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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早前發表就
職演說。
職演說
。 法新社

華府多年來靠攏大企業、忽視弱勢社群而種下的惡
果。特朗普吹噓股市暢旺和經濟增長，蒙蔽了民眾
收入不均及大企業逃稅的隱憂，而在經濟下滑、社
會不滿升溫時，種族對立愈趨激烈和明顯，觸發大
規模的黑人平權運動。特朗普在任四年，對美國而
言無疑是一場浩劫，但好的方面是揭露了社會各種
瘡疤，凸顯民主制度之脆弱，讓美國人有機會徹底
反思檢討，重新出發。拜登必須從結構層面改善美
國政治和經濟運行模式，抗疫牽涉全國上下共同利
益，成為拜登團結各界、大刀闊斧改革的契機。
改革之前，需先拆彈。特朗普離任前給拜登埋下
不少政治地雷，有些可以簽署行政命令的方式予以
糾正，有些則需要時日修補，例如特朗普損害美國
與中國和西方盟國的關係，以及加強對伊朗施壓，
阻礙拜登恢復美國領導地位和推進中東和平。特朗
普埋下最危險的「地雷」，莫過於特朗普本人，在
離任前發動「最後的瘋狂」，煽動暴徒衝擊國會，
將四年來美國社會的政治仇恨、陰謀論和暴力行為
推至頂峰。今次事件促使國會彈劾特朗普，民主黨
打算追究其煽暴，斷絕特朗普再度參選總統的機

會。然而特朗普離開白宮後，在告別演說中揚言
「以某種形式回來」，報道更指他打算另立新政黨
繼續發揮影響力。拜登一方面必須撥亂反正，抗衡
特朗普的影響力，另一方面亦要避免操之過急。若
民主黨對特朗普及其黨羽過分壓迫，恐怕會使特朗
普變成民粹和極端分子眼中的「烈士」，釀成更激
烈對抗，與拜登口中的團結背道而馳。
正如拜登在演說中強調，團結是民主的基石，這
也是近幾屆政府所忽略的理念。奧巴馬兩個任期打
着「改變」和「前進」的旗號，特朗普則燃點了
「憤怒」的火光。長久以來，美國政壇和民間最
欠缺的就是和解及療傷，導致仇恨、謾罵和攻
訐風氣愈趨盛行。真正的團結並非自己人圍
爐取暖；真正的團結並非壓制一切反對聲
音。拜登和民主黨絕不能輕視投票給特朗
普的 7,400 萬名選民，他們的訴求能否
得到回應，將主宰拜登新政之成
敗，將決定美國迎來黎明曙
光，還是更漫長黑
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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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前的夜色最黑暗」，這也
許是美國政治最貼切寫照。整整兩

周前，國會山莊遭時任總統特朗普

支持者衝擊，美國民主制度陷入黑
暗低谷。兩周後，拜登在此宣誓就
任，如同在一片廣袤廢墟上，一磚一瓦地重建曾經
輝煌的摩天大廈。拜登在演說中，強調以團結應對
新冠病毒、經濟衰退和種族仇恨等一系列危機。然
而「團結」一詞知易行難，如何清除特朗普的遺
害，向共和黨伸出橄欖枝，考驗拜登一生從政累積
的功力，避免團結淪為空洞口號。
拜登就職儀式迎來不少熟悉面孔，包括前總統克
林頓、布什和奧巴馬，濟濟一堂，標誌政壇舊秩序
重臨。不過，撥亂反正不能依靠「回到過去」，拜
登還須應對這些前任總統當年執政時種下的禍患和
未能妥善處理的矛盾，這些積弊也是導致特朗普崛
起的根源。當前，美國各種危機互相交織，冰封三
尺非一日之寒。抗疫失敗不可只歸咎於特朗普的愚
昧和偏執，也反映了部分美國人長期不信任政府、
專家和科學常識。在經濟和種族方面，貧富懸殊是

