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及路透社
丹佛4日消息：在輸掉大選的首場辯
論後，美國總統奧巴馬4日如夢初醒
，在科羅拉多和威斯康星的兩場集會
上，集中火力反擊共和黨對手羅姆尼
，稱其在辯論中 「不誠實」 。奧巴馬
競選陣營則誓言要從這次辯論的挫折
中吸取教訓。

首辯次日如夢初醒

美債主追數 阿軍艦遭扣押

奧巴馬轟羅姆尼講大話

【本報訊】據法新社5日消息：剛剛贏得大選首場
辯論會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4日承認，他此前作
出的有關47%美國人都是政府蛀蟲的言論是 「完全錯誤
的」。

羅姆尼4日說道： 「在一場沒有上千也有上百次的
演講和問答的競選中，有時你會說出一些不當的言論。
在這個事件中，我說了完全錯誤的話。但是，我絕對相
信我在乎100%全部的美國人。」

美國自由派網站 Mother Jones 上月公布了一段對
羅姆尼不利的視頻，畫面中羅姆尼和富裕的贊助人正在
進行閉門會議。羅姆尼期間說到47%的美國人都不交入
息稅，認為自己是受害者，這些人無論如何都會投票給
奧巴馬。

當這段言論被公之於眾的時候，羅姆尼曾承認 「表
達不正確」，但他沒有就此作出道歉。此後他在民調中
的支持率一路下滑，許多人開始懷疑這段視頻是否會毀

掉他的總統之夢。
但是，在3日舉行的美國總統辯論的第一場比賽中

，觀眾看到了一個精力充沛的羅姆尼，在演講台上侃侃
而談，表現出色。相比之下，奧巴馬則顯得無精打采。
這給羅姆尼的競選陣營注入了新的活力。而更讓許多支
持者驚訝的是，奧巴馬在整場辯論中都沒有提到 「47%
」言論的問題。

為了慶祝這得來不易的勝利，羅姆尼出人意料地出
席了科羅拉多州丹佛市的一個保守派會議，並警告稱奧
巴馬的政府會把美國帶入下滑的深淵，步上歐洲負債纍
纍的後塵。羅姆尼說： 「奧巴馬的願景是成立一個涓滴
式政府，我不認為這是美國人所相信的。相反，我從自
由貿易上看到了繁榮的未來。」

羅姆尼競選陣營發言人稱，羅姆尼8日還將就外交
政策和國家安全問題發表演講，地點安排在大選搖擺州
的佛吉尼亞軍事學院。

羅姆尼認47%論完全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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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法新社 4 日消息：美國
尼爾森媒介研究公司 4 日公布的收視率調
查結果顯示，共有 6720 萬美國人收看了 3
日晚奧巴馬和羅姆尼之間持續90分鐘的首
場總統辯論，創下 32 年來新的收視紀錄
。《紐 約 時 報》則 預 測 說，如 果 把 收 看
Youtube 和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直播
的網上視頻的觀眾加起來，總人數將突破
7000萬。

與2008年奧巴馬與麥凱恩的首場總統
辯論相比，今年首辯觀眾人數增加28%。4
年前首場總統辯論有5200萬人收看。這也
是民主黨前總統克林頓、共和黨籍候選人
老布什和獨立參選人佩洛特1992年10月3
方辯論收視達6990萬人以來，總統辯論最
高的收視率。

不過2008年兩黨副手人選──拜登和
佩林的副總統辯論更吸引眼球，有6990萬
人收看，並列史上收視第 2 高。根據尼爾
森公布的數據，美國史上收視人數最高的
總統辯論是里根與卡特在1980年10月的對
決，吸引8060萬人收看。尼爾森從1976年
開始收集總統辯論收視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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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法新社及美聯社4日消息：美國共
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3日雖然贏得大選首次辯論，但
他當晚提到一旦當選總統，就要拿布偶劇《芝麻街》
的主角大鳥開刀，惹來美國民眾和媒體的集體圍攻。

這隻大鳥是著名兒童電視節目《芝麻街》的主角
，由非商業媒體─美國公共廣播公司（PBS）播出，
40 多年來陪伴一代又一代美國兒童成長。PBS 在一份
聲明中對羅姆尼明確提出批評說， 「我們非常失望地
看到 PBS 成為昨晚總統辯論的政治對象，羅姆尼州長
無法理解美國人民對公共廣播機構的感情以及投資這
一系統給我國帶來的豐厚回報。」

