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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姆尼將發表關鍵演說
【本報訊】據法新社佛羅里達州．坦帕30日消息

：羅姆尼的說服力將在美國時間30日晚上受到終極考
驗，屆時他在黃金時段發表接受提名演說，數百萬美
國人同時觀看電視直播。

這次成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對羅姆尼來說是全
新戰場，在巨大的壓力下，他必須在演說中展示他最
好的性格、技能和政策。他必須在創造足夠的競選勢
頭，因為這次演說的效果，將影響今後歷時十周的
「戰場州」 爭奪戰，這些戰場州包括佛羅里達、俄亥

俄、弗吉尼亞和科羅拉多，任何一州都會影響戰果。
雖然最近數月選情一直落後，但羅姆尼最近已在

全國民意調查中與奧巴馬旗鼓相當，後者因為美國經
濟乏力和失業率高企而備受壓力。羅姆尼兜售他的商
業敏銳，宣稱他有足夠技能使美國經濟重回繁榮，但
在受喜愛程度上他大大落後於奧巴馬，民眾視其為一
個呆板、笨拙和傲慢的人。

美國廣播公司與《華盛頓郵報》在大會前進行的
聯合民意調查顯示，僅有40%美國人認為羅姆尼 「整
體而言討人喜愛」 ，但有51%認為他不討人喜歡。這
要比奧巴馬差很多。現時有50%美國人認為奧巴馬討
人喜歡，47%表示他不討人喜歡。此外，羅姆尼是自
1984年以來，任何重要政黨總統候選人中最不討人喜
歡的。

如果他能夠在接受提名演說中使出絕招，使自己
「人性化」 ，那他也許能夠逆轉上述民調數字，以及
擋住民主黨對他的私人股票公司的攻擊。但是他上周
對《華爾街日報》說，他不會利用他的競選來 「使我
個人化，彷彿我是一塊肉」 。

羅姆尼曾於2008年競選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但在
初選中遭麥凱恩擊敗。現在他必須使美國人相信，奧
巴馬是個不稱職的總統。在歷時三天的大會期間，一
個又一個代表都異口同聲，認為羅姆尼是唯一候選人
，可以帶領美國人走出金融危機造成的困境。

賴斯現身贏得滿堂彩
【本報記者黃曉敏紐約二十九日電】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

大會29日的議程，除了當晚主角副總統候選人瑞安，最耀眼的
明星當屬前國務卿康多莉扎．賴斯。當晚，賴斯祝賀羅姆尼，

認為他將拯救美國於國內及國外的危機中。
她的發言贏得了滿堂彩，連最挑剔的

MSNBC主持人克里斯．馬修也予以肯定。馬修說： 「賴斯今晚
的演講相當精彩，非常振奮人心。」在他看來，賴斯今晚的演
講效果超過了瑞安。《華盛頓郵報》也認為賴斯是當晚大會的
贏家。該報稱賴斯不僅在外交事務上做出有力發言，在國內議
題上也同樣鏗鏘有力。而當她講述自己在種族隔離時期，成長
於阿拉巴馬州的經歷時，又富於情感。

賴斯在坦帕對着滿堂喝彩的聽眾表示，雖然有正在崛起的
中國，但如果沒有美國的領導，世界將變得更加危險和混亂。
她說： 「今天的美國理想已經瀕危。如果不先自行努力，世界
上沒有任何國家，甚至是崛起中的中國，能對美國造成更大的
傷害。」賴斯表示，羅姆尼關注和平，如果他當總統，將 「通
過力量實現和平」。

賴斯的演講，也引起網民的熱議。有共和黨員鼓動賴斯出
馬競選加州州長，有網民認為，賴斯可以準備競選2016年的總
統寶座。不過，周二晚間在接受採訪時，賴斯就表示過， 「或
許我父親會覺得我應該是美國總統，我想他對我曾經是美國國
務卿已經感到過滿意。」對於她自己來說，作為外交政策的學
者，有機會在特殊的時刻服務於國家，她已經感到很滿足，
「那已經足夠了」。對於未來，賴斯說： 「我將回去做一個快

