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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韋斯肺感染致呼吸衰竭

博納再次當選眾院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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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曉敏紐約三日電】美國第113屆新
國會3日舉行宣誓就職儀式。共和黨的博納有驚無險
，保住眾議院議長職位，贏得第二個兩年任期，但威
望已因 「財政懸崖」談判大傷。

雖然有少數共和黨議員不支持，博納仍以220票
對192票勝出，擊敗民主黨對手佩洛西。

上屆國會在新年來臨前後和奧巴馬政府談判達成
協議，避免所謂 「財政懸崖」危機造成的最嚴重後果
，但原本代表共和黨談判的博納聲望受創不輕，遭到
黨內保守派議員批評。預計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內，
新國會將會繼續就上一屆國會遺留下來的議題進行討
論和表決，而民主、共和兩黨之間的鬥爭也將繼續延
續下去。根據日程表，新國會開張後最為緊迫的議題
，應該就是美國迅速擴大的國債問題、槍支管控問題
以及移民改革問題等。

去年11月的選舉，共產生了新的國會參眾兩院議
員90位，雖然選舉結果並未改變共和黨主導參議院，
民主黨主導眾議院的局勢，但美國各界都希望這個新
議員佔近兩成的新國會，能夠改變上屆國會民調低下
、效率不彰的壞形象。

3華裔女眾議員受矚目
3日宣誓就職的第113屆國會，女性、少數族裔和

公開同性戀身份的聯邦參眾議員人數都超過往屆。三
位華裔女議員出現在國會山，不但揭開在美華裔參政
新頁，在美國國會史上也是首見。她們分別是來自美
西加州的趙美心，來自美中芝加哥的譚美．達克沃斯
和來自美東紐約市的孟昭文。

雖然美國國會仍然是白種男性主導的政治競技場
，但新國會走向多元，更能反映美國當前族群分布現
狀和要求性別平等的呼聲。此屆國會首次出現了多位
公開同性戀身份的議員，比如，威斯康星州選出的鮑
德溫是美國首位公開同志身份的參議員，加州選出的
日裔眾議員高野是首位公開出櫃的亞裔國會議員，來
自亞利桑那州的眾議員席納瑪，今年只有36歲，是首
位公布雙性戀身份的眾議員。

此屆國會擁有三位華裔女性眾議員，頗為引人注
目。其中來自美西加州的趙美心，在去年11月的選舉
中，以超過兩位數的差距戰勝共和黨對手順利連任，
成為加州歷史上首位獲得連任的華裔聯邦眾議員。來
自紐約州第六選區的孟昭文，以七成得票率成為美東
地區第一位華裔聯邦眾議員。在伊拉克戰爭中失去雙
腿的譚美．達克沃斯，擁有一半華裔血統，是伊利諾
伊州首位亞裔國會眾議員。

兩年前，國會眾議院曾首次同時擁有三位華裔議
員，當時是俄勒岡州的吳振偉、加州的趙美心和夏威
夷州的周永康。吳振偉因涉嫌對友人的18歲女兒有不
當性接觸，於2011年7月在各方壓力下辭職。周永康
2010年5月在一次補選中出線，但在11月期中選舉中
落敗，眾議員任期只有半年多。

美新一屆國會開始

如果查韋斯不敵病魔，或者喪失能力以致
無法管治，那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呢？如果他的
病情嚴重到令他無法出席宣誓就職典禮，那又
會怎麼樣？

現在根據委內瑞拉憲法解釋和專家的意見
，未來數天可能會出現的如下幾個局面：

●如果議會宣布查韋斯永久離職，又或者
他在1月10日的就職典禮日期之前去世：

副總統馬杜羅將完成下周結束的查韋斯任
期。然後國民大會主席（議會議長）卡貝略就
會就任總統。新的選舉將在30天內舉行。

●如果查韋斯在1月10日宣誓就職，但其
後死亡，又或者其病情迫使議會宣布他永久離
職：

副總統將就任總統，但新選舉要在30天之
內舉行。

●如果查韋斯未能在1月10日宣誓就職，根
據憲法，查韋斯可在委內瑞拉最高法院前宣誓
就職。

加拉加斯安德烈斯．貝略天主教大學憲法
法律教授卡薩爾說，憲法沒有明確規定向最高
法院宣誓就職必須於1月10日進行， 「那為解釋
留下了空間」。

查韋斯所屬政黨高層幹部，都認為宣誓就
職可以延遲。如有需要，查韋斯可以在委內瑞
拉駐古巴大使館內，在最高法院法官面前宣誓
就職。

其他專家則認為1月10日這個宣誓就職日期

沒有商量餘地，必須在當天進行，而且不能在
古巴的大使館內進行，因為 「那不是委內瑞拉
的領土」，不過最終可要求最高法院作決定。

●如果議會宣布查韋斯暫時離職：
另一名官員將就任總統最多90天，議員們

可以將這個期限再延長90天。即是，如果議會
選擇宣布查韋斯暫時離職，那他們最多擁有180
天時間，才判決查韋斯是否喪失能力。

但亦引起一番爭論：憲法說，如果宣布查
韋斯暫時離職，那就應該由副總統接任。但如
果查韋斯尚未宣誓就職，他的副總統合法性也
成疑問。

查韋斯支持者認為，由於查韋斯成功連任
，其政府自動延續下去展開新任期。但反對派
認為，現政府的任期將在10日完結，所以應該
由國民大會主席就任總統。專家說，更大的問
題就是 「暫時離職」的說法是否恰當。

