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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移民特赦计划取消的背后
希拉里谈败选：仍然很受伤

9 月 5 日 ，人
们在美国华盛顿
白宫附近参加集
会，抗议总统特朗
普废除“童年抵美
者 暂 缓 遣 返 ”计
划。
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摄
自 5 日美国司法部长宣布废除有关移 家眼中，这些廉价劳动力太划算了——显 伯格、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微软首席执
民 特 赦 的“ 童 年 抵 美 者 暂 缓 遣 返 计 划 ” 然，
“ 追梦计划”给美国下层民众带来了巨 行官纳德拉等在内的超过 350 名科技企业
（DACA）以来，由此引发的社会争议持续 大竞争压力。奥巴马能在 2009 年上台以及 及大型企业高层，联名签署反对废除该计
不断，支持者与反对者严重对立，令观察者 2013 年连任，美国有色人种和拉丁裔新移 划的公开信，称“追梦者”们攸关美国企业
担忧美国社会围绕移民问题的民意撕裂进 民的选票是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由于 和经济前景，废除该政策恐将打击美经济
一步扩大。
“追梦计划”受益者多为拉丁裔，
“ 追梦计 增长和税收。他们认为，
“ 追梦计划”受益
根据白宫随后发布的声明，虽然现有 划”也曾被指责是别有用心。
人，对各大公司和整个美国经济至关重要，
的 DACA 计划受益者中的大部分在明年 3
而特朗普之所以能够上台，很大程度 假如其失去保护身份、被驱逐出境，美将有
月 5 日之前并不会受影响，但美国政府将不 上则是利用了美国中下层白人对包括“追 超过 70 万个工作岗位出现空缺，美国经济
再接受任何来自无证移民的新申请。国会 梦计划”在内的奥巴马移民政策的强烈不 将遭受 4603 亿美元损失，并且在社保和医
方面则有 6 个月时间来考虑适当的立法解 满。2016 年总统竞选中，特朗普始终坚持 保税的收入上减少 246 亿美元。
决办法。
除美国以外，墨西哥、萨尔瓦多、危地
要将非法移民赶回家，声称要修隔离墙把
该决定意味着，DACA 这个与几十万 墨西哥人挡在墙外。可以说，是美国中下 马拉以及洪都拉斯等国均高度关注，除批
在美非法移民息息相关的“追梦计划”， 层白人把特朗普
“推进了白宫”
。
评特朗普的决定让来自拉美的非法移民感
在特朗普“美国优先”口号下很可能寿终
特朗普废止“追梦计划”，一方面是 到“焦虑、痛苦和恐惧”外，还向美国国会施
正寝。
投桃报李，回馈选民支持；另一方面则是 压，
敦促他们尽快拿出解决方案。
分析人士指出，
大部分
“追梦者”
已与美
着眼 2018 年的中期选举甚至 2020 年的竞
1.何为
“追梦计划
追梦计划”
”
选连任。
国社会融为一体，将其驱逐回母国，即便是
2012 年，时任总统奥巴马绕开国会以
此外，由于“追梦计划”是奥巴马的重 语言、
文化可能都有鸿沟。
驱逐
“追梦者”
，
可
总统行政令形式推动实施“追梦计划”。该 要政治遗产，而以“逢奥必反”形象示人的 能将制造更多社会、
族群纠纷与撕裂。
计划允许部分非法移民在被遣返之前可以 特朗普迈出这一步也并不太让人意外。
4.替代方案悬而未决
在美国境内拥有两年的合法工作时间。申
3.围绕
“追梦计划
追梦计划”
”
的民意撕裂
请“追梦计划”的非法移民应具备的条件
目前，制定“追梦计划”替代方案的皮
有：一是抵达美国时年龄在 16 岁以下；二是
特朗普政府废除“追梦计划”，在美国 球被特朗普政府踢到了国会脚下。如果国
会明年 3 月 5 日前没有通过新移民保护措
在 2007 年 6 月 15 日之前抵达美国并在此后 政坛、法律界以及全社会引发巨大争议。
持续居住美国境内；三是截至 2012 年 6 月
奥巴马在社交媒体上强烈反对废除 施，则将有 30 万人在 2018 年失去保护，另
15 日，年龄在 31 周岁以下；
四是已经上高中 “追梦计划”，称“这些年轻人没有错”，特朗 有超过 32 万人在 2019 年 1 月至 8 月失去保
或高中毕业，或从军队荣誉退伍者；五是无 普的决定是“残酷的”，而且会弄巧成拙。 护。一旦“追梦计划”赋予的居留许可到
重大犯罪记录。截至 2016 年 6 月，美国公 他说，
“无论美国人对移民问题存在怎样的 期，
“追梦人”将丧失就业的合法权利，理论
民及移民服务局（USCIS）总共收到 84.5 万 关切或不满，都不应该威胁这些年轻人的 上来说随时可能遭遣返。尽管时间紧、任