奧巴馬 4 日也在丹佛舉行的一場造勢大會上稱，
「謝天謝地，總算有人要狠下心來對待大鳥，我們還

不知道大鳥在助長聯邦赤字，這是昨晚才聽說的事，
大家覺得如何？」現場響起一片笑聲。

在辯論過後， 「大鳥」也成為美國社交網絡的熱
門詞彙。在臉譜網站， 「大鳥」的出現頻率飆升近
8000 倍，成為當晚第四大熱詞；在推特網站，平均每
分鐘出現了約1.7萬條與 「大鳥」有關的推文。美國喜
劇演員克里斯．洛克就在推特上發言說： 「羅姆尼：
如果你們選我，我將餓死窮人，課稅中產，掐掉醫保

，剷除大鳥並摧毀地球。」同日，阿拉巴馬州一位8歲
女孩還寫給羅姆尼呼籲， 「當我長大結婚後，我希望
我的孩子也能看到它，別砍掉它，要砍找點別的東
西！」

拿大鳥開刀 羅姆尼被圍攻

【本報訊】中新社聯合國4日消息：聯合國安理會4日發表媒體
聲明，強烈譴責發生在敘利亞、土耳其邊界地區的炮彈襲擊事件，
呼籲各方保持克制。

安理會本月輪值主席、危地馬拉常駐聯合國代表羅森塔爾說，
來自敘利亞境內的炮彈落在土耳其阿克恰卡萊縣內並爆炸，導致一
名母親和她的4個孩子喪生，另有多人受傷，安理會對此表示強烈
譴責。安理會各理事國對受害者家屬、土耳其政府及其人民表示衷
心的同情。

安理會在聲明中強調，該事件突出了敘利亞危機給鄰國的安全
和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所帶來的嚴重影響。安理會要求這種違反國際
法的行為立即終止並不再發生。安理會 「呼籲敘利亞政府全面尊重
鄰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並呼籲各方保持克制。

安理會譴責敘土炮擊事件

【本報訊】據路透社4日消息：美國至少有5人因為注射一種治
療背痛的類固醇，以致感染致命的真菌性腦膜炎不治，另有30人受
到感染。衛生當局警告，23個州曾注射這種類固醇的數百甚至數千
名病人，都有感染的風險。

據報問題類固醇受到真菌污染，有關的診所和醫療中心正緊急
向注射過這些類固醇的病人發出警告。而藥物及食品管理局已呼籲
醫生停用這些由麻省藥廠供應的問題類固醇。暫時未悉有多少名病
人注射過問題類固醇，亦不知道有多少病人感染腦膜炎。

但已知道6個州共有至少35人感染真菌性腦膜炎，當中5人死亡
。全部人都曾注射治療背痛的類固醇。這些州分包括田納西、維珍
尼亞、馬里蘭、佛羅里達、北卡羅來納和印弟安納州。涉及供應問
題類固醇的麻省弗雷明漢新英格蘭綜合中心，已回收三批合共17676
劑針量的類固醇。據報在7月至9月期間，有23 個州的75 間診所和
其他醫療中心接收過問題類固醇。

美受污染類固醇奪5命

▲《芝麻街》主角大鳥手舉標語「可為食物工作」
互聯網

◀◀美國總統奧巴馬美國總統奧巴馬44日火日火
力全開反擊對手羅姆尼力全開反擊對手羅姆尼

法新社法新社

▲奧巴馬支持者手舉標語 「因為你相信美國夢」
法新社

▲羅姆尼與副手瑞安4日在弗吉尼亞州的造勢活動
上 路透社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及英國《金融時報》4
日報道：一艘載有200多名水手的阿根廷海軍艦艇
在加納被扣押，原因是美國對沖基金公司艾略特
資本管理公司，試圖用它來抵銷阿根廷政府 2001
年國家債務違約時自己所持債券的全部本息。

據報道，艾略特公司屬下分公司NML資本公
司日前提出申請之後，加納法庭周二對該艘阿根
廷海軍艦艇「自由」號下達強制令和臨時保護令。

阿根廷價值約 1000 億美元違約債券中的約
93%在 2005 和 2010 年進行了正式重組，持有者每
1 美元債權最終收到 30 美分補償。艾略特是為數
不多的堅持要求阿根廷全額還債的債權人之一，
此前艾略特已向多國法庭起訴要求阿根廷償還全
部欠帳。美國和英國法庭判處 NML 可獲得 16 億
美元賠償，但是阿根廷對這類 「拒不讓步」債主
採取強硬立場，並稱不會進一步賠償。

據熟知艾略特內情的人士透露，過去一段時
間這家對沖基金一直留意「自由」號的航行軌跡。艾
略特一直在等待「自由」號停泊進一個港口中，這
樣它才有機會執行此前英國和美國法庭作出的判
決。艾略特拒絕對查封「自由」號一事做出評價。

