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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改案撕裂民意 美兩黨惡鬥持續

奧巴馬宣布重大災難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及中通社 29 日報道

：緬甸政府 29 日敦促反對派領袖、全國民主聯
盟領導人昂山素姬停止使用緬甸的英文舊稱
Burma，須改回Myanmar。

《印度時報》報道，緬甸選舉委員會將此要
求於 29 日發表在官方媒體《新光報》上。緬甸
軍政府在 1989 年將國家的英文名稱由 Burma 改
為Myanmar，認為前者是英國殖民殘留；但昂山
素姬上月訪問泰國及本月訪問歐洲時，全程都以
Burma來稱呼自己的國家。

緬甸反對派及歐美部分國家至今仍然拒絕用
Myanmar，以示抗議。分析人士指，這反映出昂
山素姬與總統吳登盛之間的微妙關係。上月，昂
山素姬出訪泰國。她在此次結束軟禁生涯後的第
一次外訪中，受到熱烈歡迎和類似國家元首的接
待，據稱令吳登盛不快。

在本月的歐洲之旅中，昂山素姬試圖緩和與
吳登盛的關係，並促成英國和法國等邀請吳登盛
訪問。22 日，英國首相卡梅倫正式邀請緬甸總
統吳登盛訪問英國，就緬甸 「持續改革的必要性
」進行討論。

巴黎是昂山素姬歐洲行的最後一站。26 日
，她在巴黎與法國總統奧朗德舉行了會談。奧朗
德表示，若緬甸總統吳登盛有意來訪，法國將予

以接待。昂山素姬在與奧朗德會談後對媒體稱，吳登盛真
誠致力於緬甸民主化，她表示全國民主聯盟願意與軍政府
達成妥協。

簡訊

二〇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星期六A13國際新聞責任編輯：張佳晴

【本報記者黃曉敏二十八日紐約電】美國最高
法院周四上午裁定，素稱 「奧巴馬醫保（Obamacare
）」的美國醫改法案未違憲。有分析指，在離總統
大選前四個多月作出的這項裁決，將進一步撕裂美

國民眾，並最終反映到大選結果上。

羅姆尼矢言廢除
奧巴馬總統當天中午在白宮發表電視講話，稱

這項裁決是全美國人的勝利， 「它將使美國人民在
這項法律的保護下，生活得更有保障」。此間分析
認為，這項裁決是奧巴馬總統執政三年半以來其個
人的一項重大勝利。

共和黨及其總統候選人羅姆尼對這項裁決則表
示失望，並誓言要盡一切努力廢除它，而廢除它的
最佳途徑，就是呼籲選民在 11 月的大選中將羅姆尼
送進白宮，同時讓共和黨佔領國會參眾兩院。羅姆
尼認為這項醫改法是 「就業殺手」，活生生地將
「政府」插到病人和醫生中間。

或改變紅藍州組成
此外，最高院的裁決也為醫改法留下了一個兩

黨繼續惡鬥的尾巴。首席大法官羅伯茨在五比四投
票通過的裁決書中說，要求每個美國人購買醫療保

險或者支付因為未購買醫保的罰款就像要求稅收一
樣符合憲法，不過各州不能因為拒絕參加擴大醫療
補助資格而受懲罰。

最高院的這種說法，等於把指令性項目變成一
個各州可以選擇不參加的自由項目，有可能讓美國
最貧窮者得不到健康保險。聯邦政府承諾要為擴大
醫療補助提供所有額外開支，但幾年之後這部分補
貼下降到90%，各州最終要承擔擴大醫療補助部分開
支的10%。一些共和黨控制的州過去兩年就一直在抵
制從聯邦政府領取資金，他們紛紛拒絕擴大醫療補
助。

醫改法本來要迫使各州為最低收入者提供醫療
補助，如果全美五十州全部決定不擴大醫療補助，
那麼美國還將有多達 1500 萬窮人沒有健康保險。因
此這項法律的實施，有可能大大改變美國各州居民
的結構，如果窮人為了得到醫療保險而紛紛移居到
為窮人提供醫療保險的州，當前 「紅藍州」的分布
局面將會進一步發生改變。未來四個月甚至今後四
年，共和、民主兩黨還將繼續惡鬥廝殺下去。

▲埃及新總統穆爾西的妻子娜傑拉．阿里．馬哈茂 美聯社

【本報訊】據美聯社開羅28日消息：
埃及新第一夫人娜傑拉．阿里．馬哈茂是
一個保守、虔誠的穆斯林，她披面紗，未
上過大學。她曾說，她寧願不住在總統府
，現時她和丈夫穆爾西仍未搬進總統府。
她也不想聽人家叫她第一夫人。