上任後首重大外交 俄表示歡迎

斷絕軍控拖拉 拜登尋求與俄續約
彈劾特朗普條款
下周一交參院

● 拜登簽署有關抗疫的
行政命令，
行政命令
，福奇
福奇((右)站在
他的身後。
他的身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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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因煽動支持者衝擊國會，
在任內第二次被彈劾。參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
爾前日發表聲明，建議眾院推遲至本月 28 日
才提交彈劾案文件，讓控辯雙方有更多時間準
備，估計準備工作需時兩周，意味彈劾程序或
下月中才展開，但參院民主黨領袖舒默昨日
稱，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已告訴他，彈劾條款將
於下周一提交參院。
麥康奈爾表示，彈劾屬嚴重的法律及憲法問
題，因此彈劾程序需公正完整，尊重特朗普本
人的權利。參院民主黨領袖舒默據報已收到麥
康奈爾的提議，雙方將進行磋商。部分民主黨
人亦支持延遲彈劾程序，讓參院優先處理新任
總統拜登政府各項事務。與拜登關係密切的特
拉華州參議員孔斯便稱，若參院可加快審核拜
登內閣提名，民主黨人不排除支持延期啟動彈
劾聆訊。
●美聯社/路透社

美國與俄羅斯之間現存的唯一軍控條
約 《 裁 減 戰 略 武 器 新 條 約 》 （New
START），將於下月 5 日到期，不過延
長條約的談判在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政府
任內，一直進展甚微。新總統拜登政府
前日宣布，將尋求延長條約 5 年，成為
拜登上任後的首項重要外交政策，不過
白宮同時表明會檢視俄羅斯涉嫌發動網
絡攻擊、干預美國大選等事件，要求俄
國就「魯莽、具敵意」的行為負上責
任。

在特朗普任內，華府並未就莫斯科被指針對
美國的行動作出回應。而在磋商延長 New

START 方面，特朗普曾要求讓中國加入條約，
其後雖然同意延長 1 年，同時又要求加強審視俄
羅斯核武研發，最終導致談判破裂。按照 New
START規定，美俄雙方最多只可擁有1,550枚核
彈頭。

俄：一切視乎美建議細節
白宮發言人普薩基前日在記者會公布，拜登將
尋求延長條約 5 年，指出條約對美國國家安全有
利，在美俄處於緊張關係之時，延長條約是合理
做法。國防部發言人柯比歡迎拜登的決定，指出
條約延長後，可進一步確保美國人的安全。據美
媒報道，俄羅斯駐美大使安東諾夫前日即與拜登
的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會面，商討延長條約事
宜。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昨日表示，歡迎
拜登有意延長《裁減戰略武器新條約》，但強調
一切均視乎美方提出的建議細節。
至於俄羅斯近期被指針對美國的行為，包括科
企 Solar Winds 遭網攻、干預 2020 年大選，以及
據報在阿富汗懸賞殺害美軍等，普薩基指拜登已
指示情報部門全面檢視上述事件，剛獲國會通過
提名的情報總監海恩斯將展開調查，並稱在美方
與俄羅斯合作、促進美國利益時，政府亦會尋求
讓俄羅斯就針對美國的行為負責。