樂的史丹福大學的教職員工。」 「我的未來將與史丹福學生在
一起，在公共服務方面，我關心的是教育改革。」

瑞安當晚很好地扮演了副總統候選人
的 「打手」角色，即攻擊對方總統候選人
。瑞安在演講中開門見山地批評奧巴馬說
， 「過去四年我們已經受夠了白宮的陳詞
濫調」，他說， 「奧巴馬總是將問題歸咎
於前朝政府，這種說法已經過時了。這個
人上任將近四年，難道還不夠時間讓他承
擔起責任嗎？」

謬稱奧巴馬不守承諾
他列舉了一系列奧巴馬的罪過─包

括經濟刺激方案、就業危機、 「奧巴馬保
健」、債務、醫療保健，引起聽眾大笑、
噓聲和頻頻起立鼓掌。他說： 「大學畢業
生不應該在 20 多歲時還住在兒時的睡房，
盯着牆上褪色的奧巴馬海報，想着何時才
能獨立自主。」

瑞安在演講中，一再地用 「誤導性」
的言論抨擊奧巴馬政府。他指出，奧巴馬
在競選總統時承諾說，威斯康星一家通用
汽車公司工廠將不會關閉，但不到一年內
該工廠就關閉了，至今不見復蘇的跡象。
事實是，奧巴馬從未作出如此承諾，那家
工廠是2008 年12月份關閉的─當時布什
總統在當政。

奧巴馬高級顧問戴維．阿克塞爾羅德
立即對有關通用工廠的說法進行駁斥。他
說：「再次，瑞安把布什當政時關閉的工廠，
歸咎於奧巴馬。這也難怪，因為他們已經說
過，他們不會讓事實核查員來妨礙他們。」

美媒詳列 「勘誤表」
瑞安又抨擊奧巴馬不支持一個赤字委

員會的報告，卻不提他本人曾投票反對該
報告，為該報告流產盡了一分力量。他還
宣稱，奧巴馬把 7160 億美元 「醫療保健」
資金 「抽走」，用於 「奧巴馬保健」，並
為這個妙論沾沾自喜。但他完全不提他自

己的預算計劃也是依靠 「抽走」那同一筆
錢。

在瑞安演說結束後，CNN電視政治評
論員主要把焦點集中於瑞安的誤導性言論
，指出這些錯誤是如何明目張膽。而美國
多家媒體更是直接為他演講內容的 「錯漏
」和 「誤導性」言論做出長長的 「勘誤」
列表。

不過，美國《紐約雜誌》的評論就指
出，瑞安似乎已計算好，這些誤導性言論
不會減少他的選票，直接把賭注投在美國
人對政治事實的無知之上。而當晚在電視
機前觀看這場演說的數百萬美國人，都不
會追究事實真相，也不會每天用 15 小時來
看新聞，所以他們永遠不知道瑞安對奧巴
馬的指摘有多少是謊言和欺騙。

瑞安還很好地執行了副總統候選人的
另一個任務── 「護主」。他在演講中對
羅姆尼不吝讚美之詞， 「明天將接
受你們提名的那個男人
，是一個虔誠的
、忠實的、
值得尊重的
人。他不僅
是婚姻的捍
衛者，還創
造了完美婚
姻的典範。
他不僅是個好商
人，也是一個好
人，他完全勝任
領導這個樂觀的
、充滿愛心的國家。
」他還不忘發揮一下
幽默感，指羅姆尼的
音樂品味老土，引得
哄堂大笑。

奧巴馬網聊 力爭青年支持
【本報訊】據法新社華盛頓29日消

息：美國總統奧巴馬 29 日強化其身為
「社交網絡總統」的形象，在知名推文

網站Reddit與民眾套近乎，順便測試了
一下打字能力。白宮還公布了奧巴馬坐
在筆記本電腦前打字的照片，證實與網
民聊天的確是美國總統本人。

共和黨在佛羅里達州召開提名羅姆
尼參選總統的全國代表大會之際，奧巴
馬也沒閒着，他與網民天南地北暢談，
話題包括颶風救援、阿富汗戰爭、超級
政治行動委員會捐助額度、太空計劃、
網絡自由，到最近白宮自釀的啤酒。

