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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候任總統拜登
計劃在新政府設立專責
亞洲事務的新職位，被形
容為「亞洲沙皇」，據知
情人士透露，拜登屬意由
●美國前亞太助理
國務卿 坎貝爾

國務院前亞太助理國務
卿坎貝爾出任此職。
坎貝爾被視為民主
黨內對華鷹派，是
前總統奧巴馬「重
返亞洲」戰略的主
要設計師，主張美
國應該與亞太諸國
聯手應對中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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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
英國時報》昨日引

述知情人士報道坎貝爾
獲提名為「亞洲沙皇」一
事，知情人士形容，拜登已經意識
到，中國議題已不只與外交、國防及經濟有
關，更涉及其他部門，故需要聘請熟悉亞洲事務
的專家，來整合美國各政府部門的對華政策。
63歲的坎貝爾曾在奧巴馬政府下擔任國務院主
管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被視為奧巴馬「重返
亞洲」戰略的總設計師，在前總統克林頓政府時
代亦曾擔任國防部亞太事務副助理部長。拜登競
選期間，坎貝爾已經擔任其外交顧問，目前在私
營顧問公司任職。坎貝爾一度被視為拜登國家安
全顧問或副國務卿的人選，不過目前此兩個職位
均另有安排。

曾稱美錯誤預測中國動向
坎貝爾的對華取態向來強硬，他兩年前曾在
《外交》雜誌撰文，稱美國多年來都錯誤預測中
國動向，華府應重新認清局勢；他前日亦再於同
一雜誌撰文，稱中國的經濟及軍力「正危害區內
勢力平衡」，認為總統特朗普政府的亞洲專家，
雖然努力緩和區內局勢，但特朗普本人要求日本
和韓國承擔更多美軍軍費等策略，令美國在亞洲
的盟友身心俱疲，同時特朗普缺席區內多邊協
商，導致中國有機可乘。
坎貝爾提出，美國應該與印太盟友合作，聯手
促使中國接受一套區內的和平規則，一方面讓中
國在區內擁有一定地位，與其他國家就氣候、基
建、疫症等議題合作，一方面共同針對中國，在
中國「進一步破壞秩序時建立罰則」。

坎貝爾與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認識達 25
年，據報每次蔡英文前往美國，都會拜訪對方。
坎貝爾在去年 12 月一場探討台灣議題的研討會
上便指出，美國在遵循《台灣關係法》以外，亦
需尋求機會擴大美台往來；同時表示美國「挺台
但不反中」，期望在特定議題上與中國發展建設
性關係，必須鼓勵台海和平對話，才符合各方戰
略利益。
●綜合報道

歐盟北約官員拒見
蓬佩奧煞停卸任歐洲行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原定在卸任之前，最後一次出訪歐洲，為自己今後積
蓄政治本錢，不過一場國會暴動打亂他的如意算盤。國務院前日突然宣
布，在新總統拜登就職前取消所有外交官外訪行程，包括蓬佩奧的歐洲
行，路透社引述消息，歐洲官員對於國會暴動感到不滿，拒絕接見蓬佩
奧，導致他不得不在最後一刻取消訪問。

暴動後人人避之則吉
蓬佩奧原定要訪問比利時布魯塞爾及盧森堡，尋求與歐盟領導人會面，
不過國會暴動令歐洲官員人人對蓬佩奧「避之則吉」。路透社引述外交消
息說，盧森堡外相阿塞爾博恩日前受訪時，批評美國總統特朗普是「政治
狂熱分子」與「罪犯」，並決定不會見接見蓬佩奧。盧森堡外交部證實原
先是有蓬佩奧的訪問行程，但是現在取消了，當局拒絕說明原因。
消息稱，直至最後一刻，訪問布魯塞爾都還在蓬佩奧行程表上，但歐盟
領導層之後也表明不與蓬佩奧會面，北約也不安排與任何蓬佩奧相關的公
開行程。蓬佩奧原來準備於昨晚，在北約秘書長斯拖爾滕貝格的住宅共進
私人晚餐，然後與北約盟友比利時外相會面，這些活動亦全部取消。
國務院前日宣布暫停所有外交官外訪時，僅表示這是要「確保過渡工作
順利進行」，
●蓬佩奧的歐洲之旅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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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蔡英文 25 年 曾言擴往來

美國前
日再新增
逾 23.5 萬
宗新冠肺炎確診個
案，死亡人數多達 4,470 人，單日
死亡人數首次突破 4,000 人。在候
任總統拜登上台前，華府疫苗計劃
「曲速行動」首席顧問斯拉維前日
先行辭職，但將繼續以顧問身份，
在拜登就職後提供意見，協助疫苗
工作交接，為期1個月。
美國累計確診個案逼近 2,300 萬
宗，逾 38 萬人死亡，較過去 10 個
流感季合共死亡人數更高。其中

