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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分析人士和民
調一致認為，羅姆尼在
當天的首場大選辯論表
現優於奧巴馬。而奧巴
馬雖然表現不夠出色，
但是他避免了出現災難
性失誤，也不會因此影
響支持率。

羅姆尼步步緊迫
本次總統辯論主要圍

繞美國內政問題展開，分
六個部分，前三個部分主
要圍繞經濟進行，餘下分
別討論醫療保險、政府角
色與政府管理。在這場長
達90分鐘的唇槍舌戰中，

奧巴馬共講了 45 分鐘 50 秒，
羅姆尼只講了 38 分 22 秒。羅

姆尼雖然發言時間短，但整場表現令人印象深
刻，信息量並不亞於奧巴馬。

羅姆尼以通俗易懂、簡明扼要的方式闡述
自己的見解，有不少精警出彩的句子。他說：
「我擔心我們現在走的路子根本是不成功的。

總統與四年前競選時的觀點非常相似，那就是
更大的政府、更多的開支、更多的稅收，更多的
監管，而這些並不是美國需要的正確答案。」

羅姆尼步步緊迫，一再指責奧巴馬誤解他
的立場。在奧巴馬指責他企圖削減教育經費時
，他反擊奧巴馬，並給他上了一課： 「總統先
生，你有自己的房屋，你有自己的飛機，但你
沒有自己的事實。」

民調認羅姆尼為贏家
相較之下，奧巴馬似乎不太樂意站在舞台

上，他的發言語氣平淡且冗長，而且還喜歡列
舉枯燥的數字和選民不太熟悉的法案等較為專
業的名詞。他的回答不慍不火，不時顯得緊張
、惱怒，甚至準備不足，在闡述自己的意見時
甚至出現結巴。

曾經當過法律學者的奧巴馬在辯論中表現

專業，這也讓他錯
失了打擊對手的機
會。他沒有批評羅
姆尼創辦的貝恩資
產，也沒有提到他
的海外銀行戶口。
更令人吃驚的是，
奧巴馬沒有提到廣為
人知的 「47%論」。羅
姆尼曾說，47%的美國
人把自己視為受害者
，靠政府援助，拒絕
對自己的生活負責。

揚斯敦州立大學
政治學教授保羅．斯
羅西克說： 「羅姆尼
贏了。真正的意外是，他贏
得這麼乾脆。」選民似乎認
同這個看法。美國 CNN 在辯論
後做了一次 「閃電調查」，67%選民認為羅姆
尼是這場辯論的贏家，只有25%受訪者認為奧
巴馬較優。

對選情影響不大
雖然羅姆尼上佳的辯論表現讓共和黨內部

雀躍歡呼並重拾競選信心，不過，這並不見得
能改變選舉結果。奧巴馬在民意調查中依然保
持優勢。在3日發布的路透社與IPSOS的追蹤
調查中，奧巴馬以47%對41%領先羅姆尼。很
多民調機構預期未來一個月奧巴馬的領先地位
會有所下滑，但認為辯論不會帶來什麼實際影
響。威斯康星大學政治學教授湯姆．霍爾布魯
克說，自 1988 年以來，在總共 16 次總統辯論
過後，民意調查平均會改變不足1%。

《候選人：如何贏取或維持白宮總統職位
》一書作者波普金說，那些決心要投票反對羅
姆尼的人，都不會改變立場，不管羅姆尼在辯
論中出色與否。他說： 「如果你認為他是一個
自私自利的人，只為富人着想，那麼你仍然會
覺得，他是一個有自信、令人舒服、親切的公
司主管，同時會微笑着炒你魷魚。」

羅姆尼身體語言較佳
身體語言專家、《你撒謊騙不了我》作

者雅尼娜．德里弗說： 「在身體語言方面，
羅姆尼是贏家。」

羅姆尼則連珠炮似的發言，步步緊迫，
而且比奧巴馬簡明扼要。在身體姿態上，羅
姆尼 「昂首挺胸」 表現自信，眼睛要麼看着
奧巴馬，要麼看着主持人，這相對於他平時
眼睛朝四方亂轉動，改善了不少。

羅姆尼較果斷的風格，使人覺得他有信
心和權威。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和紐約大學
的身體語言專家佩姬．哈克尼說： 「奧巴馬
保持過度的克制，並且表現在臉上和身體上
──而羅姆尼則讓任能量自由釋放。」 她說
： 「羅姆尼身體姿態表現更充分，說話的節
奏較能體現在身體上，使他顯得較真實，較
不精心計算，較不擔心。」 （路透社）

【本報訊】據法新社丹佛3日消息：
美國大選首場辯論會3日 「浪漫」 開場，

由於當天恰好是總統奧巴馬與米
歇爾結婚20周年的紀念日
，奧巴馬在開場白中說：

「今晚我要說的有
很多，但是最重要
的一點是，20年前
我成為世界上最幸
運的男人，因為米
歇爾．奧巴馬同意
嫁給我。」

「我想祝你結婚周年快樂，親愛的
，還有一年以後，我們就不會在4000萬
人面前慶祝了。」 奧巴馬的發言引來全
場觀眾一陣笑聲，而羅姆尼隨後發言時
也幽了一默說： 「我確定這是你能想到
（慶祝結婚周年）最浪漫的地方了……
在這裡和我一起。」

