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大選最後一戰
本周日投票 奧朗德民望續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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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美聯社、新華社巴黎2日消息：2
日舉行的法國總統選舉中唯一一場電視辯論，距離
本月6日的終極投票只有4天，是大選前的最後一
次較量。但是法國現任總統薩爾科齊還是沒能給左
派對手奧朗德致命的一擊。有分析稱，這是薩爾科
齊的最後一次機會，而辯論結束後，他的支持率仍
低於奧朗德，根據民調顯示，奧朗德仍然領先八個
百分點。

【本報訊】據美聯社3日消息：美國加利福
尼亞州一名亞裔學生在一次掃毒行動中被帶回警
局，他沒有被逮捕，沒有被起訴，甚至應該被釋
放。但他卻被遺忘在拘留室裡整整4天，並且不
得不依靠喝自己的尿液來維持生存。

在沒有食物、沒有水，甚至連廁所都沒有的
情況下，這名叫丹尼爾．鍾（音譯）的學生在第
三天的時候出現了幻覺。他2日說，他恍惚間見
到了小小的日本動漫角色，讓他挖牆找水喝。這
名 23 歲的加利福尼亞大學聖迭戈分校的學生說
： 「我砸爛了牆，莫名等待着這個房間被大水淹
沒。我沒法很好地解釋這些幻覺，因為它們都沒
有意義」。說這話時，他剛剛出院三天。在醫院
裡，他接受了針對脫水和腎衰竭的治療。之後，
他又補充說， 「我當時感覺自己已經完全失去了
理智」。

丹尼爾的律師2日向毒品管制局提出了2000

萬美元（約合1.6億港元）的索賠，稱丹尼爾的
遭遇在美國和國際法中都被視為折磨行為。艾爾
代爾律師說： 「他差點就死了。如果他在拘留室
裡再多待半天甚至一天，他很可能已經死了。而
毒品管制局對這件事的回應就是， 『噢，我們把
他給忘了，真是對不起』。」

一份長達五頁的通知被送到了毒品管制局首
席法律顧問的手中，這是提出訴訟的必要先驅文
件，其中提到了對丹尼爾的折磨和傷害、未來的
醫療和精神治療事項以及未來收入的損失。丹尼
爾和他律師提出的 2000 萬美元是他們希望獲得
的最大賠償額度。

心理陰影致精神崩潰
聖迭戈地區的最高毒品管制局警員舍曼2日

向丹尼爾致歉，並承諾調查為什麼他手下的警員
會將他遺忘在拘留室。舍曼說丹尼爾事件並不代

表着他對手下警員的高要求。他表示自己已經下
令對他轄下的辦公室政策和流程進行全面的檢查
。但是該機構沒有言明具體是哪些措施。全國管
教研究所副所長博克萊爾說，這次事件在此類事
故中可說是最嚴重的事件之一。博克萊爾說：
「這種事情真是聞所未聞」。他強調，在他 40

年的職業生涯中，只聽說過有人被遺忘一夜的，
但從來沒有這種被忘了好幾天的。

一名匿名執法官員透露，丹尼爾沒有犯罪，
因此實際上應該被釋放。丹尼爾也表示自己沒有
犯罪前科，他說， 「我不能相信對我的折磨是合
法的。」

丹尼爾表示現在還沒有人與他進行個人接觸
，向他道歉。醫生說丹尼爾的傷勢應該已經痊愈
，但是丹尼爾表示自己依舊受此事影響，常會崩
潰到嚎啕大哭，他說， 「我很高興他們找到了我
。」

險餓死拘留室 亞裔生索賠1.6億

【本報訊】據法新社巴黎3日消息：如
果奧朗德星期日在法國總統選舉中勝出，他
將乘火車、少賺錢，以及每半年一次向新聞
界報告其財政情況─此舉與薩爾科齊的作
風可謂有天壤之別。但是奧朗德的 「正常先
生」總統風格，是否真的會贏得法國人民的
歡心？要知道，法國常常被稱為共和君主立
憲制國家，原因是國家元首都享有無邊的權
力。

