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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中產經歷最艱難十年

■海豹隊員爆擒拉登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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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華爾街日報》23日報道：美
國正在計劃大規模擴張自己在亞洲的導彈防禦系
統，打算在日本南部設新預警雷達，亦有可能在
東南亞再部署另外一個雷達，形成覆蓋亞洲的雷
達防禦網。美國官員稱，此舉意在遏制來自朝鮮
的威脅，但同樣也可以用來制衡中國。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法新社華盛頓 22
日消息：美國衛生部官員 22 日表示，美國今年
爆發嚴重的西尼羅病毒，是這種由蚊子傳播的病
毒自 1999 年在美被發現以來，史上同期疫情最
嚴重的一次。目前已造成 41 人死亡，另有超過
1000宗感染病例。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當日透露公布，到
本月21日為止，全美共錄得1118宗西尼羅病毒
感染病例，當中有41人死亡。現時已有47個州
報告有人類或者動物感染該病毒，僅有夏威夷、
阿拉斯加和佛蒙特三個州尚未有出現感染報告，
人類感染的州有 38 個。得克薩斯州是重災區，
約一半的病例都在該州出現。

得州疫情最嚴重
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傳染病部門主管彼特森

表示， 「西尼羅河病毒的高峰期為八月中旬，不

過新感染病例通常需要幾個星期才會有徵狀出現
。因此，我們預計還會有更多的病例出現，有可
能持續至九月底。」

彼特森說，在過去幾周，感染該病毒的個案
急劇上升，速度驚人。而在一個月前，全美只有
29宗感染病例。上周一周之內就出現了400宗新
增病例。

他表示，今年是西尼羅河病毒自 1999 年在
美國被發現以來，夏季感染個案最多的一年。美
國史上最嚴重的西尼羅河病毒感染情況在 2002
年至2003年出現，當時全國共有近3000人染病
，死亡人數超過260人。但是去年的情況並不嚴
重，感染病例不到700宗。

專家分析稱，病毒大爆發可能與氣候變暖有
關，暖冬、春天提前以極其炎熱的夏季，助長了
蚊子滋生及疾病傳播。

本次西尼羅河病毒的病例主要出現在得州達

拉斯市附近，當地政府上周已出動飛機噴灑滅蟲
藥。

得州衛生官員證實，該州現時已有 21 人死
亡，另外正對四具屍體進行檢查，確認死因是否
與該病毒有關。該病毒在得州大規模爆發的原因
暫時未知。

港人赴美須注意防蚊
西尼羅河病毒在 1937 年首次在非洲烏干達

發現，主要由蚊叮候鳥後，再叮人傳播，但不會
人傳人，通常在6-10 月之間傳播，感染季目前
仍未結束。大部分感染者徵狀輕微，伴有發熱、
頭痛、喉嚨痛、背痛、腹痛、腹瀉及呼吸道徵狀
等。八成患者並無表面病徵，其餘兩成會出現類
似流感徵狀，百分之一或二百分之一患者會有中
樞神經病徵，死亡率達一成以上，嚴重個案多數
發生在長者身上。

本港衛生防護中心總監曾浩輝 22 日表示，
本港至今未有相關病例出現。他呼籲前往美國的
市民，加強防蚊，包括噴蚊怕水、貼蚊貼及留在
有空調的地方等。

美千人感染西尼羅病毒41死

美國共和黨
候選人羅姆尼日
前在其競選網站
上公布了亞太政

策綱領。在其中的對華政策裡，他明確提出了
要滿足台灣的軍事需要，並提供給台灣足夠的
飛機。

羅姆尼在 「保持太平洋地區強勁的軍事能
力」的條目中表示， 「面對中國加快軍事集結
，美國和我們的盟友必須適當的軍事能力來阻
止中國對鄰國的任何侵略性或脅迫性行為。在
太平洋維持強大的軍事存在並不是要誘發衝突
。相反，是要為該地區提供保障，維持該地區