●版面設計：周偉志

重災區加州截至前
日已有逾 3 萬人死
亡，洛杉磯縣累計
確診 93 萬宗，近日
平均每分鐘便有 10
宗確診，每 8 分鐘
便有 1 人死亡。在
斯拉維離任前，美國僅為約 930 萬
人接種首劑疫苗，遠落後於去年
底前為 2,000 萬人打針的目標。

入境需持檢測陰性證明
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
（CDC）前日則頒布新指引，要

共和黨人避難拒戴罩
疑累3議員染疫

●新冠肺炎奪取無數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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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
求所有入境美國人士從本月 26 日
起，都需提供入境前 3 日內的病毒
檢測陰性證明，但 2 歲以下幼童及
轉機乘客除外。CDC 還建議旅客
入境 5 日後再次接受檢測，並居家
隔離至少7天。
●綜合報道

美國國會暴動後，最少 3 名民主黨眾議員宣布確診感
染新冠病毒，他們紛紛將矛頭指向個別共和黨議員，指
後者當日與他們共處一室躲避暴徒期間，拒絕戴上口
罩，導致病毒在室內傳播。
伊利諾伊州眾議員施奈德是第 3 名確診議員，他表示
當日避難期間，數名與他同房的共和黨議員沒有戴口
罩，甚至拒絕他人的禮貌要求。施奈德批評拒絕戴罩的
共和黨人自私，罔顧其他同僚和職員的健康和安全，又
警告切勿將戴口罩「政治化」。
早前宣布確診的眾議員賈亞帕爾亦曾指責共和黨人不
願戴罩，當日在房內的共和黨眾議員格林拒絕認錯，更
將責任歸咎於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指後者之前一星期要
求確診議員開會選舉議長，才是疫情擴散主因。
●法新社/美聯社

由於現
任總統特朗
普蓄意阻撓
政權交接程
序，導致美國候
任總統拜登的內閣
人選未能趕及在 20 日
就職前確認提名，過渡團
隊表示，拜登將會指派臨時
負責人領導主要政府部門。
拜登過渡團隊表示，由於程序延
誤，拜登只好指派臨時負責人領導
重要部門，但幕僚長等政治任命人
選可開始執行他的政策。臨時負責
人的人選方面，拜登團隊表示已指
名一些職業官員，包括部分現屆政
府官員。
美國250多位前大使前日發聲明，
呼籲參議院快速確認拜登的國務卿
人選布林肯，以及駐聯合國大使等
重要外交官員人選。
●綜合報道

追問蓬佩奧國會暴動 美國之音記者竟被調職

奧巴馬「重返亞洲」設計師 曾主張聯手應對中國崛起

美鷹派前亞太助卿或掌亞洲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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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達庫斯瓦拉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周一到
「美國之音」總部演講，訓
示編採人員應該多宣傳美國
正面形象，其間該台一名記
者多次就國會暴動追問蓬佩
奧，包括「有沒有後悔曾經
斷言將會有第二屆特朗普政
府」，蓬佩奧無視問題離
開，該名記者事後則遭到調
職，民主及共和黨議員事後
一致炮轟美國之音管理層。
蓬佩奧周一在美國之音總部
演講，批評由納稅人資助的美
國之音一直「貶損美國」，敦
促美國之音應報道「美國如何
成為世界史上最偉大的國家和
文明史上最偉大的國家」。蓬
佩奧回答了多位美國之音管理
層的提問，但沒有理會在場記
者質疑。
美國之音駐白宮記者維達
庫斯瓦拉於是高聲向蓬佩奧
提出兩條問題，第一是蓬佩
奧正在採取什麼行動，以恢
復美國（在國會暴動後）在
全球的聲譽，第二條是問蓬
佩奧有否後悔說將會有第二
屆特朗普政府。蓬佩奧去年 11 月 10
日召開記者會時，無視拜登已經當
選的結果，斷言會有「第二屆特朗
普政府」，被批評是助長特朗普的
選舉舞弊陰謀論。
蓬佩奧沒有回答問題便離開，美
國之音主管賴利之後當場斥責維達
庫斯瓦拉「行為不當」，未幾她便
收到指示被調離白宮。眾議院外交
委員會民主黨議員米克斯及共和黨
議員麥考爾發聲明，敦促美國之音
讓維達庫斯瓦拉復職，白宮記者協
會會長米勒亦批評說，維達庫斯瓦
拉被調職「違背了蓬佩奧在演講中
所討論的那些理想」。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