一年前，奧朗德曾描述他當了總統之後
想怎樣。他說： 「你必須緊貼人民，同時又
受尊敬，為此，你必須是值得尊敬的；不是
單調平庸，而是嚴肅、穩重和有統合力。」

曾擔任過右翼政黨人民運動聯盟發言人
的帕耶說： 「緊貼法國人的意思是說，其生
活方式不會使人覺得你屬於特權階級。你必
須尊重平等原則，法國人是發自內心深處尊
重平等原則的。」帕耶說，奧朗德的 「正常
」總統形象，是刻意與現任總統薩爾科齊截
然不同的。薩爾科齊現已被當成大亨們的
「亮閃閃」的朋友。

奧朗德自競選開始，就打造其 「正常」
形象，外出時常常在保安鬆懈的情況下與選
民握手寒暄，以便與法國人民 「保持聯繫」
，且總是坐火車而不是坐飛機。

當德斯坦 1974 年入主愛麗舍宮時，他
亦誓言要改變總統作風。為了改變他的貴族
形象，他與 「普通」法國人一起吃飯，在足
球賽後也不介意裸胸。但是，社會學家多米
尼克．沃爾頓說，德斯坦同時也想保持現代
，而奧朗德則是 「反現代的，因為他並不注
重外表」。他說： 「他像很多德國總理，甚
至像意大利總理貝盧斯科尼，他代表着一種
使同胞可以認同的文化身份。」

但是，一個 「正常」總統除了這個象徵
之後，主要還是要以一種極其不同的方式來
行使權力。奧朗德說： 「一位正常總統，必
須是一位模範總統。他不能什麼事情都做，
把總理的工作也包攬過來。他也不能決定應
由哪些新聞從業員主持電視新聞，他也不能
提名我國的最高法官們。」

奧朗德是否真能夠按照他的承諾，在當
選總統之後改變總統風格？他自己堅稱：
「我會盡力一以貫之。我愛人民勝過愛金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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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爾．鍾被遺忘在拘留室裡整整4天，
不得不依靠喝自己的尿液來維持生存

亙聯網

【本報訊】據美聯社巴黎3日消息：如果民
意調查可信的話，奧朗德很快就會成為法國總統
，並將於下月告訴美國總統奧巴馬，法國將加快
從阿富汗撤軍─而不是根據北約較慢的時間表
撤軍。

薩爾科齊肯定是半個世紀來最親美的法國總
統。他在伊朗和敘利亞問題上都向華盛頓看齊；
他增強法國在阿富汗的軍事存在，並在北約轟炸
利比亞、最終導致卡扎菲下台的行動中扮演重要
角色。

奧朗德幾乎完全沒有外交經驗，他在外交和
對外派駐軍隊方面，可能不像薩爾科齊那樣熱心
。而這將對法國的盟友和敵人產生影響。

在奧朗德的60點政綱中，歐洲以外的外交政
策僅佔4點。前總理法比尤斯被認為有可能在奧
朗德的政府裡擔任外長，他在接受美聯社採訪時
說： 「奧巴馬四年前當選總統時，也沒有多少國
際經驗。」奧朗德的顧問們說，他最大的外交優
先問題，是幫助恢復歐洲經濟。他們說，他的政
策將會更包容，不同於薩爾科齊，很多人認為薩

爾科齊的政策是 「我說了算」。
奧朗德曾說，他當選後首次出國訪問

，將是與德國總理默克爾會晤，以此突出
法國在歐盟中的重要作用。這次會面可能
會很緊張：默克爾曾公開支持薩爾科齊，
奧朗德則對她以緊縮政策來振興歐洲經濟
的構思提出質疑。奧朗德說，他設想與默
克爾的會談將是 「堅決而友好」。