專家：有常識成熟決定
柯比在聲明中亦提出類似言論，表示國防部會
繼續全面監察俄羅斯構成的威脅，並承諾保護美
國國民。
軍控專家普遍認同拜登尋求延長《裁減戰略武
器新條約》，美國軍控協會主任金博爾形容為
「有常識、成熟」的決定，但同時警告美國軍控
問題已拖拉逾 10 年，談判過程並非坦途。至於
指示情報部門調查俄羅斯行為，則反映拜登無意
重啟與莫斯科的關係，拜登政府計劃以強硬姿態
應對俄羅斯，亦不排除運用制裁等手段。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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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措施加碼
引《國防生產法》增產疫苗
美國總統拜登前日再簽署10項應對新冠疫
情的行政命令，包括擴大佩戴口罩規定涵蓋
範圍，並要求入境美國旅客自我隔離。拜登
表示，新命令與就職首日頒布的重返世界衞
生組織等決定，共同構成美國應對防範新冠
疫情的國家戰略，冀實現疫苗接種、擴大檢
測、復工復課及加強國際合作等七大目標。
拜登表示，美國累計疫歿人數已升穿 40
● 美國民眾接種疫苗。
路透社 萬，估計下月或升至 50 萬人，美國正處於
「戰時狀態」，首要任務是採取嚴格科學措施，重建公眾信任。根據新規定，旅客
若身處美國機場及飛機、火車和城際列車等公共交通工具內，必須佩戴口罩。海外
旅客飛抵美國前，需出示病毒檢測陰性報告，並根據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CDC）
指引，自我隔離約7天。

檢測手帶搭 N95
白宮防疫急轉彎
美國前總統特朗普任內抗擊新冠
疫情不力，白宮更曾大規模爆疫，
連特朗普本人也中招。新總統拜登
就任後迅速加強抗疫，白宮要求員
工佩戴 N95 口罩和檢測手帶，並在
辦公室內設置玻璃隔板。
目前大多數白宮員工居家辦公，
返回白宮上班的員工則需佩戴 N95
口罩及每日接受病毒檢測。拜登身
邊幕僚更需佩戴檢測手帶，證明當
天已完成檢測，幕僚辦公室的座位
之間則加設玻璃隔板。白宮還將辦

公電腦壁紙改為常見新冠病徵清
單，提醒員工若出現病徵，需即時
與白宮醫療團隊聯絡。
在拜登出席的各項活動中，員工
用紙及膠帶在地面標識與會人士站
立位置。
拜登前日在國宴廳與白宮抗疫小
組成員會晤時，與會 5 名成員各有
獨立的會議桌，彼此保持兩米社交
距離，另外 4 名成員則透過 Zoom 軟
件以視像形式參與會議。
●美聯社

設百間接種中心
美國截至前日僅完成約 1,750 萬劑疫苗接種，拜登批評前總統特
朗普的疫苗接種計劃「徹底失敗」。新政府將通過援引《國防
生產法》等方式提升疫苗產量，並在全美設立 100 個社區疫
苗接種中心，加強疫苗分發力度，爭取實現 100 日內接
種 1 億劑疫苗的目標。他呼籲民眾放下政治分
歧，堅持戴口罩100日，遏制疫情擴散。
拜登還指示聯邦緊急措施署，要求其
全額報銷國民警衛軍派駐各地抗疫的
費用，以及各州動用救災基金重啟
學校的開支。
●綜合報道

福奇
「甩難」
感觸：
終可暢所欲言
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
總統拜登政府首席醫學顧問福奇，前日以
視像形式出席世界衞生組織會議。他其後
在白宮簡報會表示，前總統特朗普離任
後，自己終可專注科學事實暢所欲
言，為新政府進言獻策，對此深感
欣慰。
福奇表示，他與拜登會晤後，深知新
政府將以透明、開放且誠實的態度應對新
冠疫情，及時糾正失誤，遵照科學依據
實施防疫措施。福奇坦言他不
願「翻舊賬」，但特朗普任
內無視科學指引，更聲稱

抗瘧疾藥物羥氯喹能治療新冠，種種言行
令人不安。福奇還稱，他與拜登之間即使
意見有分歧，也不會讓他感到有壓力，
「能表達自身想法、闡述事實依據，讓科
學說話，這就是自由的感覺。」
福奇指出，美國疫情依然嚴峻，不過
現有新冠疫苗對變種病毒仍具保護力。
科學家日後也可在現有疫苗基礎上，針
對變種病毒進行改良。他認為美國若能
在今年夏季結束前，為至少 70%人口接
種疫苗，民眾生活便有望在今秋逐步恢
復正常。
●綜合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