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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姆尼外交演說避談中國避談中國
攻擊白宮中東政策 奧營諷其立場多變

當天在大選搖擺州的弗吉尼亞軍事學院
，羅姆尼發表了他在競選中的第十次外交政
策演說。羅姆尼期間談及多個國家，聲稱若
當選將加大制裁伊朗的力度，對俄羅斯也將
採取強硬立場。

白宮：與華關係極重要
但是，羅姆尼在星期一的演說中幾乎沒

有提到中國，儘管他的競選陣營把中國視為
與奧巴馬存在重大分歧的領域。羅姆尼曾承
諾說，如果他當選，他就會把中國列為貨幣
操縱國，並常常攻擊奧巴馬，指其對中國太
軟弱。

羅姆尼在演說唯一提到中國時稱，在歐
洲，俄羅斯總統普京成為年輕民主國家的陰
影，美國在歐洲的傳統盟友則被告知美國外
交主軸正在轉移；而在亞太區域，中國近期
的強硬立場也令鄰國不寒而慄。

對此，奧巴馬陣營星期一作出回應，
指羅姆尼的外交政策混亂又含糊，並說他
拿不出具體措施來處理全球熱點問題。奧
巴馬陣營女發言人珍．普薩基在周一的新
聞發布會上說，羅姆尼未提中國議題 「令
人吃驚」，因為過去羅姆尼在中國議題上
曾用大量激烈的言辭抨擊奧巴馬並非正確
的領導人，並推行不正確的政策。白宮發
言人卡尼則表示， 「在中國問題上，我只
能簡單地說，總統的政策是明確的，我們
與中國有廣泛而深入的關係，這種關係
是非常重要的。」

羅姆尼在一次演說中，把焦點集中在中

東問題上。他說，他將擴大美軍開支、對伊
朗更強硬、對外援助施加條件，以及致力於
緩和美國與以色列之間的緊張關係。他說：
「現在是改變中東進程的時候了。總統未能

提供我們的夥伴需要的支援。」

羅被指政策無新意
不過，雖然羅姆尼批評奧巴馬處理中東

問題的手法軟弱，但是他很多一般政策建議
與奧巴馬的政策並沒有明顯差別。羅姆尼說
，伊朗構成的危險 「比任何時候都嚴重」。
但是他提出對伊朗加強制裁，這只是在效仿
奧巴馬政府的做法而已。在敘利亞問題上，
羅姆尼認為奧巴馬 「未能起帶頭作用」，但
羅姆尼也並不支持直接向敘利亞叛軍提供武
器。

將對俄採取強硬立場
支持羅姆尼的前國務卿基辛格說，對立

的候選人在外交政策上出現嚴重分歧的情況
是很少見的。他說： 「你不可能每一屆政府
都發明一種外交政策。但我認為外交政策都
側重於連貫性。」

羅姆尼還表示，在贏得總統選舉的情況
下，他將重審 「隨意縮減國家國防預算，這
可能摧毀我國武裝力量」。他說，一支強勁
軍隊的主要任務是防止戰爭。

羅姆尼說： 「我將確保建造高效的反
導系統，以便對抗威脅。在這個問題上在
同俄羅斯總統普京談判時不會表現出任何
靈活性。」

【本報訊】據法新社英國．伯明翰9日消息
：倫敦市長約翰遜9日淡化有關他要挑戰英國首
相卡梅倫的說法，稱卡梅倫是一把掃帚，正把英
國的經濟問題掃掉。

最近一直盛傳約翰遜想當首相，民意調查顯
示他的支持率遠遠高於卡梅倫。但是約翰遜以其
典型的怪異方式，在卡梅倫四十六歲生日時向他
致敬。

素以一頭蓬亂金髮聞名的約翰遜說： 「你在
報紙上稱我是金毛拖把，我很高興。如果我是拖

把，那你卡梅倫就是掃帚──正在清掃由工黨政
府留下的一團糟，這項工作你做得實在出色。」
見到全場觀眾大笑，約翰遜接說，財相歐思邦
是 「簸箕」，外相夏偉林是 「海綿」。

約翰遜還講了一件軼事，稱他最近與首相
曾隨韓國流行歌曲《江南風格》起舞，以此
證明兩人密切的關係，儘管他並沒有提供這次
跳舞的具體時間和地點。但是，他倒是趁機兜
售他對刺激經濟增長的看法，稱英國應充分利
用成功舉行倫敦奧運會的機遇，發揮 「做得到
」的精神。

約翰遜說，卡梅倫將在 2015 年連任競選中
勝出，他甚至在保守黨年會的講台上祝卡梅倫生
日快樂。約翰遜自抵達會場開始，就被當成搖滾
明星對待。他在伯明翰年會上發表主旨演說時，
指觀眾席上的卡梅倫說： 「我知道，卡梅倫將
在二○一五年贏得連任，那時經濟已經好轉了。
」他說： 「我們已看到進步跡象，看到人們受益
於職位和增長，受益於你堅強的領導和艱巨的決
定。」