然後奧朗德將赴美國：先去戴維營參
加 5 月 18 日至 19 日的八國集團峰會，並
將在那裡首次會晤奧巴馬。然後將赴芝加
哥出席北約峰會。

奧朗德是法國政壇上的左翼溫和派
，在不少問題上與奧巴馬有意識形態上
的相近性，例如要求中國放鬆對人民幣
的控制、認為需要採取措施促進全球經
濟增長。

奧朗德期待與默克爾友好會談

美國圍堵中國難奏效
彭健恒

自去年底美國高調重返亞太以來，本港輿論認為
美國重返亞太的目標直指中國，是要圍堵中國，防止
中國在亞太地區威脅美國的霸權，因此擔心亞太形勢
今後會趨於緊張，從而威脅到香港的利益。通觀全局
，這種擔憂不無道理，但畢竟有些多慮。

美在亞太動作頻頻
去年11月中旬以來，美國在亞太地區動作頻頻，

美國總統奧巴馬和國務卿希拉里先後出訪亞太地區的
多個盟國，強化與同盟關係，並在東亞峰會上不顧中
國的反對，公開挑戰中國，表示希望將南海問題納入
東亞峰會議題。在經濟上，美國與澳洲、文萊、智利
、馬來西亞、新西蘭、秘魯、新加坡和越南等八個國
家達成了所謂的 「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PP
）」，企圖架空亞太經合組織、擠壓中國。

在軍事上，美菲簽署旨在提升美菲軍事與經濟同
盟的《馬尼拉宣言》，美澳達成一項安全協議：美將
擴大在澳的軍事存在。最近美日又再次強調美日同盟
，制約中國的意圖十分明顯。

然而，中國能夠有效應對美國挑起的新一輪挑戰
。美國這次所謂的重返亞太地區，不過是美國在綜合
國力相對衰落的大背景下為應對中國的快速崛起，從
中亞、中東等地區適當收縮力量，將力量更加集中到
亞太地區來對付中國而已。對於亞太地區的戰略格局
及其今後的發展變化，中國早就進行了精心的規劃，
做了長期的經營，打下了堅實的基礎，這並不是美國
這種力量轉移就能改變的。

中國能有效應對挑戰
政治上，中國通過東盟十國加中、日、韓三國的

「十加三」機制，與東南亞和東北亞的重要戰略力量
建立了相當的戰略互信，彼此之間充分了解各自的戰
略目標和戰略意圖，這不是美國搞點挑撥離間的小動
作就能輕易改變的；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通過多年的
努力，政治互信也有相當的發展。在大陸方向，通過
上海合作組織，中國與北方的蒙古和俄羅斯，西北方
向的哈薩克斯坦等中亞諸國也建立鞏固了政治互信關
係。

經濟上，借助龐大的經濟規模和進出口貿易規模
，中國與日本、韓國、東盟各國、俄羅斯、印度、巴
基斯坦和中亞國家等周邊國家以及澳洲、新西蘭建立
了密切的經濟和貿易關係。這些國家和地區中，多數
與中國的貿易額超過了與美國的貿易額。利之所在，
這些國家從本身利益來講，也沒有必要為美國火中取
栗，為了美國的利益而從根本上損害自己的利益。

軍事上，中國雖然沒有像美國一樣在亞太地區建
立廣泛的軍事同盟關係，也沒有在國外設立軍事基地
，但中國與朝鮮、巴基斯坦、緬甸均保持着特殊的軍
事合作關係。雖然中國沒有在西太平洋地區設立海外
軍事基地，但中國有地利之便，可以快速投送軍力，
不像美國遠在萬里之外，若想在西太平洋地區保持軍
事存在就不得不設立海外軍事基地。中國只需要將軍

事力量集中在西太平洋地區使用，因此兩相比較，在
亞太地區中國的軍力並不居於弱勢。

亞太國家不會 「一邊倒」
亞太地區國家也並不想在美國與中國之間選邊站

隊，美國拉攏一些國家圍堵中國的算盤一定打不響。
目前，日本、菲律賓、越南、澳洲等國貌似要倒向美
國，其實他們不過是為了在與中國交往時，或與中國
發生摩擦時更多地撈起一些實際利益，並不是想與中
國翻臉。比如，一方面，日本、菲律賓、越南等在南
中國海問題上與美國勾勾搭搭以制衡中國；另一方面
，日本的外相和首相、菲律賓的總統、越南的總書記
又紛紛到北京來，表示重視發展對華關係，要深化與
中國的合作。連澳洲也表示，美國增加在澳洲的駐軍
不針對別國，不影響對華關係。這種情況與冷戰時期
美蘇兩國各糾集一個國家集團公開反對另一個國家集
團，雙方進行全面的對抗和競賽是完全不同的。

