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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西‧賈克生一家人曾經吒叱風雲傑西‧賈克生一家人曾經吒叱風雲

在美國西維吉尼亞州的艾爾德森監獄在美國西維吉尼亞州的艾爾德森監獄
(Alderson)(Alderson)裡裡，，一共關了一千三百三十一一共關了一千三百三十一
名女犯人名女犯人，，這些女囚犯的罪行包括了殺夫這些女囚犯的罪行包括了殺夫
棄子棄子、、謀財害命謀財害命、、私娼賣淫私娼賣淫、、吸毒販毒吸毒販毒、、
勒索詐騙和貪污賄賂等等………勒索詐騙和貪污賄賂等等……… 毫無疑毫無疑
問的問的，，這些凶悍的女人都是違法犯罪這些凶悍的女人都是違法犯罪，，品品
德具有嚴重瑕疵的壞女人德具有嚴重瑕疵的壞女人，，她們也都是被她們也都是被
社會所遺棄的女人社會所遺棄的女人。。

就在最近就在最近，，這個監獄又增加了一位女這個監獄又增加了一位女
犯人犯人，，她的囚衣號碼是她的囚衣號碼是3245332453--016016，，這個這個
數字並不特殊數字並不特殊，，但是穿著這個囚衣號碼的但是穿著這個囚衣號碼的
女犯人卻非常特殊女犯人卻非常特殊，，她就是美國著名的民她就是美國著名的民
權領袖老傑西‧賈克生權領袖老傑西‧賈克生(Jesse Jackson )(Jesse Jackson )的的
媳婦桑德拉‧賈克遜媳婦桑德拉‧賈克遜（（Sandi JacksonSandi Jackson）！）！

今年五十二歲的桑德拉‧賈克生是從今年五十二歲的桑德拉‧賈克生是從
20072007 年開始擔任芝加哥的市議員暨第七年開始擔任芝加哥的市議員暨第七
行政區行政區(( 77th ward )th ward )區長區長 ( Alderman)( Alderman)，，不不
但她的公公舉世聞名但她的公公舉世聞名，，而且她的丈夫也是而且她的丈夫也是
大名鼎鼎大名鼎鼎，，就是早些年前被就是早些年前被 「「新聞週刊新聞週刊」」
（（NewsweekNewsweek））視為芝加哥未來的市長視為芝加哥未來的市長，，
以及很有可能成為美國的第一位非洲裔黑以及很有可能成為美國的第一位非洲裔黑
人總統的小傑西‧賈克生人總統的小傑西‧賈克生(Jesse Jackson(Jesse Jackson
Jr.)Jr.)。。

桑德拉‧賈克生既然具有那麼好的條桑德拉‧賈克生既然具有那麼好的條
件與背景件與背景，，甚至還有可能成為美國的第一甚至還有可能成為美國的第一
夫人夫人，，她又為何會從天堂打入地獄牢房呢她又為何會從天堂打入地獄牢房呢
？？

那是因為她與她的丈夫小傑西‧賈克那是因為她與她的丈夫小傑西‧賈克

生不當挪用生不當挪用( misuse )( misuse )了七十五萬美元的了七十五萬美元的
「「政治獻金政治獻金」」( campaign funds)( campaign funds)以及虛假以及虛假

報稅而被以電匯欺詐報稅而被以電匯欺詐、、郵件欺詐和虛假陳郵件欺詐和虛假陳
述等罪名被美國地區法官艾米‧伯曼‧傑述等罪名被美國地區法官艾米‧伯曼‧傑
克遜克遜(Amy Berman Jackson)(Amy Berman Jackson)判處小傑西‧判處小傑西‧
賈克生入獄三十個月賈克生入獄三十個月,,桑德拉‧賈克生則桑德拉‧賈克生則
被判刑十二個月被判刑十二個月，，並要歸還所有動用過的並要歸還所有動用過的
活動資金活動資金，，而且再賠款七十五萬美元而且再賠款七十五萬美元。。

