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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路透社佛羅里達28日
消息：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28日正
式提名羅姆尼和瑞安為正副總統候選人
，後者將在周三發表職業生涯最重要的
一次演講，不過造型專家對瑞安的穿衣
哲學頗有意見，希望他可以找時間為自
己打理打理。

瑞安的減赤計劃讓他成為美國政壇
作風最極端的人之一，但許多時尚專家
意見一致：這傢伙的衣着確實需要大改
造。8月初，當瑞安首次以羅姆尼競選搭
檔身份亮相時，這位42歲威斯康星州聯
邦眾議員着鴨嘴平跟鞋、襯衫衣領鬆垮
，西裝尺碼又過大，引來時尚專家不少
毒舌批評。

男性雜誌 GQ 稱瑞安的鬆垮西裝為
「郊區老爸特製款」，而《君子雜誌》

（Esquire）更將它比喻為垃圾袋。《女
裝日報》還說瑞安選穿方頭鞋是 「男性

最嚴重錯誤抉擇之一」。男性衣着網誌
Put This On編輯托恩說，瑞安看起來
像是 「小男孩穿老爸西裝」。

要成為下任副總統，瑞安或許不需
要時尚人士助力，但部分服裝專家不禁
想，選民可能會認為穿着大了好幾個尺
碼西裝的男性，還沒準備好擔任白宮橢
圓形辦公室主人的副手。

瑞安穿西裝不打領帶也讓他拿低分
，雖然這種裝扮在試圖營造平易近人外
觀的政治參選人間愈來愈受歡迎。緬因
州波特蘭大衛伍德服裝店老闆霍奇斯說
： 「對我來說，這就像雞飛狗跳逃出着
火的房子。這看起來不完整，就像鞋子
少了鞋帶。」儘管時尚專家不留情批評
，八卦網站TMZ則力挺瑞安也許是 「史
上最性感副總統候選人」。《國會山莊
報》（The Hill）2008 年也將瑞安評選
為政壇50大最有魅力人物。

西裝過大 不繫領帶

【本報訊】據英國《泰晤士報》29 日
報道：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當地時間
28 日進入第二天的議程，原本焦點應該放
在安．羅姆尼及關鍵發言人克里斯．克利斯
蒂身上，然而當晚發生的一件醜陋事件，卻
給這場精心安排的政治秀留下污點。

美國潮流電視頻道的大衛．舒斯特率先
披露了這單事件，隨之英國《泰晤士報》進
行了進一步確認，當晚一名出席共和黨代表
大會的人員，被趕出會場，原因是他一邊向
美國CNN電視台一名黑人女攝影師投擲果
仁，一邊高喊： 「我們就是這樣投餵動物的

。」
該事件經過報道後，CNN發布聲明稱

： 「CNN可以確認，今天下午早些時候，
在坦帕灣的時代論壇內，發生一單與本台僱
員相關的事件。CNN已接洽大會官員，通
報該事件，不再做出評論。」

雖然美國保守人士的圈子內不時有種族
主義的事件發生，但由於出席共和黨全國代
表大會人士的特殊身份，這單事件也可大可
小。而對於羅姆尼，這位在美國非裔族群中
支持率幾乎為零的美國總統候選人，像這樣
的事件絕無好處。

共和黨大會驚爆種族歧視
黑人女攝影師遭投餵

颶風艾薩克直撲新奧爾良
【本報訊】據法新社新奧爾良 29 日

消息：現在應該叫颶風艾薩克了。艾薩克
周三早些時候在新奧爾良登陸後，繼續其
強大襲擊攻勢。7年前，卡特里娜颶風曾
重創新奧爾良，造成美國墨西哥灣沿岸數
百人喪生。

周二，艾薩克威力增強至1級颶風強
度，近中心最大風速到達每小時 80 英里
（130公里），直衝路易斯安那州，並為
當地帶來狂風暴雨。美國家颶風研究中心

稱，一級颶風已經在北墨西哥灣沿岸造成
「危險風暴潮」。路易斯安那州通報出現

11英尺（3米）高的巨浪，並有可能引發
海水氾濫。

根據路易斯安那當地能源機構報告，
由於強風吹倒大樹和輸電線，導致 39 萬
人遭受停電的狀況。從州長辦公室傳來的
消息稱，已動員超過 4000 名路易斯安那
國民警衛隊隊員，並在新奧爾良周邊部署
了 48 個小艇搭乘組。金達爾州長早前就

