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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克奧奧一擁泯恩仇一擁泯恩仇
大選當前大選當前 攜手對外攜手對外

當地時間6日晚的美國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
前總統比爾．克林頓放下與奧巴馬的齟齬，發表了一
場長達48分鐘的激情演說，力挺美國史上第一位黑人
總統連任。他為奧巴馬過去四年的政績辯護，同時狠
批共和黨為美國經濟留下爛攤子。

【本報記者黃曉敏紐約五日電】

在這場正式提名奧巴馬為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演說中，克林頓辯
駁稱，奧巴馬在過去四年，致力實施給美國經濟帶來活力和平衡的政策，
並強調稱，美國人明顯比四年前 「過得更好」。

48分鐘激情演說掀高潮
「我希望貝拉克．奧巴馬成為美國的下一任總統，我很自豪地提名他

為共和黨的競選旗手。」克林頓說，奧巴馬是 「一個外表冷靜，但內心為
美國燃燒的人」， 「一個相信我們能建立全新美國夢，用創意、創新、教

育及合作推動經濟的人」， 「一個醒目到會娶米歇爾為妻子的人」。
當晚10：30分左右，在他1992年的競選主題曲《別停下來》的搖滾

樂中，克林頓登上民主黨大會的舞台。他的演講被認為成就了民主黨大會
次日的亮點和高潮。在他演講結束時，奧巴馬本人也在民主黨大會上首次
現身，而克林頓則向他作了一個極有舞台效果的鞠躬。這兩位美國總統隨
之握手，擁抱，微笑着向觀眾揮手，一起退場。

事實上，在克林頓發表演說，聆聽全場20000多觀眾高呼 「我們愛你
，比爾」時，奧巴馬一直在舞台後方。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表文章評論
稱， 「奧巴馬甘願站在克林頓的光環之下，就這晚」。因為奧巴馬及其競
選團隊深知，請來克林頓站台就要冒着風頭被搶的風險。不過，當晚克林
頓的演說證明，奧巴馬的冒險成功了，因為人氣比他高出更多的前總統，
毫不含糊地給出他的祝福與支持。在某種程度上，克林頓給予奧巴馬連任
選情的幫助，是連奧巴馬本人都無法企及的。

力護奧巴馬經濟政策
克林頓在演講時同時對共和黨發起攻擊，他說： 「在我上任前的 12

年，共和黨的經濟政策讓美國的債務翻了4倍，在我離任後的8年裡，也
讓債務翻倍。」 「我要說的是，奧巴馬總統比他們好得多。他接手了一個
遭到深度破壞的經濟，為阻止經濟陷入崩潰，他開始長期艱難的復蘇之路

；他努力為建立一個更現代、更均衡的美國經濟，創造上百萬新增
就業機會、煥發商機以及為創新者帶來大量財富，奠定了基石。」

克林頓還表示，從 1961 年，民主黨總統在位時所創造的
就業總數遠超過共和黨總統在位時創造的就業機會。

他說： 「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你想要一個什
麼樣的國家？」如果想要一個只自顧自己、贏者全
拿的社會，就應該支持共和黨候選人。如果想要住
在一個可以分享繁榮與責任的國家、全民休戚與共
的社會，就應該要支持奧巴馬與拜登。

與希拉里跨洋對稿
奧巴馬與克林頓之間的 「恩怨」，在四年前奧

巴馬與希拉里爭奪民主黨內的總統候選人提名時結
下。不過在當晚的演說中，私人恩怨都成為過去。
克林頓提到，奧巴馬上任後啟用了不少在初選中支
持希拉里的人，他還笑稱： 「見鬼，他甚至任命了
希拉里。」

而身在東帝汶的美國國務卿希拉里，6日就向
傳媒透露，雖然這是 「多年來」她首次錯過民主黨
大會，不過她在克林頓的演說前就與他對過稿，當
時就等不及看他 「正式」的表現。希拉里當天便致
電克林頓，認為他的演說 「非常棒」。

【本報訊】據法新社6日消息：當
地時間周四，美國總統奧巴馬將步入夏
洛特的時代華納體育館發表關鍵演說。
他將有約五十分鐘時間，來突破他與共
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在競選中勝負難
分的僵局，讓美國人相信雖然這是一個
經濟情況令人沮喪的時期，但他仍值得
連任四年。