份申请，已审核通过的有 74 万。美国国土 未来”。对特朗普的决定，国会民主党人也 务重，特朗普仍旧希望一揽子解决移民制
安全部则指出，目前仍在“追梦计划”内的 给予猛烈抨击。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 度，
而非仅仅制定“追梦计划”
替代方案。
此间观察家指出，
目前国会有多个分别
参与者为 69 万，较 USCIS 向外披露的 74 万 洛西、2016 年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参
名要少。这些“追梦人”多数为拉美裔，如 议员均表示，废除“追梦计划”的决定“十分 由共和党及民主党提出的议案
“排队”
等候，
今基本上在 15 岁到 36 岁之间，其中大部分 残忍”。纽约市长则表示，将尽一切可能保 其中四个有可能会成为“追梦计划”替代法
都已是成年人。
护在美“追梦者”，并强烈希望国会通过新 案。其一是由民主党籍参议员德宾与共和
2014 年 11 月，奥巴马试图扩大“追梦计 的
“追梦者法案”
。
党的格雷汉姆提出的“梦想法案”
（Dream
划”受益者范围，推出升级版的 DAPA 计
早在“追梦计划”推行之初，多数共 Act）。全国移民法律中心专家指出，
该法案
划，希望使 370 万在美非法移民获益，从而 和党人就声讨奥巴马越权。当前，共和党 除在很多方面与
“追梦计划”
类似外，
含有让
帮助总数达到 45%的非法移民获得在美国 人大多支持特朗普的决定。国会众议院议 满足条件者成为公民或取得合法居留资格
的合法居住和工作权。不过，DAPA 计划最 长瑞安称，奥巴马的“追梦计划”本来就 的条款。其二是由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古
终因遭到 26 个州的反对而罢休。
是滥用权力。
比罗提出的“承认美国儿童法案”
（Recog早在竞选时，特朗普就承诺上任后将
在法律界，对特朗普废除“追梦计 nizing America's Children Act）。与“追梦计
立即废除“追梦计划”。但他在入主白宫后 划”看法不一。同时担任联邦总检察长的 划”
也类似，
给予申请者最终取得在美生活、
迟迟未行动，使共和党内部的移民强硬派 司法部长塞申斯认为，奥巴马的“追梦计 工作合法地位的机会。其三是由民主党籍
失去耐心。以得克萨斯州为首的十多个州 划”违宪。而康乃尔大学教授、法律专家 国会众议员古特雷斯提出并已获 112 位国会
的共和党人此前称，若特朗普不在 9 月 5 日 罗尔却认为，奥巴马发布实施“追梦计 民 主 党 人 联 署 的“ 美 国 希 望 法 案 ”
（The
前终止执行“追梦计划”，将向联邦政府发 划”的总统令在宪法上无懈可击，完全不 American Hope Act）。其主要内容是加快申
起诉讼。
“最后通牒”到来前，特朗普政府遂 惧诉讼挑战，“最不会造成混乱的替代方 请成为永久居民及入籍程序，
与
“追梦者”
并
决定废除
“追梦计划”
。
法，就是继续实施该计划”。纽约州检察 无直接关系。其四是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
塞申斯 5 日表示，
“追梦计划”是行政部 长施奈德曼说：“特朗普的这项行动将终 霍夫曼提出的“桥梁法案”
（BRIDGE Act）。
门“违宪行使职权”，不仅使美国西南边境 结数十万年轻人的人生，而他们一直视美 根据该法案，
禁止驱逐因为追逐梦想以及改
无陪伴未成年人数量激增，造成可怕的人 国为自己的家园。
”
善经济而来到美国的人。与前面三个法案
道主义后果，同时因为将工作机会给了非
废除“追梦计划”的决定，使该计划受 不同，
该法案未提供将来成为美国公民的渠
法移民，
使得成千上万美国公民失业。
益者对未来极度忧虑。教育界人士认为， 道。
驱逐“追梦者”不仅是某个人、某一族裔和
对几十万“追梦计划”内的年轻非法移
2.特朗普的心思
“不难懂
不难懂”
”
群体的损失，也是对高等教育系统，以及多 民而言，
现在只能寄希望于美国国会尽快拿
特朗普废除“追梦计划”的动机很明 年培养这些学生的社会资源的浪费，且会 出各方可以接受的替代方案，
让他们能继续
显，是为其选票考虑。奥巴马推出的“追梦 影响在校生的
“潜在去留”
。
留在从小生活的地方。否则，
他们就将面对
计划”，实际上动了美国下层民众的奶酪。
“追梦计划”要废止的消息传出后，
“追 “梦碎美国”
的结局。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持续低 梦者”和“追梦计划”支持者愤而走上街头
对向来以“大熔炉”著称的美国而言，
迷，就业形势严峻。而作为“追梦计划”受 抗议。从 8 月末开始，从得州奥斯汀到加州 这是否会成为一个节点，引爆多年来围绕
