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議員稱中美貿易協定為雙贏局面
來自猶他州的美國國會共和黨眾議員克裡斯·斯圖爾特(Rep.
Chris Stewart, R-UT)是眾議院撥款委員會及情報委員會兩個至
關重要委員會的成員。進入國會前，斯圖爾特曾在空軍擔任飛行
員 14 年，1995 年，他和隊友駕駛的 B1 轟炸機打破以最快速度完
成環繞地球飛行的世界紀錄，另外他還是位出版了 18 本著作的
作家。斯圖爾特議員最近在國會山接受了美國之音國會記者張佩
芝的專訪，談到他四月份的中國行以及對美中貿易、朝鮮核危機
及美中關係前景的看法。

記者：斯圖爾特議員，謝謝您接受美國之音中文部專
訪。
斯圖爾特議員：很高興再次接受你的採訪。
記者：您四月份參加由參議員斯蒂夫·戴恩斯(Sen.
Steve Daines, R-MT)率領的國會代表團到中國和日本
進行訪問，這次訪問的目的是什麼？您和中方討論了哪
些議題？
斯圖爾特議員：主要是貿易。但從我的角度看，由於我
是眾議院情報委員會成員，我們也希望和中方討論情報
方面的議題，尤其不出人意料的，我們想討論朝鮮核危
機。最近情勢似乎有些緩解，但我們訪問時情況非常緊
張，我們希望通過此行看中國和日本是否能在這個議題
上提供我們前所未見的幫助。在解決朝鮮核問題上，我
離開亞太地區時比過去感覺受到鼓舞。
記者：上週末朝鮮進行了一次成功的導彈測試，您曾是
美軍空軍飛行員，您認為美國應如何處理朝鮮核危機？
斯圖爾特議員：我告訴你什麼辦法沒有用，那就是戰略
忍耐。這個政策從 90 年代我還在軍中時從克林頓總統
開始、然後是小布希總統、到奧巴馬總統。一直以來我
們有兩個目標，就是阻止朝鮮發展導彈專案及核武器專
案，如果這是我們的目標，顯然我們失敗了，因為我們
一個目標都沒達到。
我覺得川普總統說的很對，我們絕不允許朝鮮發展能運
載核武器、射程涵蓋美國本土的洲際彈道導彈。如果朝
鮮達到這目標，他們不只能威脅一個城市，他們能威脅
美國許多城市。

如果你一年前問我，我們是否能阻止這樣的情況發生，
我不確定我能說，是的，我們可以阻止，但現在和過去
相比我感到較為鼓舞。中國在幫助處理朝鮮問題上比過
去積極，中國領導層表示，我們瞭解中國可以在此問題
上扮演更果斷積極的角色，日本也是，還有美國在當地
的盟友，甚至菲律賓，一年前他們似乎和中國靠攏，但
他們退了一步。我認為當地正在形成一個同盟，也許我
們可以改變朝鮮的方向得到一個有利於我們的結果。
記者:回到貿易問題，來自蒙大拿州的參議員戴恩斯親
手提了四塊蒙大拿州牛排送給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強調中國開放市場讓美牛進口的重要性，可不可以跟我
們形容一下這個互動？
斯圖爾特議員：這是個令人高興，很有意思的互動。很
有趣，因為要把冷凍牛排帶上飛機，從華盛頓飛到北京，
還要讓這些牛排保持冷凍狀態是個挑戰，我想他（李克
強）有點驚訝，但這是一個很好的象徵性舉措，美國牛
肉品質優良，戴恩斯參議員來自蒙大拿州，他開玩笑說
在他的選區裡，牛的數量比人多三倍。這個議題對蒙大
拿州、猶他州和中西部的人民很重要，牛肉業在美國是
個很大的產業，中國是個很大的市場，中國開放市場讓
美牛進口是個正面的進展。
記者：美國和中國在您們訪問後達成了一個貿易協定，
中國將開放美國牛肉、金融服務業和天然氣市場，而相