阿轟 「海盜行為」
艾略特公司預期可獲得「自由」號擁有權，據

評估，這艘船價值1000萬至1500萬美元。「自由」
號是一艘100米長的高桅帆船，是屬於阿根廷海軍

的訓練船，曾創下世界上最快帆船橫渡大西洋的
記錄。如果阿根廷向法庭繳交一筆保證金，該船
就可以離開加納港口特馬，而艾略特公司則會設
法拿走這筆保證金。

阿根廷外交部形容該基金公司的行為猶如現
代海盜，稱此次扣船違反國際法，而該國總統克
里斯蒂娜不會向勒索屈服。阿根廷抨擊這次攔截
「自由」號，稱這是 「這些肆無忌憚的金融公

司制訂的詭計」，並說這種做法 「違反《維也
納公約》關於外交豁免權的規定」。阿根廷外
交部發表聲明說： 「禿鷲基金這次襲擊阿根廷
共和國，已經超過新界線。」聲明說： 「克里斯
蒂娜總統決定不屈從於禿鷲基金製造的勒索性國
際事件和地方事件，政府將繼續在不同的論壇上
例如在二十國集團、聯合國和其他多邊組織的論
壇上譴責他們的行為。」

◀阿根廷
軍艦自由
號
資料圖片

當天在科羅拉多州，火力全開的奧巴馬對
約 1.2 萬名觀眾說，周三在丹佛的九十分鐘辯
論期間，羅姆尼很不誠實。奧巴馬說： 「我走
上講台時，我碰見了這個精神煥發、自稱是羅
姆尼的傢伙。」 「但這不可能是羅姆尼，因為
真正的羅姆尼過去一年來一直都在全國各地
跑，鼓吹有利於富人的 5 萬億美元的減稅大
有可為。昨晚台上那個傢伙說，他對此一無所
知。」

「真實的羅姆尼說，我們不需要任何更多
的教師在我們的教室裡，但是昨晚在舞台上的
傢伙卻聲稱他愛老師，越多越好。」精神充沛
、戰鬥力十足又簡明扼要的奧巴馬與前日判若
兩人，他告訴支持者： 「如果你想成為美國總
統，就要讓美國人民知道真相。」

羅姆尼首獲淨正面評價
羅姆尼在3日的大選首辯中，積極進取，

表現奇佳，為其競選注入活力，這連民主黨內
部都無法辯駁。相反，奧巴馬看上去疲倦又厭
煩，並且沒有抓住機會攻擊羅姆尼。

辯論前，奧巴馬在幾乎所有全國民意調查
中都領先羅姆尼 5 至 6 個百分點，而且在決定
勝負的幾乎所有重要 「戰場州」中領先。但根
據路透社與Ipsos的聯合調查，有51%選民正面
地看待羅姆尼，這是他在總統競選中首次獲得
淨正面評價，而奧巴馬受喜愛程度則維持不變
，依然是56%。

經濟數據利選情
分析家說，他們仍然認為奧巴馬當選總統

的機會較大。加州大學聖迭戈分校政治學家薩
穆爾．波普金說： 「沒有人會僅僅因為這次辯
論而改變立場。」在距選舉日僅一個月之際，
羅姆尼可能沒有多少時間可供他奪得領先地位
。現時，在美國35個州裡，已開始以不同形式
投票了。

與此同時，周五出爐的美國9月份經濟數
據，也為奧巴馬的選情帶來一陣及時雨。美國
政府 5 日的經濟報告顯示，9 月份美國失業率
下降到7.8%，是自2009年1月近4年來首次低
於 8%；同時非農業領域增加 11.4 萬個職位。
這份報告，打破了美國大選一個重要的心理壁
壘，因為自大蕭條以來，沒有任何總統在失業
率高於8%的情況下，能成功當選。

奧營變策轉攻誠信
奧巴馬高級助手阿克塞爾羅德說，在11月

6 日選舉投票之前，尚有另兩場總統競選辯論
，因此奧巴馬陣營會從這場辯論吸取教訓，調
整戰略。他對記者說： 「我們會嚴肅檢討這件
事，我們會作出一些調整，注意如何在未來
辯論中劃下界線，以及如何好好利用我們的時
間。」

阿克塞爾羅德說，說奧巴馬不大可能 「花
大量時間去做準備」。奧巴馬的戰略，包括抨
擊羅姆尼在辯論中談論稅務計劃、保健和削減
赤字時說了不誠實的話，以及抨擊他在銀行管
制方面似乎也已改變立場。高級顧問戴維．普
盧夫說： 「鑑於羅姆尼不誠實，因此我們必須
調整戰略。美國政治史上，似乎沒有一位重要
的總統候選人像他這樣，如此不誠實地對待自
己的核心競選政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