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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法新社、路透社21日消息：
再有一名外國記者在敘利亞遇難，令今年在敘利
亞身亡的新聞工作者人數上升至21人。45歲的日
本戰地記者山本美香20日在阿勒頗的衝突中頸部
中彈而亡，這也是首次有日本人在敘利亞衝突中
喪生。目前，她的屍體已經連夜運至土耳其南部
城市基利斯的一家醫院。

【本報訊】綜合中新社、英國
《每日郵報》21日報道：美國共和黨
的參議員競選人、現任眾議員托德．
阿金拋出的 「正當強姦」論最近兩天
在全美各界引發極大爭議，共和黨準
總統候選人羅姆尼也受到事件牽連，
成為民主黨炮轟對象。

托德．阿金19日在福克斯地方電
視台發表了 「正當強姦」的驚人言論
，表示 「如果發生 『正當強姦』，婦
女的身體可以自行避孕」。他的本意
其實是反對婦女在強姦懷孕後墮胎。
托德．阿金的這番怪論立即在全美掀
起強烈的批評聲浪，除了黨內高層猛

烈抨擊外，還有多名共和黨人士公開
要求其停止競選參議員。

有關言論也立即成為民主黨攻擊
共和黨和羅姆尼的好藉口。美國總統
奧巴馬20日強調， 「強姦就是強姦，
怎能有任何區別」。他指責托德．阿
金的言論 「荒誕不經」。

斥共和黨不尊重女性
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舒爾茨20

日則把矛頭直接對準羅姆尼，稱羅姆
尼領導的共和黨向來不尊重女性，應
為 「正當強姦」論負責。她還指責共
和黨要把美國婦女帶入「黑暗時代」。

羅姆尼陣營被迫做出不斷的回應
，謀求和托德．阿金徹底拉開距離。
羅姆尼與瑞安的發言人20日都強調，
不論是羅姆尼，還是瑞安，都不同意
「正當強姦」這一說法。羅姆尼20日

還主動在電視訪談中談及此事，稱他
「和千百萬美國民眾的感覺相同，都

覺得受到無理冒犯」。他形容有關言
論 「不可饒恕，完全錯誤」。

此外，羅姆尼的大兒子塔格近日
上傳了一張羅姆尼和妻子在日落的背
景中乘船遊玩，享受生活的照片，也
引起輿論的一片議論。塔格在Twitter
上發文說： 「爸爸媽媽今晚沐浴在溫

尼珀索基湖日落下的照片實在美極了
。」溫尼珀索基湖是一個絕佳的度假
場所，羅姆尼在這裡擁有一個夏日度

假屋。在整個總統競選過程中，羅姆
尼奢華的生活作風一直是大家討論的
熱點話題。

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美國製衣業曾有過輝煌
的歲月，紐約也到處可見製衣廠。一些最早發家致
富的紐約華人，不少是靠開辦製衣廠賺到了第一桶
金，可是到現在，華人製衣廠只剩不到50家。昂貴
的租金和人工以及日益嚴苛的勞動保護法，擠佔了
利潤空間，讓美國本土的製衣業者望而卻步，也給
中國企業在改革開放後帶來了第一波的發展機會。

沒想到，二十年就迎來一個輪迴，二十年前美
國製衣業遇到的發展瓶頸，如今輪到中國來承受了
，中國能不能處理得更好，世界正在拭目以待。二
十年前，雖然美國製衣業衰退了，但服裝設計以及
紡織面料方面的能力卻得到了加強，迄今為止，美
國仍有多所大學開設與紡織服裝相關的專業，為這
個行業提供源源不斷的人才培訓。

美國客戶被寵壞
做美國市場的中國工廠大都知道，美國既是一

個誘人的市場，同時也是一個非常難做的市場。誘
人在於定單量大，難做是因為條件苛刻，價格低，
並且還有煩人的政治干擾。美國奧運代表團服裝落
單給中國廠家，就給美國保守政客一個炒作機會，
國會甚至要立法通過公帑只能購買美國製造產品的
法案。有業者向記者反映說，美國客人願意與中國
做生意，不僅因為價格便宜，還因為中國廠家把美
國客戶寵壞了。不少廠家怕丟客戶，不斷向熟悉的
買家放寬付款條件，不少美國買家甚至不需要開信

用證，也不要任何預付款，完全是用工廠提供的貨
款信貸來賺錢，有的是貨到付款，有的甚至是由廠
家向買家提供最多達180天的賒款期。可是即使提
供這麼優厚的條件，生意還是很難做。

綜合成本的提高，削弱了中國廠家的比較優勢
。在紐約展會後，洛杉磯針紡廠銷售副總裁沃倫．
扎瑞斯基對今屆展會成果深感滿意， 「我們深受鼓
舞，因為我們發現美國國內的大採購定單有意轉向
西半球企業，所有的跡象都說明，定單正在回流」。