（CNN）

【本報訊】綜合英國《每日郵報》、法新社
和中央社4日消息：就在輪姦案罪犯出庭受審之
際，印度3日驚傳有執政國大黨議員到地方巡察
時，在半夜強闖民宅性侵一名女子，直到早上才
被當地村民發現，眾人將該議員的上衣扒光痛毆
一頓。該名議員隨後被警方逮捕，並被國大黨開
除黨籍。

印度阿薩姆邦執政黨國大黨議員布拉馬，
近日到印度與不丹邊境的桑蒂普拉村進行訪問
。他周四半夜偷溜進當地民宅，性侵一名已婚
女子。他的惡行後來被當地村民發現，眾人怒
不可遏，將他團團圍住。村民們脫去布拉馬的
上衣，持棍棒追打他。一家當地電視台隨後趕
到，並拍攝了一群女村民摑其耳光並撕去外衣
的畫面，隨後男性村民也加入毆打隊伍，直到
警察到來。

警方消息稱，布拉馬是在侵犯女子時，被受
害者的丈夫發現。他目前已被警方拘留，並被開
除黨籍。本次事件也在高哈蒂地區引發示威集會
，約360人聚集示威，要求嚴懲布拉馬。

印度巴士輪姦案5名成人被告遭控9項罪名，
主文33頁的起訴書含附錄逾1000頁，共列50名控
方證人。警方引用被害人、男性友人、兩人父母
、多名警官、中央法醫科學實驗室官員、薩夫達
君和伊麗莎白醫院醫生的證詞，及DNA報告，
完成起訴書。特別檢察官莫漢與另一名特別檢察
官克里希南將到庭，法官裁示5日再審。

5犯被控9罪 少年最殘忍
起訴書提交新德里薩基特地方法院輪值法官

格羅弗，其中一共列出50名控方證人。警方尚未
收到伊麗莎白醫院的驗屍報告，因此相關資料尚
未呈堂。

本案6名被告中，包括巴士駕駛拉姆、拉姆
的弟弟穆凱什，以及共犯健身教練維奈、水果小
販帕萬、巴士服務幫工阿克沙伊等5人被依9項罪
名起訴。

這些罪名分別是非自然性行為、毀滅證據、
企圖謀殺、意圖禁錮他人的綁架或誘拐、搶劫蓄
意傷害、結夥搶劫、搶劫謀殺、共犯故意和預謀

犯罪，最重可能求處死刑。
報道說，警方調查發現，本案經 「預先計劃

」，因此才會加入預謀犯罪的起訴罪名。
第6名被告因為是未年滿18歲的青少年，因

而未遭起訴，他將在少年法庭受審。但據《印度
時報》報道稱，該名少年被告其實最殘忍。依現
行法律，即使被判最高3年徒刑，他也可能被關
幾個月獲釋。經少年法庭審理的被告，依法在滿
18歲之後，也不得轉送成人監獄。暫時未知該名
被告滿18歲之後，該如何處置。

莫漢說，本案6名被告人人有份，得對犯罪
擔負相同責任， 「我們對所有被告掌握了充分的
證據，包括少年也是」。

貼錯照片 同名女學生受擾
印度當局禁止公開新德里輪姦案受害者姓名

，傳媒均以假名稱呼她。一名與受害者假名相同
的印度女學生，她的照片近日被人擺到了社交網
站臉譜（Facebook）上，聲稱是受害者，這幅照
片隨即在網上瘋傳。該女學生的父親4日向警方
投訴澄清照片不實。被盜相的女學生的家人大感
憤怒和不安，其父親報警求助，要求警方緝拿不
法之徒。南部喀拉拉邦警方網絡罪案部門助理專
員維納耶庫馬說，已經接到投訴，聯絡臉譜移除
有關照片和文章。

印議員性侵民女被扒光痛毆

委國政局變數多

在副總統馬杜羅和議會議長卡貝
略等高級政府官員3日從古巴探望查
韋斯回來後，委內瑞拉新聞和通訊部
長比列加斯隨後發表講話稱，查韋斯
在手術後發生 「嚴重肺感染」，導致
「呼吸衰竭」，需要嚴格遵醫囑治療

