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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言促趕走海地移民 與會議員要求道歉

特朗普“屎坑論
屎坑論”
”公然種族歧視
美國總統特朗普 11 日在白宮與共和、民主兩黨國會議員舉行閉
門會議，討論保護海地和部分非洲國家移民的措施。部分與會人士
透露，特朗普其間用粗鄙言辭形容這些國家，質問議員為何華府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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惹來與會議員不
滿。
彭博社

前年競選總統期間，特朗普曾在邁阿密
向一批來自海地的移民稱，希望自己
成為他們的捍衛者，但他上任後卻徹底變
臉。特朗普原本希望在 11 日會議上，游說
議員支持他的新移民政策，包括撥款 15 億
美元在與墨西哥接壤邊境興建圍牆、修改
綠卡抽籤制度，以及將部分國家移民剔出
臨時保護地位(TPS)計劃。

“應多讓挪威人來才對”

保護來自“屎坑”國家移民，疾呼“趕走他們”，惹來民主黨及部
分共和黨議員炮轟，指責特朗普是不折不扣的種族主義者。白宮稱
特朗普是在為美國人而戰，但未有否認他曾說出有關言論。特朗普
其後在 twitter 發文，批評民主黨人罔顧公眾安危。
是種族主義者。
海地移民組織代表拉里厄斯稱，特朗
普不尊重別人，用粗鄙詞語形容海地，令
她感到嘔心。海地政府對特朗普言論感到
震驚，反映他對海地社區的種族歧視態
度。聯合國人權事務專員辦公室發言人科
爾維爾形容特朗普言論令人震驚和可恥，
只能用“種族主義者”形容他。南非執政
黨副秘書長杜瓦蒂指責特朗普對非洲國家
的言論極具冒犯性。非洲國家博茨瓦納 12
日傳召美國大使提出抗議。

在會議期間，民主黨參院第二號人物
德賓提出，以延長保護年輕非法移民(追夢
拒認講“屎坑”反批民主黨人
者)的措施和保留綠卡抽籤制度，換取民主
黨答應加強邊境保護，稱抽籤制度能准許
面對批評浪潮，特朗普仍然堅持立
因天災來到美國的人。特朗普此時回應 場，當晚在twitter更批評民主黨人罔顧美國
說：“為什麼我們要讓這些‘屎坑’國家 人安危，讓毒品和移民一直從南部邊境湧
移民來到這裡？我們應讓多點挪威人來才 入。白宮發言人沙阿為特朗普辯護稱，新
對。”特朗普又表示，他考慮吸納更多亞 移民政策歡迎那些能建設國家、提振經濟
洲移民，因他們可幫助美國經濟發展，揚 和融入國家的人民，這才是令美國壯大的
言必須趕走海地人。
長久之策，
“部分政客選擇為外國而戰，但
特朗普言論惹來兩黨人士不滿，會上 總統的戰鬥永遠是為美國人”
。特朗普 12日
未能達成協議。父母是海地移民的共和黨 在 twitter 表示，他措辭雖強硬，但沒使用
眾議員洛夫，直斥特朗普的言論充滿不友 “屎坑”這字眼，指除了曾形容海地是非常
善、分裂、優越主義和漠視國家價值，要 貧窮和問題多多的國家外，從未說過任何
求特朗普道歉。民主黨參議員布盧門撤爾 詆毀海地人的言論。
表示，特朗普的言論充滿歧視意味，企圖
特朗普去年 11 月提出結束海地和尼加
以移民政策包裝其令人厭惡的種族歧視。 拉瓜的 TPS 資格，約 5.9 萬名海地移民在明
民主黨參議員古鐵雷斯亦稱，他們一直知 年7月前若未能取得合法居留權，便要離開
道特朗普不喜歡移民，但現在絕對相信他 美國。
■綜合外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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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言為難傳媒 特朗普變“屎撈人
屎撈人”
”
特朗普出言不遜已司空見
慣，但他採用的言辭愈來愈粗
鄙，不但令外界為之側目，也令
傳媒非常頭痛，原因是報紙讀者
不乏兒童、學生和長者，傳媒擔
心直接引用會“教壞人”及被批
評粗鄙。資深評論員舍恩菲爾德
撰文指出，特朗普是繼前總統尼
克松後，最口沒遮攔的美國總
統，其言論正衝擊傳媒用詞遣字的底線。
為準確報道新聞而無需引用粗鄙言辭，
《紐約每日新聞》將特朗普變成“屎撈人”；
《紐約時報》則不在標題中直接引用，但在

內文中避無可避，引用了“屎
坑”這字眼兩次。
除《紐時》外，幾乎所有媒
體在 twitter 上均直接引用特朗
普言論，有編輯認為涉及的詞
語是內容核心，不能被隱藏，
但強調不會不必要地重覆。舍
恩菲爾德則呼籲媒體警惕粗鄙
文化，不要為銷量盲目跟隨。
非英語系國家對這字眼作出不同翻譯，日本
媒體翻譯為
“污穢國家”，韓國媒體則用
“乞
兒竇”，越南媒體則翻譯為“腐爛國家”。
■《新聞周刊》