【本報訊】據美國《華爾街日報》9
日報道：2008年奧巴馬競選總統時，高盛
集團對其競選活動的資助為美國大公司之
最。但在今年的總統選舉中，沒有誰比高
盛更賣力地想擊敗奧巴馬。

高盛的高管和員工們說，奧巴馬對高
盛的業務發動了監管攻擊、對他們的品格
發動了人身攻擊。因此他們在本次大選中
已基本上拋棄了奧巴馬，現在成了共和黨
總統候選人羅姆尼和共和黨的最主要資金
來源。

在響應性政治中心收集競選活動資助
數據的23年中，高盛曾一直是美國企業中
向民主黨人競選捐資最多的公司，這彰顯
了高盛此次政治立場的轉變是多麼巨大。

奧巴馬第一次競選美國總統時，高盛
的員工向他捐助了 100 多萬美元。而在此
次大選中，高盛員工對奧巴馬競選活動的
捐助只有13.6萬美元，比奧巴馬從美國國
務院工作人員中募集的捐款還要少。

高盛員工也沒向牽頭支持奧巴馬連任
的民主黨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PAC）捐
助過一分錢。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高
盛員工捐助給羅姆尼競選活動的資金已經
達到90萬美元，此外還向為幫助羅姆尼當
選而成立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捐資90萬
美元。

高盛吃驚地發現，白宮方面反而出台
了一項被稱作 「沃爾克法規」的措施，它
會使高盛一項有利可圖的業務受到損害。
高盛的高管們（特別是那些當年曾為奧巴
馬的競選活動募集了數百萬美元資金的人
）說，他們反感奧巴馬的民粹主義言論，
包括那句有關 「肥貓銀行家」的著名俏皮
話。

白宮和奧巴馬的競選團隊都拒絕對高盛的捐資
行為發表評論。高盛改變支持對象的舉動反映出，
金融服務業正在更大範圍內發生一場改變所支持陣
營的行動，金融業曾經是民主黨最主要的競選資金
來源。摩根大通、花旗集團、美國銀行、摩根士丹
利和高盛是美國五家在政治上很活躍的銀行，其員
工在 2008 年總共向奧巴馬捐資 350 萬美元。而在
2012 年的總統選舉中，他們給予奧巴馬的捐款只有
65萬美元，給予羅姆尼的捐款則達330萬美元。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中新社及美國《華爾街日報》9日報道：在
競選期間常打 「對華強硬牌」 的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8日就外
交政策發表演講時，卻刻意避開對華問題，轉而重點攻擊奧巴馬的中東政
策。對此，奧巴馬競選團隊表示 「驚訝」 ，並諷刺他立場多變。

不
滿
人
身
攻
擊

高
盛
轉

挺
羅

美國魔術師布萊恩8日晚上完成了在一個通了百萬
伏特電壓的環境度過 72 小時的驚人演出。布萊恩站在
紐約 54 號碼頭，一個通有百萬伏特電壓的地點的中央
，度過3日3夜之後，於8日晚上離開現場。一名發言
人指布萊恩能在別人協助下步行。他吻未婚妻吉諾切特
，並和她談話，然後送院檢驗。 法新社

【本報訊】據英國 BBC 網站 9 日報道：美國 32 歲
男子埃德華．阿奇博爾德參加佛羅里達州1間昆蟲商店
舉辦的吃蟑螂大賽，當場生吞數十隻蟑螂和爬蟲奪冠，
贏得獎品一條巨蟒，但他在幾分鐘後突然倒下身亡。

美國佛羅里達州官員說，約有20至30名參賽者參
加該州本．席格爾爬蟲店5日晚上舉辦的 「午夜瘋狂」
活動，阿奇博爾德是其中之一。

參賽者的目標是盡可能吞下更多的蟑螂和蟲，冠軍
可以把一條價值850美元的巨蟒帶回家。

警方指出，比賽結束後不久，阿奇博爾德感到不適
，接開始嘔吐，最後倒在店門口。送院急救後，阿奇
博爾德宣告不治。當局正在等待驗屍結果，才能確認死
因。

加州大學河濱分校昆蟲學教授亞當斯表示， 「除非
蟑螂感染一些細菌或其他病原體，不然我認為食用蟑螂
安全無虞」。亞當斯說，他從沒聽過有人因吃蟑螂而死
亡， 「有些人的確對蟑螂過敏，但蟑螂或其他相近昆蟲
體內並無毒素」。警察局表示，其他參賽者都沒感到身
體不適。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及美國《華爾街日報》9日報道：美國皮尤
研究中心新近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憑藉
他與美國總統奧巴馬的第一輪競選辯論的表現，已經抹去了奧巴馬的領
先優勢，在可能投票的選民中，羅姆尼目前以4個百分點的優勢領先奧
巴馬。

皮尤研究中心的本次民意調查是在奧巴馬與羅姆尼舉行首場總統競
選辯論後的4天內進行的，結果顯示羅姆尼以49%對45%的優勢領先於
奧巴馬。從此次民調結果看，近2/3的選民認為羅姆尼在這場辯論中的
表現較好。