貿易路線暢通和東亞各國的安全與繁榮。」
他表示，為達到這個目的，美國應維持並

擴大其在西太平洋的海軍存在。美國的盟友要
求幫助加強它們的防衛能力，美方就應提供協
助。

為此，羅姆尼特別指出， 「國防部應重新
考慮最近關於不向我們最緊密的亞洲盟友出售
尖端設備的決定。我們應與台灣協調，確定其
軍事需要，向台灣提供足夠的飛機和其他軍事
平台。」

他還認為， 「美國應協助太平洋國家加強
海上領土意識，也即有能力部署雷達和其他監
察網絡，來監視有糾紛的水域的侵略行為。這

將使意外對抗的機會減至最低
，防止軍事上的錯誤估計，因
為錯誤估計可能會演變成大規
模衝突。」

另外，羅姆尼認為美國要
加深跟亞太地區的盟友合作，
但此舉並非聯合起來與中國
抗衡，而是確保各國能在爭
議水域自由巡航的利益，並
且保證爭端可以用和平手段
解決。

（羅姆尼競選網站）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中央社華盛頓 22 日消
息：美國一家研究中心最新公布的一份報告稱，美國
國民資產淨值大跌，薪資縮水，生活水平下降，中產
階級正經歷 「現代歷史上最艱難的十年」。自二戰以
來，中產階級的收入份額首次在國民收入中的份額出
現下降的情況。

中產階級長久以來被視為國家中流砥柱。皮尤研
究中心的報告顯示，美國中產家庭收入中位數，已經
從 2001 年的 7.2956 萬美元跌到 2010 年的 6.9487 萬美
元。美國85%的中產認為，跟十年前相比，要保持自
己現在的生活水平更加困難了。報告稱，美國中產已
對未來喪失信心。

中產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例被富人超越，而且
中產的薪資一直停滯不前，在相對疲軟的經濟中，財
富集中在頂部人群。

雖然距離 08 年金融危機已經過去三年，美國中
產人士還是能感受到經濟蕭條帶來的痛苦，大多數人
都表示在過去幾年他們不得不減少花費。還有很少人
仍相信努力工作會使過上好生活。家人們更傾向對孩
子說，你們以後的經濟要麼和現在一樣，要麼更差。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經濟學教授斯米丁表
示： 「就業市場正在發生變化，中產階級的生活質量
正在下降，而那些中產家庭們擔憂的是，他們孩子面
臨的經濟狀況會比現在更差。」

股市反彈速度較樓市快
同時，那些相對富裕的家庭在淨值方面的狀況要

比中產好得多，因為他們對房地產的依賴相對較小而
更傾向於投資股市，因為總體來說，股市從低谷反彈
的速度比房地產要快得多。

斯米丁說： 「那些不滿的中產努力工作，遵循着
社會的法則，可是卻持續看到他們的情況因為不可控
的因素而惡化。無論誰當總統，中產的恢復都是緩慢
並且痛苦的。」

皮尤的報告證實了美國收入不平衡的趨勢正在擴
大。人口普查局報告稱，對於在金字塔頂端的5%富
裕家庭來說，收入僅僅減少了 1.2%，但是對金字塔
底層 20%的低收入家庭來說，其收入減少了 4%，這
些家庭的收入一般在2萬美元左右或更少。

報告顯示，62%美國人認為國會對此要負 「很大

」責任，有 54%的人覺得是銀行與金融機構的錯，
47%說要怪大型企業。

另外，接受調查的中產階級大多認為總統奧巴馬
的政策優於共和黨的羅姆尼。52%的民眾認為，從政
策上來看，奧巴馬連任對中產階級較有利，認為羅姆
尼政策比較有利則佔約42%。

此次加強防禦系統的行動，屬於奧巴馬政府 「重返亞太
」戰略舉措之一，意在讓美國未來的防禦部署可覆蓋亞洲大
部分地區。為此，美國計劃在日本南部島嶼部署一個新雷達
，也有可能在東南亞另部署一個，與導彈防禦戰艦和陸基攔
截裝置進行綁定。