總的看，今後中美兩國在亞太地區的矛盾和鬥
爭會凸現，中美關係中矛盾的一面會上升。但是
，美國圍堵中國是難以奏效的，亞太地區也不
會出現新的冷戰。

▲奧朗德（左）與薩爾科齊（右）2日在電視辯論中對決，共吸引超過法國三分之一的民眾觀
看 法新社

▲社會黨領導人奧朗德自封 「正常先生」 法新社

薩爾科齊終未翻盤

法國兩大電視台稱，至少有 1950 萬觀眾觀看了薩爾科齊與
奧朗德之間的電視辯論，觀眾比例佔全法人口三分之一。這場辯
論曾經被視為是薩爾科齊打敗奧朗德的最後戰場和最後機會，但
是很快它就演變成了雙方激烈的口水仗，兩人並沒有提出更多新
的主張，而是重複闡述持續兩個月來競選活動的基調和綱領，但
是卻顯現出雙方完全不同的風格。

辯論中，奧朗德和薩爾科齊各佔用了72分17秒，雙方在就
業、稅收、移民政策、債務危機和歐洲建設等問題上進行了辯論
，闡述了各自的競選主張。

薩爾科齊出招猛烈，他強調奧朗德沒有執政經驗，不了解危
機和法國面臨形勢的嚴重性，試圖勸說選民相信只有他本人才能
在全球化中保護法國人。他多次批評奧朗德說謊，將奧朗德稱為
「騙子」和 「自大狂」，並為自己的行為辯護。薩爾科齊再三強

調，法國面對的經濟危機，並非他一個人的責任。
薩爾科齊厲聲說道： 「總統不是一個簡單的工作，我們現在

所處的環境也不一般。奧朗德所謂的 『正常』不符合我們的目標
。」這主要是針對奧朗德承諾將成為一個 「正常的」總統。

奧朗德在辯論中繼續突出自己競選活動的主線──反對薩爾
科齊。他多次提到最讓法國人不滿的薩爾科齊的短處：接近富人
、不肯認錯、搞小團體、獨斷專行等。

奧朗德泰然自若
對奧朗德來說，這場辯論的目的完全是為展現總統候選人的

風度，表現出他在薩爾科齊面前依舊能泰然自若。從上個世紀
90年代開始，薩爾科齊就是他的政治死敵。

當奧朗德被問及他會成為一個怎樣的總統時，一個辯論的高
潮來到。他向後傾斜坐在椅子上，雙臂交叉，開始了長篇累牘的
政綱宣講，話題涉及司法獨立、延遲政策制定、總理到能源政策
。但是薩爾科齊對此反駁道： 「你剛剛做了一次很好的演說，我
們都熱淚盈眶了。但是你老調重彈的司法獨立只是一個笑話。」

辯論後進行的最新民調統計結果顯示，奧朗德以53%至54%
的支持率領先薩爾科齊6至8個百分點。

薩爾科齊要挽回落後局面，必須爭取第一輪投票中的極右翼
和中間派選民，因此他在辯論時極力向極右翼候選人勒龐和中間
派候選人貝魯的支持者喊話。不過，這種既想拉攏極右選民，又
想尋求中間派支持的做法反倒讓薩爾科齊左右為難，實際效果可
能並不理想。

當晚的電視辯論與其說是一場競選辯論，更像是一場 「脫口
秀」。選民觀看兩位政治家唇槍舌劍，娛樂性大於政治性，大多
數選民實際已經決定了自己的投票傾向。

法國《費加羅報》在辯論同時進行的網絡調查顯示，有近
80%的選民不會因為辯論而改變投票傾向。此外，在法蘭西第五
共和國總統選舉歷史上並沒有通過電視辯論大幅改變選民投票傾
向的先例。

▲社會黨領導人奧朗德1日於訥韋爾與支持者們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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