“與金正恩可以很好
與金正恩可以很好”
”
暗示與朝接觸
韓朝關係因為雙邊會談解凍之際，美
國總統特朗普日前接受《華爾街日報》專
訪，表示儘管以往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互
有口角，但相信他與對方可以發展正面關
係。這番言論令人覺得特朗普似在暗示美
國將會與朝鮮接觸，但當被記者追問是否
曾與金正恩通電話時，特朗普卻拒絕回
應：“我不想評論，我沒有說有或沒有，
只是不想評論。”
此外，韓國12日向朝鮮提議，15日在
板門店韓方一側的“和平之家”，舉行有關
朝鮮參加平昌冬奧的工作會談。 ■綜合外電

新聞探射

十年高樓價 港人節衣縮食
中大調查：業主未覺身家漲 租客更添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香港去年股市、樓市齊升，
坊間一般認為有助產生“財富效應”，市民會放膽消費。不
過，香港中文大學 12 日發佈的調查卻顯示，即使是有樓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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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樓價指數去年至今走勢

超過五成（52.9%）受訪者完全不覺得高樓價會令財富增加，

租住或自置單位人士
對樓價“感覺”差異
一、“感覺財富增加”程度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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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感覺可以放膽消費”程度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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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7%人因樓價高而要節衣縮食。

香港樓價近十年來在低息環境下整
體保持升勢，去年升約14%，不
少分析亦預期今年會再升約 10%。為
了解市民對樓價走勢的預期，以及過
去十年不斷攀升的樓價對普通市民生
活的影響，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最近
進行一項電話調查，發現預期未來一
年住宅樓價會上升、下跌或者變化不
大的市民同樣接近三成，說明市民對
樓價發展的預期，呈現明顯分歧。調
查同時也發現，近九成（89.8%）人認
為現時樓價水平“過高”，認為“合
適 ” 的 只 有 4.2% ； 近 七 成 半
（74.2%）人認為現在不是買樓的合適
時機，僅6.9%人持相反看法。

八成租客不敢“放膽消費”
另一方面，調查還進一步顯示，
高樓價對市民生活及個人的影響，都
是壞處多過好處。調查指出，近九成
（89.3%）租住單位的市民完全沒有
感覺高樓價令財富增加，而超過五成
（52.9%）的自置單位市民也有相同
感覺。約 83%的租住單位市民完全沒
有感到“放膽消費”的感覺，約 66%
的自置單位市民亦是如此，但自置單
位市民感到可以“有些放膽消費”的
比率，則約有24%。
不僅如此，調查還顯示，節節攀
升的高樓價令近三分一的市民感到生

活負擔增重，有 32.1%的租住單位市
民和 36.2%的自置單位市民感到生活
負擔“有一些”加重，感到生活負擔
“頗大”的租住單位市民和自置單位
市民，則分別有 25.5%及 12.4%。而
因高樓價而感到要減少日常開支的，
認為是“有一些需要減少日常開支”
的租住單位市民和自置單位市民，分
別為 34.3%及 25.1%，感到有“頗大
需要減少日常開支”的租住單位市民
和自置單位市民，則分別為 15.9%及
9.1%。總體上，無論是租客及業主，
合共有 49.7%人因為樓價高而要節衣
縮食，減少日常開支。

感續升“好處多些”僅7.8%
當被問及近來香港樓價持續上升
對個人的影響，有 37%受訪市民表示
高樓價帶來“壞處多些”，“好壞參
半”有 35.3%，認為“好處多些”不
足一成（7.8%）。然而，租住或居住
在自置單位的市民對高樓價帶來的影
響有不同回應。近六成（56.8%）租
住單位市民認為高樓價對個人生活
“壞處多些”，近兩成半（24.7%）
則認為“好壞參半”；但居住在自置
單位的市民中，超過四成（42.4%）
認為高樓價對個人生活“好壞參
半”，而認為“壞處多些”則近兩成
半（24.6%）。

三、“感覺生活負擔加重”程度差異（%）

豪宅指數破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洪鏘）香港樓價指
數反覆向上，豪宅則連升五周。反映二手樓價
走勢的中原城市領先指數 CCL 按周升 0.34%報
165.59 點，為歷史次高。至於反映豪宅市道的
CCL(大型單位)最新錄166.06 點，連續兩周創歷
史新高，連升5周共4.04%，跑贏同期CCL升幅
的1.41%。

CCL歷史次高
中原地產研究部高級聯席董事黃良昇指
出，未來豪宅樓價升幅有望繼續跑贏中小型住
宅，帶領大市向上，預期 CCL 持續反覆向上，
今年首季目標為 175 點，現時相差 9.41 點。至
於大型屋苑指數CCL Mass報167.20點，按周升

0.28%。CCL(中小型單位)報 165.50 點，按周升
0.26%。
由美聯物業編制的“美聯樓價指數”也
連升 3 周，按周續升 0.41%，續創新高，港島
及新界齊創歷史新高。美聯物業首席分析師
劉嘉輝指出，港島區再一次成上升動力來
源。資料顯示，美聯港島樓價指數報 178.37
點，按周升約 1.8%，與四星期前相比，亦升
約 1.41%，並為歷史新高。新界樓價指數則
報 148.34 點，按周回升約 0.31%，同創歷史
新高。
至於九龍區樓價指數報 149.47 點，微跌
0.15%，連跌兩星期；惟與四星期前相比，則
錄約0.69%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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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感覺要減少日常開支”程度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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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尾數按四捨五入處理，致部分總數出現差異。
資料來源：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