益者的新移民，勤奋且不挑剔工作，在广阔 洛杉矶，再到康涅狄格州纽黑文，民众纷纷 移民问题蓄积的民意对立和社会分裂，人
的农场、工厂劳作，苦活脏活累活都干，甚 举起标语支持“追梦计划”。而包括亚马逊 们拭目以待。
至不在乎有无保险。在美国农场主和资本 首席执行官贝佐斯、脸书首席执行官扎克
据《光明日报》

美国前“第一夫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
顿眼下正在宣传即将发行的新书《何以致败》。
她 10 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采访
时谈及去年总统选举她的败选经历，说自己眼
下仍然
“很受伤”
。
希拉里当天早晨在位于纽约市附近的家中
接受记者简·波利的采访。她说，在大选中败给
共和党对手唐纳德·特朗普一事一直令她“痛
苦，很受伤”。她承认，自己“当时根本没有起草
败选演说，而是一直在准备胜选演说”
。
希拉里在采访中再次表态，任国务卿时用
私人服务器处理机密邮件是犯下的最大错误。
“我认为最大的错误就是我使用了私人邮
件。”她告诉波利，
“ 我之前也说过，现在再说一
遍，这是我的责任。
（邮件一事）以如此消极的方
式呈现出来，
我永远无法摆脱它。
”
时任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在距离
总统选举投票日仅剩 11 天时，致信国会高层宣
布重启针对希拉里“邮件门”的调查。到了投票
日前两天，科米又说，维持首次调查结论，起诉
希拉里没有根据。这项调查被希拉里认为是导
致她败选的重要原因。
希拉里还承认，自己的竞选基调与民众情
绪不符。
“我知道许多美国人因为金融危机而愤
怒。但我认为自己的责任是试图解决它，而非
煽动这种情绪。”她说，
“ 但这是错误的，因为民
众希望我分享他们的愤怒，我应该在这方面做
得更好。
”
这是希拉里为新书宣传首次做客电视访谈
节目。
《何以致败》定于 9 月 12 日发行。按照法新
社的说法，新书摘录显示，希拉里虽然负起意外
败选的责任，
但也把矛头指向其他人，
包括科米、
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以及为她助选的前副总统
乔·拜登，
称去年大选许多环节都非她所能掌控。
现年 69 岁的希拉里还在采访中说，自己“作
为候选人这件事已经彻底结束”，不会参加 2020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但她仍计划参与政治，因
为她的确认为
“美国的未来危在旦夕”
。
希拉里称，曾担任过真人秀节目主持人的
特朗普在选战中表现得就像一名出色的真人秀
明星，善于利用美国民众的愤怒和沮丧。但他
眼下已经承认，总统工作比想象的要难很多。
希拉里说：“因为这 （担任总统） 不是一场
秀，这是现实。”
新华社特稿

擅发飓风“假新闻”

特朗普幕僚自打脸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社交网络助理
丹·斯卡维诺 10 日在“推特”上发出一段视频，称
飓风“艾尔玛”淹了迈阿密机场，眼尖的网民却
发现，那其实是墨西哥机场。尽管他赶紧删帖，
但已经抵挡不住洪水般的
“吐槽”
。
作为白宫社交媒体事务主管，斯卡维诺给
这段机场被淹的视频配上文字说：
“每小时在社
交媒体上同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迈克·）彭斯
共享有关飓风‘艾尔玛’的消息。这里是迈阿密
国际机场。注意安全！”
多名
“推特”
用户反映，
视频中的机场位于墨西
哥首都墨西哥城，且暴雨发生于早些时候，并不
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国际机场也在自己的“推
特”
账户上澄清：
“视频并非出自迈阿密国际机场。
”
斯卡维诺删除这条“推文”，但没有道歉。
他似乎在推卸责任，称从民众那里收到上百条
有关飓风“艾尔玛”的视频，
“ 为了告知大家，我
才分享的。
”
英国《每日邮报》爆料，斯卡维诺几十年前
就被特朗普看中，受雇成为他名下一家高尔夫
球场的球童。有报道说，他经常为特朗普操刀
“推文”
。
斯卡维诺时常批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假新闻”。如今他自己
发“假新闻”，网民自然不会放过这一不核实便
发帖的举动。
一名“推特”用户写道：
“白宫社交媒体主管
应该更清楚，在同总统分享前，要核实视频的真
实性”。有人开玩笑说，特朗普在佛州的“海湖
庄园进水了，
快分享！”
新华社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