調查發現，選民們認為羅姆尼在辯論中有良好表現後，他們現在正
以更加肯定的態度看待這位共和黨總統候選人。不僅羅姆尼的支持率在
皮尤研究中心歷次民意調查中首次接近達到50%，而且選民們還將他視
為降低美國赤字並改善國內就業狀況的更佳人選。

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調顯示，18%的登記選民是 「搖擺選民」，他們
還未決定到底投票給誰，他們會傾向於或喜歡某位候選人，但也有可能
會改變主意。皮尤研究中心的這次最新民調顯示，不僅羅姆尼的民意支
持率獲得提高，而且他的支持者似乎也比奧巴馬的支持者對本次總統選
舉更為上心。民調顯示，82%的羅姆尼支持者說他們已對本次大選傾注
了許多關注，而只有67%的奧巴馬支持者做此表態。

儘管皮尤研究中心的這次民調顯示羅姆尼的支持率獲得顯著提高，
但民調結果也顯示羅姆尼和奧巴馬的支持率依然非常接近。他們在登記
選民中的支持率勢均力敵。

我是拖把 你是掃帚
約翰遜笑談與卡梅倫齟齬

【本報訊】據美聯社墨西哥城9日消息：墨西哥
海軍8日晚上說，墨西哥最大販毒集團 「塞塔」的頭
目拉斯卡諾（見圖），已經在北部邊境州份科阿韋拉
同海軍之間的一場交火中被殺。拉斯卡諾的死不但將
是墨西哥執法部門的一次重大勝利，而且標誌全球
最血腥販毒集團之一創辦人的一生畫上句號。

屍體遭人盜走
海軍說，有 「強烈跡象」顯示，在7日該次交火

中死去的兩名男子，其中一人就是有 「拉斯卡」之稱
的拉斯卡諾。海軍亦表示，經過指紋驗證後，確定其
中一名死者就是拉斯卡諾。墨西哥《改革報》9日援
引官方消息人士說，一個武裝突擊組織從科阿韋拉州
城鎮薩維納斯一個殮房，盜去拉斯卡諾的屍體。

7 日發生交火的地點在科阿韋拉州普羅格雷索附
近，該處位於美國得州邊界以西125公里，鄰近拉雷
多。海軍說它接獲有關區內武裝人員的投訴，於是派
一支巡邏隊核實報告。結果槍手從一輛行駛中的汽車
拋出若干枚榴彈，導致一名海軍士兵受傷，但沒有生

命危險。稍後的交火中有兩名槍手被殺。當局在槍手
的車內發現一個榴彈發射器、12枚榴彈、一個疑似火
箭推進榴彈發射器和兩支步槍。

「劊子手」 染數百人鮮血
「塞塔」由拉斯卡諾協助與其他從一個精銳軍事

單位變節者組成，曾進行墨西哥部分最血腥的大屠殺
、最大的劫獄行動和向當局最猛烈的攻擊。美國和墨
西哥分別懸紅 500 萬美元和 230 萬美元，緝拿拉斯卡
諾。

拉斯卡諾因其殘酷而有 「劊子手」之稱。他被懷
疑殺死數百人，包括2004年殺死一名周報高級編輯弗
蘭克，該份周報時常報道毒品交易新聞。弗蘭克當年
離開一家診所時，在他的兩名年幼孩子面前被人開槍
打死。

在拉斯卡諾的領導下， 「塞塔」招攬了更多職業
殺手，當中有不少都是墨西哥昔日的士兵，又或者是
曾接受對抗叛亂訓練的危地馬拉士兵，把一個小規模
的刺客組織，變成一個為 「塞塔」效力、為維護黑紀

律而設但無法無天的執法幫派。 「塞塔」亦負責替該
集團護送毒品。

「塞塔」因率先公開展示他們已斬首的敵人屍體
，而以殘酷見稱，最為人所知的是2006年4月在度假
城市阿卡普爾科展示兩名警員的屍體。那些被斬下的
頭顱被人發現在一幢政府建築物外的路障釘上，還留
下了一個寫上 「Z」字的訊息，說： 「這樣你們就學
會尊重了。」

就算拉斯卡諾真的
死了， 「塞塔」仍然會
被一名無法無天的頭目
莫拉萊斯控制。莫拉萊
斯又被稱為 「Z 40」
，以比拉斯卡諾更殘酷
見稱，不但已扮演更大
的領導角色，據報還已
經取代拉斯卡諾成為業
務主管。

羅姆尼支持率反超奧巴馬

▶羅姆尼 8日在
弗吉尼亞軍事學
校舉行外交政策
演說 法新社

◀美國總統奧巴
馬 8日在加州演
說拉票

法新社

▲8日在新罕布什爾州，一名羅姆尼的反對者打
扮成大鳥示威 美聯社

◀倫敦市長約翰遜（右）9日在伯明翰的保守黨
大會上發表演說，惹得英國首相大笑 路透社

美漢生吞數十蟑螂後暴斃

魔術師完成極電72小時

◀美國弗吉尼
亞軍官學院的
學員 8 日在羅
姆尼演說前祈
禱 美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