告誡民眾要準備應對最糟糕的情況。
當地一位官員周三早些時候表示，艾

薩克帶來的暴雨已經漫過新奧爾良南部的
河堤，並淹沒了一個早前受命疏散的居民
區。路易斯安那州普拉克明教區一直延伸
至新奧爾良南部的墨西哥灣。教區負責人
比利告訴CNN記者，普拉克明教區的一
些家庭漲水情況嚴重，水深 12 英尺（3.6
米）。

當大多數新奧爾良居民都聽命留在家
中之時，一些富有冒險精神的人周二前往
龐恰特雷恩湖親眼目睹波濤怒吼，感受強
風威力。另外一些勇士則湧進著名的法國
區內少數仍然營業的酒吧，但當雨勢加大
、夜幕降臨時，街上已經空無一人。

美國總統奧巴馬敦促人民要正視這次
颶風威脅，提醒大家有可能還會引發洪災
和其他重大災害。奧巴馬說： 「我想要鼓
勵墨西哥灣沿岸的所有居民，聽從當地政
府指揮，包括要求大家疏散的命令。現在可
不是冒險的時候。」奧巴馬表示，他已經指
示各級政府盡最大努力來應對此次風暴。

■現時安是5個兒子的母親，18
名孫子的祖母。今年，有一名民主黨
人批評她選擇留在家中養育孩子而不
是出來工作。這批評成為她一個重要
時刻。在社會媒體的迅速傳播下，該
次批評演變成一場關於婦女在美國社
會中角色的辯論。安利用這個機會來
闡述她的決定，並開設一個微博帳戶
，發出她首個微博信息： 「我選擇留
在家中養育5個兒子。相信我，這工
作很辛苦。」

■她承認，繼她丈夫在2008年
競選共和黨總統提名戰中敗給麥凱恩
之後，她曾在錄像鏡面前發誓永不再
捲入總統競選。現在她說，她後來改變
主意，並鼓勵丈夫參加2012年競選。

■安在1998年被確診患有多發
性硬化症，並說她丈夫幫助她爬出抑
鬱症的 「深淵」 。她常常對觀眾說，
有人批評她丈夫太死板和禁慾，但其

實當她因多發性硬化症造成疲勞，嚴
重衰弱之際，丈夫給予她非常大的支
持。她現時通過騎馬、服藥和另類療
法進行治療，病情已緩和。

■2008年11月，安．羅姆尼宣
布她被確診患上早期乳癌，並通過手
術治療。她曾到處宣傳應定期做檢查
，以便及早發現。上周，她在微博上
說： 「我昨天做了檢查，慶祝三年來
沒有癌症。」

■在倫敦奧運會上，安曾扮演了
一個角色，因為由她共同擁有的一匹
馬，參加了馬術比賽。也因為她的身
份，那匹馬以 「跳舞之馬」 之名成為
頭條新聞。安親臨倫敦觀看比賽，但
那匹馬沒有贏得任何獎牌。羅姆尼則
與這次比賽保持距離，因為民主黨人
在一個負面廣告中利用這匹馬來證明
羅姆尼是精英分子。

（路透社）

安．羅姆尼二三事

共和黨當晚是不遺餘力地推銷羅姆尼。
作為吸引女選民不怎麼秘密的 「秘密武器」
，羅姆尼的妻子安．羅姆尼的任務簡單清楚
，就是用柔和而討人喜歡的光線來包裝丈夫
。羅姆尼曾被喜劇演員們譏為呆板如機器人
，被民主黨斥為沒有同情心。此外，共和黨
的反對墮胎、禁止同性婚姻的政策，也嚇走
了不少女性選票。