在聆聽到艾米‧伯曼‧傑克遜法官宣在聆聽到艾米‧伯曼‧傑克遜法官宣
佈她倆的刑期時佈她倆的刑期時,,夫婦都被撼嚇到了夫婦都被撼嚇到了，，小小
傑西‧賈克生站在法庭上不像是一個有淚傑西‧賈克生站在法庭上不像是一個有淚
不輕彈的硬漢子不輕彈的硬漢子,,竟然幾次一把鼻涕一把竟然幾次一把鼻涕一把
眼淚眼淚，，泣不成聲泣不成聲，，看了不禁讓人鼻酸看了不禁讓人鼻酸,,有有
一瞬間一瞬間，，他想要說話卻只能小聲說出他想要說話卻只能小聲說出 「「我我
看不見看不見............來來」」，，因為那時他的眼淚完全因為那時他的眼淚完全
模糊了他的眼鏡鏡片模糊了他的眼鏡鏡片。。

「「我沒有把我個人的私生活和公眾的我沒有把我個人的私生活和公眾的
政治生活分隔開來政治生活分隔開來，，我犯了大錯我犯了大錯，，」」他懺他懺
悔說道悔說道 「「我願意為我的行為負責我願意為我的行為負責，，我是我是
整個國會應該引以為警惕的活例子整個國會應該引以為警惕的活例子。。」」

桑德拉‧賈克生的臉部也是僵硬桑德拉‧賈克生的臉部也是僵硬、、臉臉
色慘白色慘白，，她曾企圖對法官打悲情牌她曾企圖對法官打悲情牌,,她憂她憂
傷的對法官說傷的對法官說 「「今天我恭敬的站在妳的今天我恭敬的站在妳的
面前面前，，我祈求妳的仁慈我祈求妳的仁慈，，我們的孩子還小我們的孩子還小
，，十分可憐十分可憐，，我希望妳能夠讓我不要入獄我希望妳能夠讓我不要入獄
而改在社區里服務而改在社區里服務,,並在家裡繼續照顧我並在家裡繼續照顧我
的孩子的孩子。。」」 但是艾米‧伯曼‧傑克遜法但是艾米‧伯曼‧傑克遜法
官一口回絕了他們夫婦的請求官一口回絕了他們夫婦的請求。。

「「這些理由都是不成立這些理由都是不成立
的的，，你們的請求基礎相當薄你們的請求基礎相當薄
弱弱。。」」 艾米‧伯曼‧傑克艾米‧伯曼‧傑克
遜法官說遜法官說 「「你們要知道你們要知道，，不不
是法庭讓你們的孩子處於這是法庭讓你們的孩子處於這
般境地般境地，，也不是政府要加害也不是政府要加害
於你們的孩子於你們的孩子,,而是你們自而是你們自
已所造成今天的下場已所造成今天的下場！！」」

不過法官也不過法官也 「「法外開恩法外開恩
」」，，兼顧到人情倫理的一面兼顧到人情倫理的一面
，，他考慮到夫婦倆需要有人他考慮到夫婦倆需要有人
照顧兒女照顧兒女，，所以讓他們輪流所以讓他們輪流
入獄服刑入獄服刑，，而且尊重他們夫而且尊重他們夫
妻的意見由小傑西‧賈克生於妻的意見由小傑西‧賈克生於20132013年年1010
月月 2929 日先進入北卡羅來納州的日先進入北卡羅來納州的 ButnerButner 服服
刑刑，，20142014年年44月被轉至阿拉巴馬州月被轉至阿拉巴馬州MontMont--
gomerygomery一個安全系數較低的監獄一個安全系數較低的監獄，，今年今年33
月再轉進巴蒂摩爾市的教習所月再轉進巴蒂摩爾市的教習所，，因為在獄因為在獄
中表現良好中表現良好，，並完成了一個醫藥濫用的項並完成了一個醫藥濫用的項
目目（（substance-abuse programsubstance-abuse program），），六月獲六月獲
准回家監禁准回家監禁----總共服刑二十三個月之後總共服刑二十三個月之後
得以提前出獄得以提前出獄，，根據法官判決根據法官判決,,桑德拉‧桑德拉‧
賈克生要在丈夫釋放後三十天內向監獄報賈克生要在丈夫釋放後三十天內向監獄報
到到，，所以她不得不遵守法律所以她不得不遵守法律，，乖乖地前往乖乖地前往
艾爾德森監獄坐牢服刑了艾爾德森監獄坐牢服刑了。。

看到曾經從吒叱風雲的傑西‧賈克生看到曾經從吒叱風雲的傑西‧賈克生
一家人不堪回首之往事與遭遇一家人不堪回首之往事與遭遇，，真是令人真是令人
唏噓不已呀唏噓不已呀！！從他們一家人的身上也讓我從他們一家人的身上也讓我

