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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特朗普 11 日在白宮

■海地是全球最貧窮國家之
一，而且經常受颶風侵襲
而且經常受颶風侵襲，
，
民眾苦不堪言。
民眾苦不堪言
。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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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在會議中口沒遮
攔地斥海地為“屎坑”，惹
來與會議員不滿。 彭博社

粗言促趕走海地移民 與會議員要求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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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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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能准許因天災來到美國的人。特朗普
此時回應說：“為什麼我們要讓這些
‘屎坑’國家移民來到這裡？我們應讓
多點挪威人來才對。”特朗普又表示，
他考慮吸納更多亞洲移民，因他們可幫
助美國經濟發展，揚言必須趕走海地
人。

特朗普言論惹來兩黨人士不滿，會
上未能達成協議。父母是海地移民的共
和黨眾議員洛夫，直斥特朗普的言論充
滿不友善、分裂、優越主義和漠視國家
價值，要求特朗普道歉。民主黨參議員
布盧門撤爾表示，特朗普的言論充滿歧
視意味，企圖以移民政策包裝其令人厭
惡的種族歧視。民主黨參議員古鐵雷斯
亦稱，他們一直知道特朗普不喜歡移
民，但現在絕對相信他是種族主義者。

聯國人權專員斥種族主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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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總統特朗普原定下月訪問英國，
並為美國駐倫敦的新大使館主持揭幕儀
式，但他 11 日在 twitter 發文，宣佈取消訪
英計劃，原因是不滿前總統奧巴馬政府搬
遷使館的決定。英國傳媒報道，特朗普是
不滿今次行程的規格，以及擔心訪英期間
遭遇示威，因此改派國務卿蒂勒森訪英，
為新使館剪綵及與英國首相文翠珊會面。
美使館原本位於格羅夫納廣場，華府
於2009年售予卡塔爾政府一個投資基金，
然後於泰晤士河南岸建新使館。特朗普在
帖文批評奧巴馬政府出售了倫敦位置最佳
的使館，然後花12億美元在一處偏僻地點
興建新使館，形容這宗交易非常糟糕，不
要期望他會到場剪綵。

拒認講“屎坑”反批民主黨人
面對批評浪潮，特朗普仍然企硬，
當晚在 twitter 更批評民主黨人罔顧美國
人安危，讓毒品和移民一直從南部邊境
湧入。白宮發言人沙阿為特朗普辯護
稱，新移民政策歡迎那些能建設國家、
提振經濟和融入國家的人民，這才是令
美國壯大的長久之策，
“部分政客選擇為
外國而戰，但總統的戰鬥永遠是為美國
人”
。特朗普 12 日在 twitter 表示，他措辭
雖強硬，但沒使用“屎坑”這字眼，指除
了曾形容海地是非常貧窮和問題多多的
國家外，從未說過任何詆毀海地人的言
論。
特朗普去年 11 月提出結束海地和尼
加拉瓜的 TPS 資格，約 5.9 萬名海地移民
在明年 7 月前若未能取得合法居留權，
便要離開美國。
■路透社/美聯社/法新社/
《紐約時報》
《華盛頓郵報》
/

粗言為難傳媒 特朗普變“屎撈人”
特朗普出言不遜已司空見慣，但他採 內文中避無可避，引用了“屎坑”這字眼兩
用的言辭愈來愈粗鄙，不但令外界為之側 次。
除《紐時》外，幾乎所有媒體在twitter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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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均直接引用特朗普言論，有編輯認為涉及
用會“教壞人”及被批評粗鄙。資深評論 的詞語是內容核心，不能被隱藏，但強調
員舍恩菲爾德撰文指出，特朗普是繼前總 不會不必要地重覆。舍恩菲爾德則呼籲媒
統尼克松後，最口沒遮攔的美國總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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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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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媒體翻譯為“污穢國家”，韓國媒體則用
《紐約每日新聞》將特朗普變成“屎撈人”； “ 乞 兒 竇 ”， 越 南 媒 體 則 翻 譯 為“ 腐 爛 國
。
■《新聞周刊》
《紐約時報》則不在標題中直接引用，但在 家”