以三個雷達形成弧形
美國國會研究服務部導彈防禦專家希爾德里斯說， 「我

們的目標是朝鮮。但事實上，我們有一個人人心知肚明卻避
而不談的長期目標，那就是中國。」

美國國防官員說，新計劃的核心是在日本南部的一個秘
密島嶼，部署一個強大的預警雷達，即X波段雷達。五角大
樓正在日本討論該計劃。美國官員說，雙方取得共識之後幾
個月內就可以部署雷達，這將對2006年部署美國在日本北部
青森縣的雷達起到補充作用。兩國已排除了在沖繩部署新雷
達的可能性。

美國軍方的太平洋司令部和導彈防禦局的官員，也一直
在東南亞進行選址評估，希望部署第三個X波段雷達，目的
是讓三個雷達形成一個弧形，以使美國及其在該地區盟友更
精確地追蹤任何來自朝鮮以及中國部分地區的彈道導彈。

對於第三個X波段雷達的部署地點，國防部有考慮定在
菲律賓，但最終的部署地點還未確定，討論尚處在初級階段。

多位美國官員說，美國擬構建的X波段雷達弧，將使美
國的雷達監測範圍不但能夠覆蓋朝鮮全境，還能延伸到中國
境內。

朝鮮今年4月發射了一顆衛星，但在升空後不久爆炸。
而五角大樓則把一個通常部署在珍珠港的雷達調到太平洋，
以便監測朝鮮。

一位官員說， 「現實就是這樣，你要麼把朝鮮和中國都
封堵住，要麼兩個都不封堵。」

國防部的目的之一，是讓亞太地區緊張不安的盟友感到
放心。很多盟友既希望獲得美國的支持，但又不想激怒中國
。

五角大樓發言人利特爾對具體計劃不發表任何評論。他
說，朝鮮是驅動我們在導彈防禦方面決策的最直接威脅。日
本防衛省也對此不予置評。

為覆蓋亞太區奠定基礎
分析人士說，不清楚美國導彈防禦體系會對中國產生多

大效果。美國官員表示，新的導彈防禦部署將能跟蹤並至少
擊退來自中國的有限進攻，足以震懾北京，使之不會嘗試發
起進攻。

希爾德里斯說，美國是在為一個覆蓋整個亞太地區的導
彈防禦體系奠定基礎。

加州蒙特雷國際研究學院東亞防擴散計劃負責人劉易斯
說，在亞洲的任何導彈防禦部署都將引起中國的警惕，特別
是這套體系意在覆蓋台灣。他說，如果美國在日本南部和菲
律賓各放一個，就像把台灣夾在了中間，看起來確實像要給
台灣戴上一頂 「導彈防禦安全帽」。

不過，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部分盟友一直拒絕分享實時情
報，這給工作增加了難度。韓國和日本之間的領土爭端最近
再次升溫，凸顯出要建立用來擊落來犯導彈的統一指揮和控
制系統存在挑戰。

【本報訊】據韓國《朝鮮日報》23 日報道：已故朝鮮
最高領導人金正日的日本廚師藤本健二（化名）22日作客
日本電視台，談了7月訪問朝鮮的見聞，並透露自己曾與朝
鮮新領導人金正恩及夫人見面。他公開了8張由金正恩的攝
影師所拍攝的照片（電視畫面截圖，見下圖）。

藤本健二 22 日作客日本 TBS 電視台。他表示，7 月 21
日他在平壤的宴會廳見到了金正恩。當時他對金正恩說，
「叛徒回來了，將軍同志」。金正恩連聲說好，並擁抱他

表示歡迎。金正恩還說，他沒有忘記小時候藤本健二和自
己打網球、籃球，一起抽煙玩耍的事情。金正恩的夫人李
雪主也握着他的手說： 「感謝來到共和國。最高領導人常
提起你。」