妻子稱其將振興美國
當晚，安身着一襲紅色連衣裙登台，從

她身上完全找不出 63 歲的歲月痕跡，更看
不出一名癌症康復者的影子。她說： 「今晚
，我要和大家談論愛。」她深情款款地談到
他們 43 年婚姻，並談到在丈夫支持下，她
自己與肌肉硬化症和乳癌作鬥爭的經驗。

她深情地回憶了羅姆尼從大學畢業後，
如何從密歇根開始創業並最終致富的職業生
涯故事，說明他是一個有能力、有經驗擔當
總統一職，帶領美國走出困境，走向新繁榮
的人。她最後強調， 「這個男人不會失敗，
他不會讓我們失望，他將振興整個美國。」

共和黨高票通過提名
羅姆尼當晚也首次在大會上亮相，當他

短暫出現在舞台上，與結束演說的妻子親吻
時，人群發出雷動的歡呼聲。羅姆尼將在周
四黃金時段發表接受提名演說，將以 「為美
國帶來更好的願景」為主題爭取選票。

共和黨在周二下午舉行投票，羅姆尼獲
得 2286 張代表票中的 2061 張，超過獲得提

名所需的 1144 張，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他的競選搭檔、眾議員瑞安也獲得正式提
名，成為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最終，共和
黨人消除對羅姆尼不夠保守的疑慮，把睹注
押在他身上，希望美國選民相信羅姆尼的商
人觸角是美國克服經濟困難時期的靈丹。民
意調查顯示，這場選戰旗鼓相當，經濟是首
要問題。選民說，他們在經濟問題上較信任
羅姆尼，但認為奧巴馬是一個更令人喜歡的
候選人。

呼籲 「攆走」 奧巴馬
星期二大會另一個焦點，是新澤西州長

克里斯．克里斯蒂的主題演講。他是共和黨
明星，被視為將來可能成為總統候選人。他
說： 「現在是結束白宮領導無方的局面、派
去真正領袖的時候了。我們需要使美國再次
回到增長軌道，創造報酬好的私人行業職位
，而羅姆尼將告訴我們實情。」眾議院議長
約翰．博納則猛轟總統奧巴馬改善國家經濟
「無能」，呼籲 「把他攆走」。

在共和黨人會集於佛羅
里達集體攻擊奧巴馬之際，
美國總統在科羅拉多州立大
學舉行大型集會，向1.3萬人
發表講話，並試圖把他們對
共和黨人的怨言轉化為他競選日的
勝利成果。當他談到共和黨政綱時
，人群響起一片對共和黨的奚落聲
，但奧巴馬說： 「別發噓聲，去投
票。」

瑞安衣Q低 須時尚急救

【本報訊】綜合外電及本報記者黃曉敏29日報道：美國共
和黨28日正式提名羅姆尼為該黨總統候選人，寄望這位前麻省
州長和富商把奧巴馬趕出白宮，進入保守主義主張的小政府的新
紀元。不過當晚的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最亮眼的明星卻是羅
姆尼的妻子，她用自己的愛情故事，在電視直播的黃金時段與美
國民眾 「談論愛」 ，推銷丈夫是 「美國需要的人」 。

搶盡風頭羅姆尼妻羅姆尼妻
談情說愛為丈夫站台

▲颶風艾薩克▲颶風艾薩克2828日在新奧爾良登陸，部分大膽民眾到湖邊感受威力日在新奧爾良登陸，部分大膽民眾到湖邊感受威力 法新社法新社

▲瑞安（右）被指西裝尺碼過大，需要
時尚急救 資料圖片

◀新澤西州長克利斯
蒂28日在共和黨全國
代表大會上力撐羅姆

尼 美聯社

◀羅姆尼與妻子安28日在共和黨
大會上大秀甜蜜 法新社

◀羅姆尼28日在
共和黨大會上登
台支持妻子的演
講 法新社

▲安．羅姆尼的支持者在會場舉着▲安．羅姆尼的支持者在會場舉着
「「我們愛你安我們愛你安」」 法新社法新社

▲ 28 日
在共和黨
大會上，
安．羅姆
尼講述與
丈夫的婚
姻

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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