競選助手們拒絕預先披露奧巴馬講
話內容，稱奧巴馬平時喜歡不斷修改自
己的重要演說，直到講話的時刻。但可
以感覺到，奧巴馬將設法填補羅姆尼上
周在共和黨全國大會下留下的空白。羅
姆尼在大會上試圖使自己 「人性化」 ，
但其演說基本上不涉及政策。

哪怕對以雄辯聞名的奧巴馬，在這
次演說中面臨的任務，也是非常艱巨的
。這次演說，將是奧巴馬最好的機會，
去說服選民相信，這次選舉關乎他們選

擇什麼樣的國家和經濟來生活，而不是
對他的政績作出裁決。

奧巴馬周一在弗吉尼亞州對一群聽
眾說： 「星期四晚上，我將提出我認為
是更好的前進道路─創造好職位、加
強我們中產階級力量和提高經濟增長的
道路。」奧巴馬可能會重申關於對富人加
稅的要求，以便增加教育投資；創造綠色
能源職位；以及為那些把職位從外國搶
回來的公司提供稅額優惠。他可能會抨
擊共和黨導致他旨在創造職位的四千億
美元一籃子方案胎死腹中，並指責羅姆
尼陰謀重返增加富人財富的經濟方案。

大會演說一般都會勾勒未來圖景，
但奧巴馬將會回顧，並提醒美國人：共
和黨人留給他一大攤爛債和在海外兩場
未完成的戰爭。緬因州科爾比學院政治
學教授丹．希說： 「他必須提醒選民，
要是這四年來不是他主政，而是共和黨
主政，情況將會多麼不可收拾。這樣一
來，他就會告訴選民，如果再讓共和黨
人來主政，他們又會得到什麼。」

助手們說，奧巴馬還將設法利用他
在國家安全問題上比羅姆尼優勝這一事
實，尤其是羅姆尼在上周共和黨大會上
竟然沒有提到阿富汗戰爭。奧巴馬將宣
稱，他履行承諾，結束伊拉克戰爭，並
殺死了 「基地」 領導人拉登。這將向選
民表明，他在其他問題上的承諾也將一
一兌現。

【本報訊】據中新社夏洛特 5 日
消息：當地時間 5 日晚，美國歷史上
首位華裔女國會議員趙美心，在美國
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講，代
表民主黨華裔政界人士支持總統奧巴
馬競選連任。

趙美心當天在演講中，以祖輩初
抵美國時的艱辛歷程，說明實現所謂
的 「美國夢」從來不是一件易事。趙
美心說，她祖父來美國時，華人備受
歧視，當時的《排華法案》令華人處
處受限制，不能成為美國公民，也沒
有投票權。但她的祖父還是想辦法開
了家餐館，開始了不分晝夜的工作。
她對台下的與會者說，她的祖父每天
堅持工作15小時，每周工作7天，數
十年如一日，才讓她的家庭 「美國夢
」成真。

趙美心接下來話鋒一轉，表示總
統奧巴馬做出18項為小企業減稅的政
策，正是為了讓 「美國夢」能夠更容
易實現。她說，奧巴馬堅持推動醫改
法案，根本也是為了 「美國夢」。趙
美心是奧巴馬亞裔競選團隊的主要負
責人。她2009年擔任美國國會眾議員
至今，在政壇較為活躍，是眾議院通
過以立法形式就《排華法案》進行道
歉的主要幕後推動者之一。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及美聯社
6 日消息：俄羅斯總統普京 5 日猛烈
抨擊羅姆尼的反俄言論，不過，他同
時強調，如果羅姆尼在 11 月的美國
大選中打敗奧巴馬，他還是能夠與之
共處的，因為到時羅姆尼的立場也會
改變。

普京說，羅姆尼若當選，就會明
白自己在競選時的反俄言論錯得有多
離譜。 「就跟你在自己國家的政治舞
台上，使用極端民族主義和種族隔離
作為工具一樣。」 「至於說羅姆尼的
立場，我們理解這部分因為競選的原
因。」

