變種新冠病毒。

加安大略省頒緊急狀態
免拖垮醫療系統

毒變種毒株並將造成大規模快速傳播的結論為
時尚早。因為目前只在患有其他疾病的孤例中
發現變種病毒，尚不具備足夠數據的病例加以
佐證。俄羅斯加馬列亞流行病與微生物學研究
所所長金茨堡此前曾表示，俄羅斯極可能存在
「獨有」的新冠病毒毒株。
●綜合報道

這是安大略省自去年第一波後第 2 次頒布緊急狀態，附設於緊急狀
態措施的居家令，規定所有人如非必要切勿外出，必須留在家裏。戶
外公共和社交活動亦不能超過 5 人聚集，所有非必要地盤工作亦需停
工。全部非必需的零售商店，限制於上午 7 時至晚上 8 時營業。主要
銷售食品的商店、藥房、加油站、便利店和外賣店，不會限制營業時
間。另外，政府進一步限制非必要的建築工程。
安大略省長福特表示明白新措施嚴厲，對民眾生活造成影響，但政
府不能掉以輕心，希望民眾遵守規矩保住性命。他強調當局將會加強
力度實施和巡察。醫療專家布朗說：「我們不欲見到更多人死於病
毒，亦要嚴防醫療系統崩潰。來自英國的變種新冠肺炎傳播迅速，病
例加倍所需時間可以縮短至10天。」

違令最高罰 61 萬
不服從附帶於緊急狀態的居家令將會遭到票控，罰款從750至1,000
加元（約 4,573 至 6,097 港元）。案情嚴重將經法院審理，最高刑罰是
10萬加元（約60.9萬港元）和入獄。新頒令賦予權力給警察和其他省
級警察，可以驅散非法集會或關閉發生非法集會的地方。
安大略省周二新冠肺炎確診新增2,903宗，較周日確診近4,000宗下
降。加拿大累計確診超過67.4萬宗，1.7萬人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