疑怕示威不滿降格 特朗普取消訪英

特朗普“屎坑論
屎坑論”
”公然種族歧視

■特朗普競選總統時曾會見海地移民，指
自己會成為他們的捍衛者，如今卻徹底變
臉。
網上圖片

■倫敦民眾多
次發起反特朗
普示威。
網上圖片

不滿使館搬遷成藉口

但英媒指特朗普是不滿此行由國事訪
問降格為工作訪問，也無法覲見英女王。
《衛報》則報道特朗普害怕遭遇示威，因
此取消行程，使館問題只是藉口。特朗普
去年底在 twitter 轉發英國極右政黨“英國
優先黨”的反伊斯蘭影片，引發民眾聯署
拒絕特朗普到訪，至今已收集逾 186 萬人
簽名，發起聯署的團體揚言若特朗普來英
國，他們將舉行大規模示威。
路透社指出，美國駐英使館的網站顯
示，搬遷使館的決定其實是於 2008 年 10
月、即奧巴馬上任前數月，基於保安理由
作出。英國首相府拒絕評論特朗普的決
定，英國廣播公司報道，首相府正考慮再
邀請特朗普今年稍後國事訪問英國，並與
英女王共晉午餐。
■路透社/法新社/英國廣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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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朗普對金正恩的態度反覆，曾

經公開形容對方是“火箭人”，但也說
過有機會與對方做朋友。特朗普在訪問
中表示，他與金正恩的關係可能會很
好，“我很會與人建立關係，我想外界
大概會很詫異。”他又表示，美國早前
宣佈將美韓聯合軍演押後至平昌冬奧後
舉行，向朝鮮發出一個好消息。
特朗普又鼓勵朝鮮參加平昌冬
奧，但承認朝鮮可能試圖離間韓美關
係。他表示，如果他站在朝鮮的立場
上，他也會試一試，但區別在於他是美

國總統，而其他人則不是。他稱，他比
任何人都更了解離間這回事。
美國和加拿大本周將在溫哥華舉行
朝鮮問題會議，當年曾在朝鮮半島戰爭
中站在韓國一方的國家都獲邀派代表出
席，意味中國和俄羅斯沒有獲邀，令外
界質疑會議到底有多大成效。另一方
面，韓國12日向朝鮮提議，17日上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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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爾街日報》/法新社/韓聯社

紐約行長警告美減稅損經濟穩定
美國聯儲局最具影響力官員
之一、紐約聯儲銀行行長達德
利，11 日出席美國證券金融市場
協會(SIFMA)舉辦的論壇時警告，
減稅措施只對美國經濟有短期提
振作用，只有企業和富裕階層受
惠，根本不大可能帶動開支，刺
激整體經濟，長遠只會走上不可
持續的道路，危及經濟穩定。
將於今年中退休的達德利認
為，美國經濟現時具備強勁的前

進動能，加上仍然寬鬆的貨幣政
策、低失業率等利好因素，他短
期內仍然看好美國經濟，今年國
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預計提高
到 2.5%至 2.75%，主要受惠於減
稅。

赤字暴增1.5萬億美元
然而，他估計減稅方案將於
未來 10 年內，令政府赤字暴增 1.5
萬億美元，“減稅方案將付出代

價，畢竟世上沒有免費午餐。”
達德利表示，美國企業和高收
入民眾消費意欲不高，憂慮減稅中
有相當大部分會被省下來不消費，
他還批評新推出的州和地方稅
(SALT)扣稅上限，或會增加某些地
區持有豪宅物業的成本，壓抑工程
數目和價格。達德利稱，由於經濟
有過熱風險，對聯儲局來說，“讓
經濟保持在可持續道路上或許變得
更有挑戰性”
。
■路透社

■紐約聯儲銀行行長達德利(右)是美國聯儲局最具影響力官
員之一，將於今年中退休。
網上圖片

無視留職位協議 開利裁215人
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前，於 2016 年 12 月與美國
冷氣機生產商開利(Carrier)達成協議，政府向開利提供
700 萬美元稅務優惠，換取該公司放棄將廠房由印第
安納州遷至墨西哥，將約 1,100 個職位留在美國，然
而開利 11 日宣佈再裁減 215 名工人。
開利去年 7 月進行首輪裁員行動，解僱 338 名工
人。母公司聯合技術公司辯稱，協議沒有限制他們裁減
印第安納州廠房的員工。
特朗普競選時積極倡議“美國優先”政策，強調要
保住美國工人飯碗，44 歲的埃利奧特在開利任職操作
員，他在大選時票投特朗普，期望對方兌現承諾。他獲
悉公司新一輪裁員後，感到自己被出賣，指特朗普應採
取更多措施。
■法新社/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