對的，美國也會允許進口中國的熟雞肉，這個協議對您
的選民有什麼影響？
斯圖爾特議員：比方說，在猶他州鄉村地區，我們有成
千上萬個牧場，我就是在牧場長大的，我們要擠牛奶，
養牛，所以這對我的選區來說是件大事，對中西部來說
是件大事。這是一個雙贏的局面，對中國人民來說是件
好事，對美國人民來說是件好事，我們將會有更進一步
的關係，更緊密的經濟關係，中國人民可以享用美國的
優良牛肉。所以這是個雙贏的結果。
記者：川普總統上任已經四個月，本星期華盛頓最令人
關注的消息是媒體報導川普總統可能把機密資訊洩漏
給俄羅斯官員，身為眾議院情報委員會成員，您怎麼看
這個爭議？
斯圖爾特議員：任何時候一個總統被指控其行為危及國
家安全都會引發每個人的擔憂，但事實是，我不認為那
發生在川普總統身上。國務卿蒂勒森當時在場，他堅持
說，他的聲明很清楚地說，川普總統並沒有洩露任何不
妥的資訊，國家安全顧問麥克馬斯特也在場，他也是這
麼說。
那些根本沒有在場的人用不願透露姓名的方式告訴媒
體這樣的消息，我對此感到困擾。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
一點，我認為這些向媒體洩露細節的人對我們國家安全
造成更大的傷害，他們說的有些東西相當敏感，我認為
這造成更大的傷害。川普總統和俄羅斯官員分享的資訊
和航空有關，包括如何保護乘客等。在場的蒂勒森和麥
克馬斯特也說，會談中沒有洩露任何不妥的資訊。

斯圖爾特議員：我認為是相當正面的，他和習近平在佛
羅里達州海湖莊園會面，他們在那裡似乎進行了很好的
會談，他們似乎建立了友誼，我們在中國時也受到溫暖
的款待，那正好是川普和習近平會晤的同一個星期，他
們對我們的反應也很正面，我認為這幫助推動很多領域
裡議題的進展，我認為他説明推動中國在朝鮮事務上扮
演更積極的角色，也幫助推動兩國間的貿易和市場開
放。
美中有良好關係至關重要，我們對他們過去幾年在南中
國海的行為感到擔憂，但如果我們的總統和中國領導層
有良好的關係，我們將能更好地處理美中之間的分歧。
記者：您對美中未來關係有什麼期望？
斯圖爾特議員：就這個問題我和包括習近平主席和李克
強總理在內的中國領導層有些很有意思的對話。有一個
歷史理論，就是當世界有個興起的大國，還有一個已存
在許久的大國，過一段時間，這兩個大國幾乎肯定會發
生衝突。回顧歷史，我們看到似乎真是如此。我把這個
現象提出來和中方討論並問到，我們如何不讓歷史重演？
我們不能讓美中兩個國家成為敵人，當我們兩國在全世
界爭取影響力範圍時，我們不能讓兩國發生戰爭。中國
領導層很清楚向我們表示，他們也不想讓這樣的情況發
生，美國也顯然不想讓這樣情況發生，但我們在某些議
題上的確有不同利益。所以能夠坐下來以誠實的態度就
我們的分歧進行討論十分重要，不要用挑戰雙方的態度，
不要用一種把情況弄得更糟的方法。我認為基本上我們
能夠這麼做，我們大部分人希望美中兩國未來能繼續這
麼做。

記者：您如何看川普總統目前為止處理美中關係的方
法？

川普稱喜歡習近平、中美關係很好

“

川普是中國（中共）最好的朋友（比薩達姆，卡紮菲都要好）
，

因為他會帶領美國走向衰敗。

”
——金一南少將

美國總統川普星期三再度表示，中國看來無法在朝鮮問
題上提供更多幫助。他還說，目前美中關係很好，他很
喜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星期三他前往愛奧華州，為
即將前往中國就任美國駐華新大使的布蘭斯塔德送行，
並在該州錫特拉皮茲市中心舉行了一場競選風格的集
會。
雖然川普在講話中承認，指望中國在朝鮮問題上提供更
多幫助看來難以實現，但他充分肯定了與中國的關係。
他說：“平心而論，我們與中國有很好的關係，我的確

喜歡習主席。在朝鮮問題上，我希望
能從中國那裡得到多一點幫助，但是
看來不可行。但是我的確很喜歡這位
中國國家主席。”
川普星期二曾發推文表示說，雖然他
感謝中國幫助解決朝鮮問題，但是並
沒有見效。川普這一推文被認為是他
借中國之力應對金正恩政權的策略失敗。
在另一方面，美中外交和國防部長級別的戰略對話星期
三在華盛頓開始舉行。在第一天的會談中，美國要求中
國增加對金正恩政權的外交和經濟壓力，約束朝鮮。
川普在講話中稱讚即將前往中國就任美國駐華新大使
的特裡·布蘭斯塔德是愛荷華州的傳奇人物。布蘭斯塔
德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保持了幾十年的交往。