在紐約展會上，已經連續三年前來紐約參展的
杭州紅玫軟裝飾有限公司總經理樓斌告訴記者，
「美國市場不好做，價格太低，而且款式簡單化，

市場區隔不開來。以軟裝為例吧，在設計方面，美
國市場比英國落後兩到三年。」樓斌說，他的公司
創立於2006年，在英國聘有設計師，前兩年來參展
，他都帶來了最新設計的產品，結果看的人多下單
的人少。採訪時，一穿着精緻的婦女徑直走到樣品
前，一言不發地扯起他的幾件展品仔細查看，然後
一言不發地走了。樓斌對此很有經驗： 「她一定是
設計師，不是買家，是來學習和了解市場的。」

中國廠家冀產業升級
樓斌今年聽從了歐洲同事的建議，主打兩年前

在歐洲推出的產品，已獲得沃爾瑪等採購商的預約
洽談機會。 「在互聯網的影響下，國際分工格局和
國際貿易方式都在變化，中國企業也得順應這種形
勢的變化。」樓斌說，像他這樣的中國企業，早已
不滿足於中國生產了， 「我們設計在英國，但生產
和採購也是全球化。」同樣是做美國市場的另一家

公司代表鄭先生在展會上告訴記者，今年美國定單
下降幅度較大， 「低端產品沒有價格優勢，高端產
品我們一般的廠家拿不到。像我們這種中小型的加
工型企業，缺乏的是核心競爭力。」雖然大家都懂
得要走國內市場，國內市場很大，但是國內市場的
營銷很混亂， 「非規模企業在國內做內銷很吃力。
」樓斌說。

樓斌比較了解歐洲市場的情況，他告訴記者，
不僅美國的定單回流，歐洲的定單也有回流的跡象
，有的就轉到了土耳其等後起之秀， 「從軟裝行業
來說，一些交貨期短，質量要求高，定貨量小，個
性化比較強的產品，轉的比較多，因為運輸成本的
因素。」記者在採訪一些行業領先企業時，他們卻
對這種形勢有不同的看法， 「是該淘汰一些落後企
業，這樣我們才能活得更好。產業升級要被迫才有
效果。」他們希望 「暴風雨來得更猛烈些」。

中國服裝業在美困境四之三

中國製衣失意美國市場
本報記者 黃曉敏

戰區界限模糊
威脅記者生命

【本報訊】綜合共同社、路透社21日消息：處於內戰
狀態的敘利亞，儘管相當一部分國土已被反政府勢力控制
，但敘政府正在對反政府勢力控制地區不斷炮擊和空襲。
戰鬥區與安全區的界限模糊，對肩負採訪任務的記者而言
可謂極其危險。

山本之死再次凸顯了採訪敘利亞衝突記者所處的惡劣
環境。據 「無國界記者」組織說，對傳媒來說，敘利亞和
索馬里都是今年全球最危險的國家。

山本遇難的北部城鎮阿勒頗，曾與首都大馬士革一樣
是政府支持者的根據地。

7 月下旬開始，反政府武裝 「敘利亞自由軍」對當地
發起了總攻，控制了反政府主要力量伊斯蘭遜尼派大量居
住的數個地區，與政府軍的攻防戰已持續了1個月。

敘利亞政府嚴格控制對外國記者的簽證發放。不過，
由於阿勒頗至土耳其邊境大部分區域已被反政府勢力控制
，因此可以通過土耳其非法入境。包括國際性通訊社在內
的部分境外媒體近期也頻頻從阿勒頗發出報道。

受累受累正當強姦正當強姦論論 羅姆尼被炮轟羅姆尼被炮轟

日本獨立通訊社 「日本新聞社」記者山本美香是在敘利亞
城市阿勒頗遭到多達15名親政府士兵攻擊後，中彈身亡的。
長期與她合作的同事佐藤和孝表示，他和山本與反政府部隊在
一起的時候，突然遭到看來是政府軍的襲擊。

遺體已運至土耳其
佐藤說： 「當時我們看到前方右邊道路上有10至15名的

士兵，排成兩列走着。當他們朝我們開槍的時候，我趕忙往左
邊閃。那群士兵最前面一個人戴着頭盔，我立即就覺得他們是
敘利亞政府軍。我叫山本快跑。當時，他們開始開槍，我們全
都跑散了，我找不到山本。後來有人讓我去醫院，我在那裡看
到了她的屍體。」醫院一名官員對佐藤說，山本被送達醫院的
時候已經死了，死因是頸部中槍。

隨後，日本政府也證實，山本在阿勒頗工作時被殺。日本
內閣官房長官籐村修隨後對山本美香及其家人表示遺憾和哀悼
，並對此事件提出強烈譴責。據悉，山本美香的雙親接到消息
後十分震驚和哀慟，無法接受女兒已經死亡的事實。