在美國CNN當天播出的節目中，米
歇爾就說： 「我跟巴拉克（奧巴馬）說
過， 『出席大選辯論會，可能是慶祝結
婚20周年最糟糕的方式的了』 ，我這些
辯論都感到緊張。」

奧狀態欠佳奧狀態欠佳
羅絕地反擊羅絕地反擊

美大選首辯出人意料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
及新華社4日消息：美國2012
大選首場總統候選人辯論會
的主要議題是國內經濟，不
過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在3日
晚的舌戰三度提到中國，而
奧巴馬並未就此作出正面回
應。

在辯論中的第一個環節
回答有關如何增加美國就業
的問題時，羅姆尼稱將打擊
中國可能或正在發生的貿易
欺詐行為。而在有關美國財
政赤字的問題時，羅姆尼稱
，他將削減部分財政支出的
項目，因為這些項目並沒有
重要到 「需要靠向中國舉債
」來維持。

他甚至向 PBS 電視台的
布偶幼兒劇《芝麻街》開刀
， 「不好意思吉姆，我將停
止資助PBS」，羅姆尼對在該
電視工作多年的辯論主持人
吉姆．勒萊說， 「我還要停
止其他的東西。我喜歡PBS。
我喜歡大鳥（Big Bird）。
我其實也喜歡你，但我不能
一直向中國舉債來花錢。」

《芝麻街》一劇在美國
有 40 多年的歷史，深受觀眾
喜愛。羅姆尼此話一出，立
即在社交網絡推特掀起一陣

「大鳥」旋風，每分鐘有17000則關於 「大鳥」的
推文。有觀眾發表推文稱： 「奧巴馬殺了本拉登
，羅姆尼卻要對大鳥下手。」

事實上，在奧巴馬與羅姆尼的辯論前夕，美
國前國務卿基辛格3日對兩人競選打出的 「中國牌
」提出公開批評，表示他們攻擊中國的言辭 「糟
糕透頂」。談及進入最後衝刺階段的美國大選，
已經公開表示支持羅姆尼的基辛格未留情面，表
示早前羅姆尼和奧巴馬在競選廣告中宣稱中國在
經貿領域 「欺騙」美國，他認為 「兩位候選人使
用這樣的語言形容中國糟糕透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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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美國《赫芬頓郵報》及中央社4
日報道：美國總統奧巴馬在大選首場辯論會表現
不佳，唯一值得安慰的是，資深主持人吉姆．勒
萊表現得更糟。勒萊在自己主持的第12 場大選辯
論會中，掌控場面和控制時間的能力不足，向辯
論雙方提出的問題也因過於籠統受到抨擊。

前《紐約時報》執行編輯比爾．科勒在推特
上，更是直接給勒萊打了 「D」的成績，並稱他是
「輸家」。當天的辯論理論上分成 6 回合，各 15

分鐘，其中3回合專攻經濟議題。勒萊第一回合就
控制不住時間，他在候選人還在回答第一個問題
時說， 「大家要知道，我們已遠超過15 分鐘了」
。他曾經一度試圖中斷奧巴馬的超時的發言，但
美國總統則回覆說， 「我相信在你打斷之前，我
還有5秒鐘的時間。」

勒萊事後在點評自己的表現時說： 「我不能
說自己做得很糟糕。」但明顯其他媒體從業員不
這麼看。勒萊在辯論中提問候選人有關不同政策
的問題時，都用 「你是否覺得自己與對手的觀點
有所不同」。美國MSNBC的主持人華萊士．瓦格
納就此評論稱： 「勒萊是瘋了才會認為15 分鐘內
能回答這麼廣泛的問題。」

主持人成最大輸家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路透社及中新社4日報道：
美國當地時間3日晚登場的大選首場辯論結果出人意料。
原本不被看好的共和黨候選人羅姆尼信心十足，主動出擊
，表現略勝一籌；反觀以雄辯著稱的現任總統奧巴馬卻不
在狀態，沒有發揮應有水平，錯失挑戰對手的良機。

◀羅姆尼3日在辯論
會上向觀眾致意

法新社

▶奧巴馬被指在辯論
中經常低頭

法新社

▶主持人勒萊被評為當晚辯
論最大輸家 法新社

▶ 3 日在丹佛
大學，辯論會
結束後米歇爾
上台與奧巴馬
擁抱 法新社

▶ 美 國 PBS
電視台兒童劇
《芝麻街》的
角色 「大鳥」

互聯網

奧巴馬難掩教授範
以雄辯聞名的奧巴馬在回答很多問題時結

結巴巴、時斷時續，不講話時就望着自己的講
台。他試圖壓抑自己那教授似的風度，但未能
成功。

身體語言專家、《你撒謊騙不了我》作者
雅尼娜．德里弗說：奧巴馬把頭偏向一邊而不
是昂起來，給人較不自信的感覺。她說： 「如
果你是外國人，只根據身體語言來看這場辯論
，你會覺得羅姆尼已經是總統了。」

不過，雖然兩人分歧重重，但大多數時間
都保持禮貌台風。他們在辯論前後都熱烈地握
手，都伸出另一隻手去碰觸對方的肩頭。在
2008年一些辯論中，奧巴馬曾對共和黨總統
候選人麥凱恩直呼其名，但是這一回，他與羅
姆尼在整場辯論中都始終直呼對方的頭銜。

（路透社）

◀美國總統奧巴馬在3
日羅姆尼發言時面部表
情微妙 法新社

▶羅姆尼在 3
日的辯論中咄
咄逼人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