們清楚的得到明証們清楚的得到明証：：為政之道為政之道，，首在清廉首在清廉
，，所謂所謂 「「人在做人在做，，天在看天在看」」，，走過的走過的，，必必
留下痕跡留下痕跡，，在過往的三十多年裡在過往的三十多年裡，，伊利諾伊利諾
州共有四位州長因貪汙枉法而被判有罪入州共有四位州長因貪汙枉法而被判有罪入
獄獄，，107107位高官因為貪腐而被定罪位高官因為貪腐而被定罪，，(( 一一
位市長位市長，，二十七位區長以及七十九位官二十七位區長以及七十九位官
員員 ))，，由此亦可見伊州真的由此亦可見伊州真的 「「不愧不愧」」為全為全
美最貪腐墮落的一州美最貪腐墮落的一州。。宦海沉浮宦海沉浮，，滄海桑滄海桑
田田，，這些貪官汚吏們到底骨子裡在想些什這些貪官汚吏們到底骨子裡在想些什
麽呢麽呢 ？？有一句古語有一句古語 「「天視自我民視天視自我民視，，天天
聽自我民聽聽自我民聽」」，，從政者豈不知其道理從政者豈不知其道理？？唉唉
，，從政之路真是既艱辛又黑暗從政之路真是既艱辛又黑暗，，從政者若從政者若
不能清廉自持不能清廉自持，，那麼仕途最後的終點站就那麼仕途最後的終點站就
是監獄牢房了是監獄牢房了，，不是嗎不是嗎？！？！

拜登"時不我予"放棄總統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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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戰群雄舌戰群雄 CrisatunityCrisatunity！！希拉蕊在風口浪尖舌戰群雄希拉蕊在風口浪尖舌戰群雄

國會聽證會使她化危機為轉機國會聽證會使她化危機為轉機

不敵政治現實關上參選那扇窗不敵政治現實關上參選那扇窗

不能清廉自持終於走進監獄不能清廉自持終於走進監獄

美國眾議院日前大張旗鼓的舉行了美國眾議院日前大張旗鼓的舉行了 「「班班
加西聽證會加西聽證會」」(Benghazi Hearings)(Benghazi Hearings)，，傳喚了目傳喚了目
前正在總統大選風口浪尖上的希拉蕊‧柯林前正在總統大選風口浪尖上的希拉蕊‧柯林
頓頓（（Hillary ClintonHillary Clinton），），要她把發生在要她把發生在20122012年年
美國駐利比亞班加西大使館的美國駐利比亞班加西大使館的911911恐怖襲擊恐怖襲擊
事件說清楚事件說清楚、、講明白講明白，，在那一次的襲擊事件在那一次的襲擊事件
中不幸釀成了包括美國駐利比亞大使克里斯中不幸釀成了包括美國駐利比亞大使克里斯
‧史提文斯‧史提文斯（（Chris StevensChris Stevens））在內的四名外在內的四名外
交人員喪命交人員喪命，，當時希拉蕊正在擔任美國國務當時希拉蕊正在擔任美國國務
卿卿，，她被質疑怠乎職守她被質疑怠乎職守，，沒有做到事前防範沒有做到事前防範

的 工 作的 工 作,, 所所
以眾議院去以眾議院去
年成立了一年成立了一
個調查委員個調查委員
會會，，歷經十歷經十
七個月的調七個月的調
查查，，花費了花費了
470470萬美元萬美元，，
但是沒有具體的報告但是沒有具體的報告。。

希拉蕊在這一次長達十一個小時的聽證希拉蕊在這一次長達十一個小時的聽證
會中雖然面臨了共和黨調查委會中雖然面臨了共和黨調查委
員咄咄逼人員咄咄逼人，，輪番上陣的砲轟輪番上陣的砲轟
襲擊襲擊，，並且一再企圖把她使用並且一再企圖把她使用
私人電子郵件的事糾纏到這一私人電子郵件的事糾纏到這一
件恐怖襲擊事件裡面件恐怖襲擊事件裡面，，但是希但是希
拉蕊毫不畏懼拉蕊毫不畏懼，，她除了表達了她除了表達了
勇於負責的態度之外勇於負責的態度之外，，也不卑也不卑
不亢不亢、、據理力爭據理力爭、、強力答辯強力答辯，，
把整個事件的前因後果敘述得把整個事件的前因後果敘述得
清清楚楚清清楚楚，，證明她當初所做的證明她當初所做的
危機處理和管控並沒有延誤或危機處理和管控並沒有延誤或
失策失策。。所以讓包括調查委員會所以讓包括調查委員會
主席崔依‧高迪主席崔依‧高迪（（Trey GowdyTrey Gowdy
））在內的那幾位共和黨眾議員在內的那幾位共和黨眾議員