普京是在當日接受俄羅斯一家互
聯網英文電視台 「今日俄羅斯（RT
）」採訪時作這番表示的。 「無論美
國人民選舉誰做總統，我們都將與他
共事」，一言 「示好」之後，普京話
鋒一轉： 「但這種共事能取得多大的

效果，則完全取決於我們的美國夥伴
有多少意願。」

俄媒稱，普京APEC峰會前夕受
訪開談美國 「未來總統」，用意頗深
。羅姆尼今年三月時在《華爾街日報
》撰文，稱俄羅斯是美國的 「頭號地
緣政敵」，後來在接受CNN採訪時
又說： 「俄羅斯在世界舞台上並非一
個友好的角色。」而在上周的共和黨
全國代表大會，羅姆尼還攻擊奧巴馬
對俄羅斯態度軟弱。

普京也表示，羅姆尼如果當選，
將對美俄長遠的爭端議題造成影響，
首要的便是以北約為首的歐洲導彈防
禦系統。他說如果羅姆尼當選， 「導
彈防禦系統絕對會瞄準俄羅斯。」他
同時強烈暗示，更傾向於看奧巴馬繼
續執政四年。普京說： 「我認為他是
一個誠懇的人，他真的很想讓許多事
情變得更好。」

責任編輯：張佳晴
美術編輯：譚志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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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抨羅姆尼反俄言論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及美國
《赫芬頓郵報》五日報道：美國總統
奧巴馬5日指示，把 「上帝」和 「耶
路撒冷」這幾個字眼重新列入民主黨
黨綱，盼迅速採取行動平息爭論。

由於黨綱省略上帝和支持承認耶
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的字眼，出席北
卡羅來納州夏洛特全代會的代表，面
臨共和黨連珠炮式及部分來自黨內的
批評聲浪。競選人員告稱，奧巴馬親
自介入，要求恢復有關耶路撒冷的用
詞，這些用詞是過去黨綱的特色之一
。共和黨時常批評奧巴馬對以色列過
於強硬。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就抓
住耶路撒冷問題不放，稱這是一個
例子，表明奧巴馬 「把以色列扔在
巴士下」，並指責民主黨人在政綱
中刪除 「上帝」這個詞。羅姆尼在
接受霍士新聞台採訪時說： 「我想
，他們刻意從政綱中刪除上帝，這
表明這個政黨愈來愈脫離主流美國
人。我覺得，這個政黨正愈來愈偏

離正道，
走 極 端 ， 連
美國人也認不出
他們了。」羅姆尼還
抨擊民主黨全國大會，稱
大會是在 「慶祝失敗」。

不過羅姆尼本人的負面消息
也未曾平息。美國田納西州的一間會
計師樓辦事處日前發生失竊案，被人
偷走了一批機密文件，當中包括羅姆
尼的報稅表。之後，有匿名人士在資
料分享網站 Pastebin 留言，要求有關
方面支付一百萬美元（約780萬港元
） 「贖金」，否則會把羅姆尼的報稅
表公諸於世。美國特工處已經介入調
查這宗失竊案。

今年一月，羅姆尼公開了他在
2010 年的報稅表及 2011 年的估計收
入，但拒絕公開他早年的報稅紀錄。
分析員推測，如果真的有報稅文件失
竊，而這些文件又被公諸於世，勢必
成為未來兩個月競選運動的爭議話題
，可能會影響羅姆尼的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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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說內容高度保密

全美今聚焦奧巴馬

▲華裔民主黨眾議員趙美心5日在大會上
聲援奧巴馬 法新社

▼克林頓（右）▼克林頓（右）55 日在日在
民主黨大會的台上向奧民主黨大會的台上向奧
巴馬鞠躬巴馬鞠躬 美聯社美聯社

▶奧巴馬5日在民
主黨大會上台與
克林頓擁抱

美聯社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在民主黨
大會上力挺奧巴馬 法新社

◀5日在民主黨大會，支持者手持
「保住汽車業110萬個職位」 的標
語 法新社

▲▲ 55 日在紐約，冒牌奧巴馬日在紐約，冒牌奧巴馬
（左）與冒牌羅姆尼在一場模（左）與冒牌羅姆尼在一場模
仿秀中開打仿秀中開打 法新社法新社

暗撐奧巴馬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