至於交談內容，藤本健二表示自己醉酒， 「具體說了
什麼話記不清楚」，言辭謹慎。

他說，6 月 16 日一位曾在平壤見過的旅日朝僑找到自
己說，朝鮮的夫人和子女想見你，金正恩也想見你，於是
他決定訪問平壤。

藤本健二在2001年被懷疑是日本間諜，匆匆離開在朝
鮮的妻子和子女，逃離朝鮮。TBS 分析說，儘管金正恩設
宴款待他，但意在向日本宣傳金正恩是個開放的領導人。

羅姆尼：向台灣提供軍備

金正恩設宴款待前「御廚」

【本報訊】據美聯社 22 日消息：美國一名海豹突擊隊
成員，寫書提供該支特種部隊兩年前在巴基斯坦擊殺 「基地
」組織領袖拉登行動的第一手記錄。這令外界對於涉及這次
行動的機密資料有可能公開一事，提出更多疑問。

該本新書將於 9 月 11 日推出，作者化名 「馬克．歐文
」，已經離開軍方。歐文表示，這本書希望能 「就美國軍事
史上其中一次最重要的任務，作出澄清」。他說，這本書是
有關 「那夥人」的，還有特種部隊為完成工作而作出的犧牲
，而且為希望啟發更多年輕人加入海豹突擊隊而寫。

美國軍方的官員說，他們不相信這本書已獲國防部過目
或許可。軍方人員的著作會經國防部檢視，以確保書中沒有
披露機密資料。

根據五角大樓的規定，退役人員、前僱員和後備軍的非
現役成員都將會採用國防部的安全檢查程序，確保他們交出
作公開發表的資料不會危及國家安全。如果書中有機密資料
，該名前海豹突擊隊成員作者就會面對刑事罪名。

簡訊

■斯國熱氣球事故4死28傷

■菲電話詐騙案拘大批華人

美國計劃在日本部署一個新的X波段雷達陣列，使
之與戰區高空區域防禦系統以及反彈道導彈艦船協
作行動，擊落來自朝鮮或者中國的導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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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華爾街日報》

▲美國逾千人感染由蚊子傳播的西尼羅河病毒，
現時已有41人死亡 法新社

◀羅姆尼在對華政策中明確
表示會向台灣出售軍備

法新社

▲一名美國婦人手持中產階級正在萎縮的標語
互聯網

【本報訊】據新華社23日消息：菲律賓警方23日說，
警方當天統一行動，在首都大馬尼拉及周邊省份逮捕了357
名涉嫌電信詐騙的外籍疑犯。

菲律賓國家警察局刑事調查偵查組副組長基思．辛吉
安說，警方當天兵分多路，突襲了位於大馬尼拉及鄰省黎
剎的20處民宅，抓獲了藏身菲律賓的國際電信詐騙團夥的
357名嫌犯，其中大多數人來自中國內地和台灣。

辛吉安說，這個詐騙集團通過網絡電話聯繫在中國的
受害者，騙稱受害人的銀行帳戶涉及洗錢等非法活動，誘
使其轉帳。

據了解，由於中國警方嚴厲打擊電信詐騙，許多犯罪
團夥轉移到菲律賓等東南亞國家。

【本報訊】據法新社23日消息：一個載着32人的熱氣
球 23 日早上在斯洛文尼亞首都盧布爾雅那以南墜毀着火，
造成4人死亡、28人受傷，其中8名傷者傷勢嚴重。

警方發言人阿德萊稀奇說，死者的資料暫時欠奉，但傷
者包括兩名英國人和兩名意大利人， 「全部都已送院」，但
沒有詳細披露他們的身份和情況。

民防及賑災部門一名發言人說，這宗意外在當地時間早
上8時於盧布爾雅那以南12公里處發生，出事的熱氣球當時
正載着30名乘客和正副駕駛員。

32名乘客當中有3人是兒童。暫時未知死者當中有沒有
兒童。據說，有一名10歲兒童要接受深切治療。

意外發生在一塊被森林包圍的田野上。有消息指，出事
的熱氣球在風暴中遇險、着火，另有報道指出事的熱氣球撞
樹之後着火，有些乘客在它冒出火焰時跳出熱氣球逃命。警
方說調查正在進行中。

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