根本無法根本無法 「「打蕊打蕊」」得逞得逞，，而且更值得一提的而且更值得一提的
是是，，希拉蕊在聽證會上回想起她與國務院同希拉蕊在聽證會上回想起她與國務院同
事的情誼時還展現了溫情感性的一面事的情誼時還展現了溫情感性的一面，，對於對於
那些不幸為國捐軀的外交官流露出悲天憫人那些不幸為國捐軀的外交官流露出悲天憫人
的心懷的心懷，，她的言詞深深的打動了美國的老百她的言詞深深的打動了美國的老百
姓姓，，使得她的民意支持度因此而又大幅的回使得她的民意支持度因此而又大幅的回
升升，，相信這是共和黨始料未及的相信這是共和黨始料未及的！！

這一次的聽證會這一次的聽證會，，由於牽連到美國由於牽連到美國20162016
年的總統大選民主黨熱門的候選人年的總統大選民主黨熱門的候選人，，茲事體茲事體
大大，，所以美國的主流媒體鋪天蓋地的報導所以美國的主流媒體鋪天蓋地的報導，，
從電子媒體到網路傳媒都進行了即時的轉播從電子媒體到網路傳媒都進行了即時的轉播
，，以讓美國人了解事實真相以讓美國人了解事實真相,,就我個人的觀察就我個人的觀察
，，由於媒體如此大陣仗的即時報導由於媒體如此大陣仗的即時報導，，那真的那真的
是任何一位候選人支付億萬美元的廣告費都是任何一位候選人支付億萬美元的廣告費都
買不到的文宣效果買不到的文宣效果，，而希拉蕊卻因禍得福而希拉蕊卻因禍得福、、
喜從天降喜從天降，，而且因為共和黨的政客一昧的而且因為共和黨的政客一昧的
「「打蕊打蕊」」所流露出的拙劣政治操作所流露出的拙劣政治操作，，實在是實在是

讓大家看不下去了讓大家看不下去了，，使得希拉蕊這一陣子因使得希拉蕊這一陣子因
為私人電子郵件所造成的恐怖危機在無形之為私人電子郵件所造成的恐怖危機在無形之
中化解了許多中化解了許多......................。。

在中國浩瀚的文字之中在中國浩瀚的文字之中，，有很多成語現有很多成語現
在很適合用在希拉蕊的身上在很適合用在希拉蕊的身上，，我一時所想到我一時所想到
的包括的包括 「「置之死地而後生置之死地而後生」」、、 「「絕地逢生絕地逢生」」
、、 「「扭轉乾坤扭轉乾坤」」、、 「「逆轉勝逆轉勝」」和和 「「否極泰來否極泰來
」」等等等等。。這些成語或長或短這些成語或長或短，，都在在的證明都在在的證明
了了 「「天無絕人之地天無絕人之地」」，，,,有一個英文字我覺得有一個英文字我覺得
相當的有意義相當的有意義，，這個字就是這個字就是crisatunitycrisatunity，，它是它是
由由 crisis(crisis(危機危機))和和 opportunity(opportunity(機會機會)) 兩個字所兩個字所
拼裝組合而成拼裝組合而成，，所以所以crisatunitycrisatunity這一個字就是這一個字就是
英文的英文的 「「會意字會意字」」---- 「「危機就是轉機危機就是轉機」」，，所所
以我認為希拉蕊在這一次的聽證會上所展現以我認為希拉蕊在這一次的聽證會上所展現
出來的就是這一個拼裝組合的英文字出來的就是這一個拼裝組合的英文字：：

CrisatunityCrisatunity！！

副 總 統 喬 ‧ 拜 登副 總 統 喬 ‧ 拜 登 (Joseph(Joseph
Biden)Biden)日前在妻子與歐巴馬總統日前在妻子與歐巴馬總統
陪同之下於白宮玫瑰花園正式陪同之下於白宮玫瑰花園正式
向外宣告向外宣告,,他已經關上參選他已經關上參選20162016
年美國總統的窗口年美國總統的窗口(closes the(closes the
window )window )，，拜登以些許感傷的拜登以些許感傷的
口氣說道口氣說道:":"我已經做出結論我已經做出結論，，窗窗
口已經關閉口已經關閉"(I've concluded it"(I've concluded it
has closed.)has closed.)。。

是的是的，，拜登不參選拜登不參選20162016美美
國總統大位的決定正如許多人國總統大位的決定正如許多人
的預期一樣的預期一樣，，而他的宣告而他的宣告,,也正也正
式讓各界對他式讓各界對他""參不參選參不參選20162016年年
""之事不再有之事不再有""懸念懸念" !" !