「嘿，大家好，我是貝拉克」，奧
巴馬先打了個招呼， 「剛出席完（弗吉

尼亞州）夏洛茨維爾的造勢大會，期待
你們發問。」在整個網聊過程中，奧巴
馬跳過海量諸如 「你喜歡貓嗎？」的閒
聊式問題，而在幾個主要政治議題上花
了較多時間。

當有人問到最近火紅的白宮自釀啤
酒、希望公布配方時，奧巴馬倒是很有
誠意地回答說： 「很快就會推出！我可
以以親身經驗告訴你，很好喝。」他還
預測了在11月6日大選之後自己會做的
事，不過同時也不忘提出，他希望年輕
人的票可以幫他成功打敗羅姆尼。他說
： 「贏或輸，我都會感謝每一位辛勤工
作的人──特別是那些在全國競選辦公
室的志願者和出色的年輕人們。」

【本報訊】據美聯社紐約 29 日消息：
美國雅虎新聞華盛頓分部的主管大衛．查理
安（見圖），日前在直播共和黨全國代表大
會時，私下譏笑羅姆尼及妻子安 「在黑人都
快淹死時，還歡樂開派對。」這段話因查理
安忘記關閉麥克風，播出後引發爭議，雅虎
新聞在事發24小時內，決定將其開除。

雅 虎 新 聞 與 美 國 廣 播 公 司 新 聞 網
（ABC News）合作網絡轉播共和黨全國
代表大會。今年該大會在佛羅里達周坦帕舉
行，首日議程因為熱帶風暴 「艾薩克」的影
響匆匆收場。

查理安是在 27 日的直播中，與不知名
的來賓說， 「你大可說 『他們毫不在意。他
們歡樂開派對，而黑人都快溺死了』」。而
這番發言播出時，電視畫面正好是共和黨總
統候選人羅姆尼和妻子安，而背景還傳來笑
聲。

知道闖禍後，查理安已經作出
道歉，但仍然難逃被炒魷魚，成為另
類 「颶風災民」。查利安在臉譜頁面
為 「說出不恰當和不經大腦的玩笑話
」致歉。他說： 「我當時是在評論共和
黨在颶風侵襲下召開全代會的挑戰，以
及評論選戰視角。」

雅虎 29 日發表聲明表示，查理安發言
「不適當，且不代表雅虎觀點」。聲明指出

： 「他立即被革
職。雅虎已聯絡
羅姆尼陣營，並
向羅姆尼、他的
工作人員、支持
者，以及任何可
能受冒犯的人致
歉。」

譏笑羅姆尼夫婦
雅虎新聞主管被炒

【本報訊】綜合外電及本報記者黃曉敏紐約29日報道：美
國威斯康星州眾議員保羅．瑞安29日晚，在共和黨全國代表大
會登台演講，正式接受共和黨的副總統候選人提名，同時不遺
餘力地對奧巴馬發起攻擊。不過，他的指控中存在諸多與事實
不符的誤導性言論，被指是將賭注押在美國人的無知之上。

扭曲事實誤導公眾 被指豪賭選民無知

狂踩奧巴馬狂踩奧巴馬瑞安當打手
▲▲2828日在艾奧瓦州，美國總日在艾奧瓦州，美國總
統奧巴馬在競選造勢活動中統奧巴馬在競選造勢活動中
擦汗擦汗 法新社法新社

▲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瑞安（中）與家人▲共和黨副總統候選人瑞安（中）與家人2929日在坦帕的全國代表大會上日在坦帕的全國代表大會上 法新社法新社

▲共和黨各個代表人的紀念品▲共和黨各個代表人的紀念品 彭博社彭博社
▲▲2929日在坦帕，示威者集會反對共和黨日在坦帕，示威者集會反對共和黨

美聯社美聯社

▲羅姆尼29日忙裡偷閒，與孫子在酒店房間觀看賴斯的
演講 法新社

◀美國前國務卿賴斯29日
出席共和黨大會發表演講

法新社

▶白宮發布
照片證明奧
巴馬本人29
日親自與網
民互動

互聯網

▲布什父子拍攝錄像支持羅
姆尼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