寧做「第一僕人」
反對者認為，她的風格正好是埃及逐

步邁向保守派伊斯蘭的象徵；支持者則宣
稱，她的謙遜作風和背景，恰恰體現了這
場革命的民主精神。她在接受美聯社電話
採訪時說： 「我不希望被叫做總統夫人。
誰說總統的妻子一定是第一夫人呢？」

不過，她說寧願人家叫她烏姆．艾哈
邁德，意思是 「艾哈邁德他娘」，艾哈邁
德是她大兒子。這個綽號，會被某些埃及

世俗精英鄙視，覺得這有很深的家長制意
味。她的辯護者則指出，與她之前兩位第
一夫人不同，她在公開場合並沒有採用丈
夫的姓，這表明她有主見，且與埃及各地
的伊斯蘭傳統保持一致。她說，要是她非
要有一個銜頭不可，她不介意人家叫她人
民的 「第一僕人」。

她的風格，與穆巴拉克夫婦可謂南轅
北轍。前總統穆巴拉克的妻子蘇珊，是一
位優雅、老於世故的大學畢業生，其母親
是英國人。她曾被批評，指她是精英主義
者、虛榮、自大、傲慢以及對普通埃及人
的苦難不聞不問。若一定要找這兩位埃及
總統妻子的共同點，那就是她們都曾見證
過自己的丈夫和兒子坐牢。

穆爾西28日表示，他的宣誓就職儀式
上將沒有任何外賓出席。其發言人當天說

，穆爾西的宣誓就職時間已確認，將於 6
月30日舉行。

穆爾西宣誓不邀外賓
穆爾西說， 「我明確反對任何外賓出

席總統宣誓就職儀式」。他還說，只有埃
及公民才能夠出席這樣的儀式。

埃及人將密切注意烏姆．艾哈邁德是
否會單獨或與丈夫一起會見外國政要、出
席會議和其他活動，以及會不會為了正式
場合而改變風格。另一個問題是，她是否
會遵守保守派伊斯蘭規則，拒絕與男性握
手或碰觸男性。本周，她丈夫就不顧這些
規則，與婦女握手。她也有可能選擇一個
較低調的角色，參與當地慈善機構，避免
作國際旅行和接觸高層外交。

迄今，烏姆．艾哈邁德並沒有像沙特
阿拉伯這種更保守的伊斯蘭社會統治者們
的妻子那樣，完全隔絕聚光燈。她已接受過
幾次媒體採訪，會見了一些在起義中犧牲的
受害者家屬，並在丈夫競選集會上亮相。

埃新總統妻：不做第一夫人

■美主導環太平洋軍演開幕
【本報訊】據中新社北京 29 日消息：由美國主導的

「環太平洋-2012」多國聯合軍事演習29日開始在夏威夷海
域進行。本次軍演繼續在美國海軍主導下進行，22 個國家
共出動 42 艘水面艦艇、6 艘潛艇、超過 200 架飛機以及
25000名官兵參演。俄羅斯和印度首次受邀參演。本次軍演
將持續到8月7日結束。美國海軍作戰部長格林納特稱，此
次軍演目的是加強參演國海軍的協同能力，提高各國海軍保
障海上航行安全能力。

俄海軍此次派出一艘大型反潛艦、一艘海上救助船和一
艘燃油補給艦組成的編隊參演。中國人民解放軍並未參加此
次軍演。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耿雁生28日在北京表示，
突出軍事安全議程、刻意加強軍事部署的做法，與和平、發
展、合作的時代潮流不符，也不利於促進本地區國家之間的
安全互信。中方希望有關各方多做有利於維護本地區和平穩
定的事情，而不是相反。

■刺殺伊核專家嫌犯落網
【本報訊】據中通社29日消息：伊朗情報部28日發表

聲明稱，已經逮捕所有參與刺殺伊朗核科學家的嫌犯。聲明
稱，伊朗情報部在國內外展開了持續和廣泛的調查，最終找
出並逮捕了所有參與刺殺伊核專家的恐怖集團成員。這些嫌
疑人被認為與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有關聯。

此前，伊朗情報部長莫斯勒希17日稱，伊朗已經逮捕
了約20名與多起謀殺核科學家案件有關的嫌疑犯。莫斯勒
希稱，這些嫌犯曾通過某個鄰國進出伊朗和以色列。他沒有
透露這個國家的名稱，但伊朗先前指責阿塞拜疆為以色列
「恐怖分子」提供庇護。