一般說來一般說來，，政治人物只有政治人物只有""參選參選""或是或是""退退
選選""才會鄭重其事的召開新聞發布會以昭告各才會鄭重其事的召開新聞發布會以昭告各
界週知界週知，，如今拜登卻因為如今拜登卻因為""不參選不參選""而舉行正而舉行正
式的新聞發布會式的新聞發布會，，並且還有總統在一旁聆聽並且還有總統在一旁聆聽
做見證做見證，，由此可見由此可見，，其中必定有相當錯綜複其中必定有相當錯綜複
雜的政治因素在內雜的政治因素在內。。

拜登的新聞發布會雖然只有短短的是十拜登的新聞發布會雖然只有短短的是十
三分鐘三分鐘，，但是卻闡述了他的從政理念但是卻闡述了他的從政理念，，以及以及
他不滿金錢操控政治他不滿金錢操控政治，，以及不認同政黨惡鬥以及不認同政黨惡鬥
的現況的現況，，在提到他的在提到他的""不參選不參選""的主要原因時的主要原因時
，，他只是簡短的說他只是簡短的說，，那是因為無法克服喪子那是因為無法克服喪子
之痛之痛。。然而真正促使他打消參選的念頭然而真正促使他打消參選的念頭，，當當
然不是僅止於此然不是僅止於此，，而是基於殘酷的政治現實而是基於殘酷的政治現實
之考量之考量，，事實上事實上，，拜登雖然是距離總統位子拜登雖然是距離總統位子
最近的人最近的人，，他在之前也曾經兩度競爭過總統他在之前也曾經兩度競爭過總統
大位大位，，但是以他的年紀與政治實力但是以他的年紀與政治實力，，似乎也似乎也
已經已經""時不我予時不我予、、大勢已去大勢已去",",他顯然不會他顯然不會、、也也
不想再去參選不想再去參選20162016年總統年總統，，誠如他在這一次誠如他在這一次
的新聞發布會上所說的的新聞發布會上所說的:":"如果我說我知道我如果我說我知道我
已在那裡參選的話已在那裡參選的話,,我就是在說謊我就是在說謊 "( I'd be"( I'd be
lying if I said I knew I was there)lying if I said I knew I was there)。。

的確如此的確如此，，民主黨是因為希拉蕊被爆料民主黨是因為希拉蕊被爆料
出曾經在擔任國務卿時期使用私人的電子信出曾經在擔任國務卿時期使用私人的電子信
箱來處理公務箱來處理公務，，使得她的誠信度受到高度質使得她的誠信度受到高度質
疑和指責而讓她的民調一夕之間墜落之後疑和指責而讓她的民調一夕之間墜落之後，，
才想到以拜登做為她的才想到以拜登做為她的""後備輪胎後備輪胎""的的,,民主黨民主黨
的思維其實也很簡單的思維其實也很簡單，，只有在只有在""希拉蕊選不下希拉蕊選不下
去去""的情況發生的情況發生，，才會有才會有""拜登補上來選拜登補上來選""的現的現
象象，，換言之換言之，，拜登在歐巴馬總統的拜登在歐巴馬總統的""勸進勸進""之之
下下，，應該是可以接受應該是可以接受""希下拜上希下拜上""的政治現實的政治現實
，，從他在接受從他在接受 CBSCBS 哥倫比亞廣播電視公司哥倫比亞廣播電視公司
《《柯貝爾特深夜秀柯貝爾特深夜秀（（Late Show with SteLate Show with Ste--
phen Colbertphen Colbert ）》）》第一集播出的專訪就可以第一集播出的專訪就可以
聽出箇中原委聽出箇中原委,,大家也都知道大家也都知道，，拜登並沒有積拜登並沒有積
極主動的去爭取民主黨黨內的提名極主動的去爭取民主黨黨內的提名，，他與柯他與柯
貝爾特兩個人的對話大多是環繞著喪失親人貝爾特兩個人的對話大多是環繞著喪失親人
的悲痛的悲痛，，拜登的第一任妻子和女兒是在拜登的第一任妻子和女兒是在19721972
年的一次車禍中雙雙亡故年的一次車禍中雙雙亡故，，他的兒子畢敖他的兒子畢敖
(Beau)(Beau)又在今年初因為腦癌而去世又在今年初因為腦癌而去世，，所以當他所以當他
在這個節目裡向全美國人吐露心聲時在這個節目裡向全美國人吐露心聲時，，所流所流
露出一位父親喪子之痛的哀思情懷是十分的露出一位父親喪子之痛的哀思情懷是十分的
令人感動的令人感動的。。