文件中找不到关系 ID 为 rId10 的图像部件。

立體快巴夢一場 試驗線月底拆除完畢
寬體高架電車（Transit Elevated Bus，TEB），又名為巴鐵、
立體快巴等，6 月 21 日被中國官方下令拆除試驗線，預定月底前
拆除完畢。TEB 原本是號稱可以解決城市交通問題的未來運輸工
具，外型類似氣墊船。構想中的 TEB 在行駛時，底部可同時允許
其他車輛通過。歐美城市由於長年飽受堵車之苦，所以對於 TEB
的出現也抱持肯定與期待。2016 年 8 月，TEB 公開亮相，當時受
到中國官方媒體大篇幅的報導；不過，很快就有學者質疑 TEB 根
本不可行，懷疑是騙局一場；接著，投資 TEB 的公司又被揭露有
非法集資問題。據中新網報導，北戴河區政府已拒絕開發商延長
租用合同，21 日起，工人已開始拆除試驗線的鐵軌，並斷開車輛
電源連接。
此外，當地居民表示，自去年 10 月起，TEB 就沒有繼續測試，居

圖為 TEB 的模型
目的情況來看，能解決堵車問題的大眾運輸工具，在未來仍有巨
大市場。

民已向區政府投訴 TEB 佔用道路阻礙交通，目前該試驗線僅剩下
兩名保安看守著。雖然 TEB 的計畫胎死腹中，不過由當時受矚

玉林狗肉節如期開幕
週三，一個聲名狼藉的狗肉節在中國廣西玉林開幕了。商人將狗

們並沒有干涉這些狗肉攤。根據人道協會的統計，在中國每年有

去毛後宰殺，剁碎屠體，再交給廚師烹煮。一個月前法廣稱收到

1,000 萬到 2000 萬隻狗被殺死，在中國吃狗肉是合法的。當地人

消息，中國今年將禁止舉辦狗肉節。不過根據法新社的報導，玉

受訪時表示，吃狗肉是傳統的一部份。40 歲的玉林居民李永偉說，

林南橋市場在夏至當天，仍有兩排攤位在賣狗肉。動物保護團體

狗與其他肉類一樣。“你不能強迫一個人去做出不想做的事，就

說，那是攤商與政府達成的協議：限制攤位數量。市場仍然有人

如同你不能強迫一個人選擇當佛教徒，基督徒，或者穆斯林一樣。”

排隊買狗肉，其他攤商則提供荔枝或家禽販售，在當地，這些是

25 歲的陳兵說，既使政府取消了，狗肉節也會繼續下去。“年輕

與狗肉搭配著一起吃的。現場十字路口有大批警力站崗，不過他

人，老人，甚至嬰兒都吃狗肉，這是傳統。”

中華民國空軍少校搭載軍機吃喝嫖賭被重懲

疑店家，要求退錢，但店家堅稱沒收到現金，兩方僵持不下報警

中華民國空軍松山指揮部一名陳姓少校，在 6 月 8 日與 9 日期間，

處理，因而使此事曝光。

與其他軍中同僚、眷屬，以官兵旅遊名義，申請一架 C-130 軍用

6 月 22 日，國防部空軍司令部在媒體報導後召開記者會證實此事，

運輸機，搭載軍 13 民 5 人，由臺北至澎湖來回。抵達澎湖後的

表示感到痛心遺憾，涉案的軍人都被嚴懲記過，並列入淘汰對象，

淩晨，陳姓少校夥同其他 6 人，至一家有越南籍女子陪酒的色情

其長官連坐處分。松指部位於臺北松山，負責總統專機與其他任

KTV 店進行性交易。結帳離開 KTV 店時，7 人發現有一人以刷卡

務。涉案軍人隸屬于松指部轄下的勤務隊，勤務隊的工作以後勤

方式付一萬元新臺幣酒帳，但另一人說店家已收現金。軍人們懷

維修保養機具為主。

每日圖片
圖為豹屬中最大的物種美洲豹。本圖的張貼是為
了慶祝奧林匹克日。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於 1894
年 6 月 23 日正式成立。而裡約奧運巴西隊的吉
祥物是一隻穿著巴西國家色彩黃色和綠色的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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