■美眾院指司法部長蔑視國會
【本報訊】據中新社華盛頓28日消息：共和黨議員把

持的美國眾議院28日 「破天荒」指控現任司法部長霍爾德
蔑視國會，欲對他追究刑事責任。

當日眾院全院舉行投票，結果以 255 比 67 的壓倒性票
數認定霍爾德蔑視國會，其中17名民主黨議員也投下贊成
票。這是歷史上美國眾院首次對在任司法部長發出類似指控
。投票結果傳出後，霍爾德在一份聲明中表示眾院此舉出於
政治目的，欲在大選年誤導公眾，並專門批評挑起事端的共
和黨議員在意的是 「政治表演」，而不是公眾安全。

霍爾德與國會的糾葛源起一場備受爭議的執法行動。
2009至2011年，美國司法部下屬的執法機構發起一場行動
，故意 「放水」讓非法槍支流入墨西哥犯罪集團，希望藉此
順藤摸瓜，將倒賣槍支的犯罪人員一網打盡。誰知最終有
2000 多把槍支不見蹤影，更有兩把槍支在一名邊防人員遭
到槍殺的現場找到。期間司法部交給該委員會 7600 多頁文
件，但一直以保護內部人員 「暢所欲言」為由，拒絕交出一
些官員的來往電郵和相關文件，眾院監管和政府改革委員會
則認為司法部此舉有故意阻礙國會調查之嫌。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及英國BBC網
站29日報道：美國科羅拉多州的山火肆虐
多日，這場23日始於沃爾多峽谷的野火，
迫使數萬人逃離家園，摧毀約346座房屋
，並造成至少1人死亡。美國總統奧巴馬
周四晚上宣布，這場火災為 「重大災難」
，並於周五稍晚時視察災區。

科羅拉多是美國大選傳統上的搖擺州，也被認為
是主要決戰州，因此奧巴馬政府對這場山火極為重視
。就在奧巴馬到訪災區的幾個小時前，他宣布火災為
「重大災難」，為科州接受聯邦基金援助鋪路。截止

到星期四晚上，已有15%火場被撲滅。滅火的費用已
達到320萬美元。

奧巴馬親赴大選決戰州
官員說，這是科羅拉多州歷史上破壞最嚴重的火

災，全美過半的消防警力均已部署在科羅拉多斯普林
斯市，野火已經吞噬了當地 16 萬公頃的土地。周四
，全美各地有8800名消防員在與41場嚴重山火對抗
，他們動用了 21 部滅火飛機，超過 550 部雲梯消防
車和170部直升機。

警方周四晚上發現這場山火的首名罹難者。警察
局長皮特．凱里說，在一座報告有兩人失蹤的房子裡
，警方發現一個人的遺體。沃爾多峽谷的山火已經燒
毀了346座房子，是該州有史以來最具破壞性的災難
。官員表示，由於天氣條件的改善，救火的成效已經有
所改善，但警告稱，想控制住火勢仍需要幾周的時間。

兩人趁火打劫被捕
從空中看可看到火災肆虐過的地區，滿目瘡痍：

一排排房屋變成悶燃的灰燼，而僅幾英尺外的一些房
子，則基本上完好無損。這是數十年來美國西部最嚴
重火災之一，但空中照片並未能消除很多居民的憂慮
，他們都不知道自己的房子是否逃過火災。居民辨認
他們的街道的鳥瞰圖，仔細地看他們的房子是否損壞
或損壞程度。

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市長斯蒂夫．巴赫說，估計被
毀的房子數目，可能會增加。但房子被毀的消息，將
使那些受影響居民感到非常難受。3.2萬居民星期二
晚上匆匆收拾隨身物品，倉皇逃出被火焰吞噬的住宅
區。科羅拉多調查局說，有兩人因趁火打劫而被捕，
這兩人進入一座被疏散的房子裡盜竊。貝琳達．耶茨
和沙恩．加雷特被控二級盜竊和私藏甲基安非他命等

罪名。

大火逼近空軍學院
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市是該州第二大城市，也是美

國奧運訓練中心、北美防空司令部和管理軍事衛星的
空軍航天司令部的所在地。以上機構都沒有受火災威
脅。野火燒毀了空軍學院校園西南外緣一帶 50 公頃
土地，但沒有傷亡或建築物損失報告。距空軍學院
24公里的陸軍步兵駐地卡爾遜堡派出120名士兵，以
及推土機和其他重設備幫助開闢一條防火線，以阻止
野火蔓延至空軍學院。科羅拉多斯普林斯著名旅遊勝
地Flying W牧場，在火災中受嚴重破壞。但是當局
允許當地人進入該地區檢查牛群。

▲昂山素姬（左）26日與法國總統奧朗德在愛麗舍宮會
面 美聯社

▲支持 「奧巴馬醫保」 案的民眾28日在美國最高
法院外集會 法新社

▲科羅拉多州的山火27日逼近美國空軍學院 路透社

▲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地區靠近山腳的整個住宅區被山火吞噬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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