令人好奇的是令人好奇的是，，這一陣子以來這一陣子以來，，拜登固拜登固
然沒有強烈的參選意願然沒有強烈的參選意願，，但是三不五時就會但是三不五時就會
有匿名人士有匿名人士(anonymous)(anonymous)向外放出向外放出""秘密消息秘密消息""
，，透露出拜登透露出拜登""會會""參加競選的訊息參加競選的訊息，，再加上再加上
不滿意希拉蕊的人更是樂於見到拜登的參選不滿意希拉蕊的人更是樂於見到拜登的參選
，，當然當然，，拜登的參選更會是媒體筆下的好素拜登的參選更會是媒體筆下的好素
材材，，公眾很樂意搬凳子觀看拜登和希拉蕊之公眾很樂意搬凳子觀看拜登和希拉蕊之
間的爭奪大戲間的爭奪大戲，，在這種心態之下在這種心態之下，，媒體會更媒體會更
樂意報導為數不多的支持拜登的人樂意報導為數不多的支持拜登的人，，而不去而不去
關注支持希拉蕊的大多數人關注支持希拉蕊的大多數人。。

我注意到有一個名叫我注意到有一個名叫""遴選拜登遴選拜登""（（DraftDraft
BidenBiden））的政治行動組織經常在敲鑼打鼓的政治行動組織經常在敲鑼打鼓、、敦敦
促拜登去參選促拜登去參選，，彷彿是在為拜登進行一場彷彿是在為拜登進行一場
「「影子競選影子競選」」(shadow campaign)(shadow campaign)，，但是這場但是這場

競選最終還是沒有發生競選最終還是沒有發生，，在拜登正式關上選在拜登正式關上選

舉窗口之後舉窗口之後，，相信這個影子再也不會重相信這個影子再也不會重
現了現了。。

事實上事實上，，拜登的不參選拜登的不參選，，可以從他可以從他
上星期他缺席了民主黨在賭城拉斯維加上星期他缺席了民主黨在賭城拉斯維加
斯所舉行的第一次辯論會就可以看出端斯所舉行的第一次辯論會就可以看出端
倪倪，，拜登如果要參選的話拜登如果要參選的話，，理應不會缺理應不會缺
席那麼重要的辯論會席那麼重要的辯論會，，顯然他知道他參顯然他知道他參
選的時機已過選的時機已過，，那一場辯論恐怕很難為那一場辯論恐怕很難為
他力挽狂瀾他力挽狂瀾。。根據過往的記錄根據過往的記錄，，凡是參凡是參
選美國總統的兩黨候選人選美國總統的兩黨候選人，，都會早早向都會早早向
外宣佈參選以掌握外宣佈參選以掌握""先馳得點先馳得點""的優勢的優勢，，
根據統計根據統計，，民主黨自民主黨自19721972年以來年以來，，當一半的當一半的
人已經宣布要參選人已經宣布要參選，，在此之後才表態參選的在此之後才表態參選的
人沒有一個人可以後來居上而獲得提名的人沒有一個人可以後來居上而獲得提名的，，
其中只有其中只有19881988年的黑人民權領袖傑西‧賈克年的黑人民權領袖傑西‧賈克
森森(Jesse Jackson)(Jesse Jackson)得到了超過得到了超過 2020%%的選票支持的選票支持
而落選而落選，，其他的候選人的得票率其低無比其他的候選人的得票率其低無比,,最最
後無不全盤皆輸後無不全盤皆輸，，而這一次的大選而這一次的大選,,如果拜登如果拜登
現在要宣布參選的話現在要宣布參選的話,,已經落後一半的參選人已經落後一半的參選人
144144天天，，所以對他而言所以對他而言,,已經是已經是""時不我予時不我予""。。