。他的講話只持續了兩分鐘，沒有提
供更多細節。

查韋斯自去年12月11日前往古巴
接受第4次癌症手術後，就不曾公開
露面。他術後傳出併發症，但官方曾
表示查韋斯狀況無大礙。

比列加斯也警告說，總統的健康
已變成一場旨在破壞政府穩定和毀滅
社會主義革命運動的目標，政府 「警
告委內瑞拉人民，小心這場由跨國媒
體圍繞國家元首的健康發動的心理
戰，它的終極目標是破壞委內瑞拉的
穩定」。

這項聲明發表之際，正是委內瑞
拉國內正愈來愈強烈地要求當局公布
查韋斯詳細病情，以及質疑他是否適
合1月10日再次宣誓就職。

10日就職禮成焦點
去年10月，查韋斯連續第四次當

選委內瑞拉總統。根據憲法，查韋斯
應於1月10日返回首都加拉加斯舉行
就職儀式。但是，距離就職日期僅有
一個星期，查韋斯的病情仍然撲朔迷
離，目前尚未有任何消息明確指出他
是否能按時回國參加典禮。

因此，現在委內瑞拉國內爭論的
焦點是，如果查韋斯無法完成就職，
結果會怎麼樣。

馬杜羅和卡貝略3日發表講話稱
，現任政府不準備移交權力，並且否
認兩人之間有內部權力鬥爭的謠言。
馬杜羅說： 「我們比以前任何時候都
更團結。」卡貝略在談到報道中的分
裂時說，反對派必須等待 「二千年，

這種事情才會發生」。
分析人士指出，這次病情聲明其

實與之前的大有不同。美國癌症學會
前會長、腫瘤醫生許爾特表示，這是
委國政府首次在聲明中提及與病情有
關的關鍵字眼。 「嚴重肺感染」和 「
呼吸衰竭」證明了查韋斯現時狀態虛
弱。

美委接觸係查韋斯授權
另外，馬杜羅批評，關於美國同

委內瑞拉的外交官近日互有接觸的報
道存在扭曲情況。美國政府一名不願
透露姓名的官員早前證實，負責西半
球事務的美國助理國務卿雅各布森11
月曾經與馬杜羅通電話，討論關係改
善的方式。

報道暗示，這些外交交流是在假
設總統查韋斯去世，為兩國關係改善
所作出的初步努力。不過，馬杜羅指
出，外交接觸其實是查韋斯親自授權
進行的。

馬杜羅說： 「在這些日子，我們
看到一項只不過是在總統（11月末和
12月初）授權下尋求進行的活動，如
何被人企圖扭曲。而這一定同對美國
政府的關係有關。」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努蘭3日否認
有關美國官員干涉委內瑞拉內政的說
法，但承認美國官員一直有與委內瑞
拉人接觸，這些人來自 「各個政治層
面」。她說： 「這裡沒有 『美國製造
』的解決方案。這是必須由委內瑞拉
人民自己來做的事情。」

查韋斯多年來以堅定的反美形
象著稱。美國駐加拉加斯大使館自
從2010年7月就沒有大使進駐。查韋
斯拒絕了美國提名的大使人選，指
控他對委政府發表不尊重的言論，
令美國撤銷委內瑞拉大使的美國簽
證。

【本報訊】據中央社4日消息：英國醫院發言人4日說
，因提倡女孩受教育權，去年10月間為激進塔利班分子
槍擊頭部重傷的巴基斯坦維權少女馬拉拉3日已出院。

位在英格蘭中部伯明翰的伊麗莎白皇后醫院說，15
歲的馬拉拉3日出院，她將和家人在英國暫時的住處繼
續進行休養，並在幾周後，回院進行重要的頭骨重建手
術。

院方說： 「馬拉拉是一位堅強的年輕女孩，很努力
與照顧她的人合作，康復情形有大幅進展。在與她的
醫療團隊討論過後，我們決定她可獲准返家，與父母和
2兄弟團聚。」

塔利班極力反對女性受教等權利。馬拉拉遭塔利班
分子槍擊後，送往英國就醫。這起攻擊事件引發國際譴
責，馬拉拉也在國際間成為反抗塔利班的象徵。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法新社和CNN網站4日消息：委
內瑞拉政府周四證實，身患癌症的總統查韋斯由於嚴重肺部感
染，導致呼吸衰竭，正在接受治療。當局同時指責跨國媒體利
用查韋斯健康不佳來發動 「心理戰」 ，破壞委內瑞拉的穩定。

巴維權少女馬拉拉出院

▲巴基斯坦維權少女馬拉拉（中）4日離開英國的醫院
法新社

▲印度國會議員布拉馬3日涉嫌強暴一名女性
，被當地村民扒光衣服毆打

英國《每日郵報》

▲美國共和黨眾議院議長博納（右）和民主黨籍
少數黨領袖佩洛西（左） 法新社

副總統馬杜羅副總統馬杜羅

國民大會主席卡貝略國民大會主席卡貝略

▶3日，一名委內瑞拉兒童從查
韋斯的壁畫旁邊走過 路透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