山本的父親山本厚二是一位退休記者，他說，女兒死亡的
消息使他 「難以承受」。他對時事社說： 「她總是在談論衝突
中受苦的人民、人民生活和世界和平。她比我好多了……她是
一位出色記者和女兒。」

另據法國公共廣播電台報道，敘利亞反政府勢力在網絡上
公布了疑為山本遺體的視頻，稱是被支持政府的士兵所害。視
頻中能看到遺體右臂傷勢嚴重。另一段公開的視頻是疑為山本
的遺體橫躺在救護車內的畫面。

另有3名記者失蹤
敘利亞人權觀察組織稍早時表示，除了山本的死訊之外，

尚有 3 名記者在 21 日失蹤，其中兩人是來自一家美國資助的
阿拉伯語廣播公司。暫時不清楚失蹤事件是否與山本遇襲有關
。在這失蹤的3名記者中，有兩名阿拉伯人和一名土耳其人，
其中一名阿拉伯人是黎巴嫩女記者。

這家阿拉伯語廣播公司 「自由人」報道說，他們失蹤時有
四名記者乘坐在一輛汽車中，該汽車遭衣着像敘利亞自由軍的
士兵襲擊。但是敘利亞自由軍後來否認與襲擊有關，並說這是
親政府軍幹的。

山本是自 2001 年 3 月份以來，在叙利亞暴力衝突中喪生
的第4名外國記者。法國記者吉勒．雅基耶1月11日在叙利亞
霍姆斯被殺；2月22日，美國記者瑪麗．科爾文和法國攝影師
雷米．奧奇利克也在霍姆斯被殺。

記者先鋒 屢獲殊榮
山本美香是日本電視上的著名面孔。她出生於1967年

，山梨縣人，畢業於都留文科大學。
據 「日本新聞社」網站資料，山本曾在塔利班統治的

阿富汗進行採訪報道，亦曾經從巴格達採訪報道2003年伊
拉克戰爭。她的伊拉克報道曾經贏得國際戰地報道的最高
獎 「上田賞特別賞」。該獎由日本新聞協會頒發，其知名
度與美國的普立茲獎齊名。

日 本 時 事 社 說 ， 山 本 於
2003年4月在美國坦克對巴格達
巴勒斯坦酒店的一次襲擊中幾乎
喪命，在那次事件中，有兩名記
者死亡，一名是路透社記者，一
名是西班牙一家廣播公司記者。
日本共同社形容她是 「錄像記者
的先鋒」。

日本新聞網、法新社

奧巴馬警告敘勿訴諸化武
【本報訊】據法新社21日消息：就在敘利亞政府軍21

日展開新一輪地、空兩路攻擊之際，美國總統奧巴馬警告
敘利亞，如果使用化學武器，將要面對 「嚴重後果」。而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隨後警告西方，不要對敘利亞採取任
何單邊行動。

奧巴馬20日則特別表明關注敘利亞總統巴沙爾的政權
，說他雖然 「現階段」未有下令進行軍事干預，但美國仍
然 「非常密切監察局勢」，並擬好應變方案。

他在白宮對記者說： 「如果我們開始看到化學武器的
戰線和化學武器的使用，那就會有嚴重後果……這會大大
改變我的打算。」

奧巴馬自從衝突加劇以來就已多次呼籲巴沙爾下台。
他說，美國將視大馬士革任何訴諸其致命軍火庫的舉動為
越過 「警戒線」。

對於奧巴馬的這種威脅言論，敘利亞副總理賈米勒則
完全不予理會。他說： 「這只是奧巴馬為了選舉說出的宣
傳造勢的話。」

敘利亞的衝突由和平示威開始，其後演變成武裝叛亂
。而敘利亞上月承認該國有化學武器，可以在出現 「外來
侵略」時使用，為這次衝突增加了一種危險的尺度。

敘利亞人權觀察組織說，敘利亞政府軍的戰機及炮彈
21日炮轟阿勒頗市多個地區，造成9名平民死亡，包括婦
孺。

政府軍又猛轟附近的城鎮馬雷亞和泰勒里法特。反對
派活躍分子網絡 「地方協調委員會」說，軍機也攻擊馬雷
亞，一幢大樓倒塌，造成傷亡。

阿勒頗是敘利亞北部的主要城市，位處土耳其邊境附
近。自從當地一個月之前爆發戰鬥以來，就承受衝突的正
面衝擊。巴沙爾政權說所有的戰役都將從那兒開始。

敘利亞人權觀察組織說，敘利亞的反政府浪潮已演變
成一次叛軍與政府軍之間的武裝衝突，迄今已造成 2.3 萬
人死亡。聯合國則說有1.7萬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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