還有一個更殘酷的政治現實是還有一個更殘酷的政治現實是，，由於拜由於拜
登在參選這件事上面裹足不前登在參選這件事上面裹足不前，，當他還在踟當他還在踟
躕之時躕之時，，希拉蕊早已快馬加鞭希拉蕊早已快馬加鞭，，獲得了黨內獲得了黨內
最多的支持最多的支持，，根據希拉蕊的競選團隊所公佈根據希拉蕊的競選團隊所公佈
的支持報告的支持報告，，在全美國在全美國5050州州，，包括各州的州包括各州的州
長與聯邦參眾議員一共五百八十八位之中長與聯邦參眾議員一共五百八十八位之中，，
希拉蕊已經獲得了三百六十二位強力的背書希拉蕊已經獲得了三百六十二位強力的背書
與支持與支持，，這種氣勢甚至超過她在這種氣勢甚至超過她在20082008年第一年第一
次參選時的盛況次參選時的盛況，，而對比之下而對比之下，，拜登只得到拜登只得到
了他的家鄉德拉瓦州州長和三位國會議員中了他的家鄉德拉瓦州州長和三位國會議員中
的兩人支持而已的兩人支持而已,,而他的前任幕僚長隆‧克萊而他的前任幕僚長隆‧克萊
恩恩(Ron Klain)(Ron Klain)更是已經更是已經""易節易節""投入了希拉蕊投入了希拉蕊
的陣容之中的陣容之中。。

在籌募經費上面在籌募經費上面，，希拉蕊更是勢如破竹希拉蕊更是勢如破竹
，，節節得勝節節得勝，，創下了參選人募款最高的紀錄創下了參選人募款最高的紀錄

，，拜登雖然是副總統拜登雖然是副總統，，具有某些執政者當道具有某些執政者當道
的優勢的優勢，，但是許多利益團體放眼的是未來但是許多利益團體放眼的是未來，，
而不僅僅是現在而不僅僅是現在，，拜登的任期只剩下拜登的任期只剩下1515個月個月
，，選的勝算既然沒有希拉蕊高選的勝算既然沒有希拉蕊高，，當然也就沒當然也就沒
有太多的人給他捐款有太多的人給他捐款，，這一點拜登當然心知這一點拜登當然心知
肚明了肚明了。。

政黨政治是相當現實殘酷的政黨政治是相當現實殘酷的，，拜登自從拜登自從
19731973年開始就一直擔任聯邦參議員與副總統年開始就一直擔任聯邦參議員與副總統
，，較少涉入民主黨黨務較少涉入民主黨黨務，，其實他只是民主黨其實他只是民主黨
的的 「「局外人局外人」」(outsider)(outsider)，，他在黨內得到的支他在黨內得到的支
持並不多持並不多，，所以他的黨內民調並不高所以他的黨內民調並不高，，而且而且
從他在聯邦參議員任內的所有投票紀錄以及從他在聯邦參議員任內的所有投票紀錄以及
在副總統任內所發表的談話可知在副總統任內所發表的談話可知，，他的意識他的意識
形態與思維和希拉蕊非常相似形態與思維和希拉蕊非常相似，，既然希拉蕊既然希拉蕊
已經獲得了大多數的民主黨人的支持已經獲得了大多數的民主黨人的支持，，拜登拜登
也就很難再說服別人來選擇他而不再去支持也就很難再說服別人來選擇他而不再去支持
希拉蕊了希拉蕊了！！

拜登現在既然已經關上了參選拜登現在既然已經關上了參選20162016年總年總
統的窗戶統的窗戶，，那所代表的意義就是民主黨現在那所代表的意義就是民主黨現在
已經確定是由希拉蕊出線已經確定是由希拉蕊出線,,除非是她被發現有除非是她被發現有
其他重大的不法情事其他重大的不法情事，，否則即將到來的民主否則即將到來的民主
黨黨內初選似乎已成定局黨黨內初選似乎已成定局，，希拉蕊很有可能希拉蕊很有可能
成為美國史上第一位女總統成為美國史上第一位女總統，，並創下並創下""柯林頓柯林頓
夫婦夫婦""都是美國總統的佳話都是美國總統的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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