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訊】據中央社21日報道：前美國參
議員麥高文（George McGovern）的家屬表示
，這位曾三度參選美國總統的前民主黨總統候
選人 21 日清晨逝世，享壽 90 歲。麥高文 1972
年獲得民主黨提名角逐白宮，但慘敗給競選連
任的共和黨總統尼克松。

家屬聲明表示，麥高文21日晨於南達科他
州蘇瀑的杜赫提安寧之家過世，家人和終身好
友陪伴身旁。

麥高文在二次大戰時擔任轟炸機飛行員，
很早就表明反越戰立場，他同時也是民主黨自
由派領袖。他1962年首次當選參議員，共當了
3屆參議員，直至1981年。

麥高文三度競逐總統大位，1968年和1984

年角逐黨內提名失利，僅1972年出線，挑戰競
選連任的尼克松。儘管1972年發生水門事件，
尼克松仍贏得現代史上最大壓倒性勝利之一，
獲得連任總統。麥高文慘敗，僅獲37.5%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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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美聯社、法新社及《紐約時報》21日報道：美國總統奧巴
馬和共和黨人羅姆尼周末暫停競選工作，為22日舉行的第三場亦即最後一場的
總統選舉電視辯論作準備。這是兩人在數以百萬計電視觀眾面前直接交鋒的最
後機會。在這個敏感時刻，美國《紐約時報》爆料稱美國與伊朗私下達成一對
一核談協議，雖然白宮及德黑蘭方面隨即否認，但消息勢必影響以外交為主題
的第三場辯論。

民主黨瞄準30歲以下選民
【本報訊】據《星期日獨立報》21日報道：18日晚上，

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在一批興奮群眾的歡呼聲中，昂然踏上匹
茲堡一家劇院的舞台，拿起麥克風，開始了一次暢所欲言的
45分鐘問答活動。

作為美國最受歡迎（而且也許是唯一受歡迎）的在世前
總統，克林頓稱得上是奧巴馬的最大資產之一。是什麼，令
民主黨在這個選舉的關鍵時刻，派他們一顆最閃亮的明星到
賓夕凡法亞州露面？該州並非左右選舉結果的主要 「戰場」
之一。事實上，不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都未見激烈爭奪該
州。

原因很簡單，克林頓之所以前往當地，是因為被視為達
沃斯 「世界經濟論壇」年會 30 歲以下人士版本的 「One
Young World」世界青年領袖峰會在那裡舉行，這些觀眾即
屬於人口統計中可以左右選舉大局的一群。

2008 年，年輕的美國人主導了總統選戰。他們發推文，
上 YouTube，毫不含糊地支持希望和改變。民調負責人佐格
比說，當年的選票有 19%都是未滿 30 歲人士投下的，這個比
率較 2004 年的 17%為高。他們的投票率是 52%，是 18 歲人士
1972 年獲得投票資格以來最高的。結果，數以百萬計 「額外
」的年輕選民表態支持奧巴馬，而且差距為2比1。簡單來說
，他們是首位黑人總統誕生的關鍵。

今年的形勢不同了。當年支持奧巴馬的人們如今不再一
派樂觀。25 歲以下人士的失業率高達 13%。很多人負債纍纍
：大學畢業生平均每人負債2.7萬美元，這是一個一年上升約
5%的數字。雖然奧巴馬語調昂揚，但未有顯著改善他們的前景。

結果，奧巴馬在 30 歲以下人士當中取得的支持度，較
2008 年減少了 10%。從奧巴馬的角度來看，他們在沮喪中唯
一的恩典是，大部分拋棄他們的人尚未流向羅姆尼的陣營。
反之，這些人自稱是 「游離」的一群。

【本報訊】據《華盛頓郵報》21日報道：
最新一份文件披露，奧巴馬在 9 月份的競選支
出是對手羅姆尼的兩倍多。

奧巴馬的競選團隊上個月的花費是1.11億
美元，而羅姆尼方面則只有5500萬美元。加上
雙方黨派的支出，奧巴馬和民主黨全國委員會
共花費1.39億美元，羅姆尼和共和黨全國委員
會則耗資1.03億美元。

奧巴馬在電視廣告投入甚大，僅上月就支
出8800萬美元，佔總支出金額的三分之二。而
由於有像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這樣的強大外援
，共和黨在廣告上的支出相對穩定。

羅姆尼和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財力雄厚，在

9 月底已籌得 1.91 億美元；奧巴馬和民主黨全
國委員會則共籌到1.5億美元。

奧巴馬能夠吸引眾多的小額捐款，這也使
他可以調用更多資金支持自己參選。據一份分
析報告指出，在過去的 3 個月裡，奧巴馬和民
主黨全國委員會收到的捐款增加了 50%，而這
都是通過每筆少於 200 美金的捐款積累而成的
結果。在吸納小額捐款方面，羅姆尼和共和黨
全國委員會只有 25%的增長。根據規定，每個
捐款人只有2500美元能夠直接用於競選人的參
選活動，而超過2500美元的部分將會上繳給其
黨派。

●保持精力充沛：奧巴馬已沒有本錢放鬆。
●繼續進攻：奧巴馬作為總統，在今次辯論主題──外
交政策擁有天然的優勢。
●提及拉登之死：民主黨人在國家安全方面的表現一向
被認為較共和黨人遜色，但奧巴馬打破了這個傳統。
●激怒羅姆尼：羅姆尼在辯論期間如果暴躁或憤怒，就
會自亂陣腳。
●保持冷靜：一個人不冷靜的時候最不像總統。

（英國《衛報》）

奧巴馬辯論策略預測

羅姆尼如果成功當選總統，可能對伊朗、俄羅斯和
崛起的中國較為強硬，並揚棄奧巴馬在中東問題上的實
用主義路線，傾向奉行新保守主義。

伊朗：針對這個最迫切的難題，羅姆尼表示將較奧
巴馬強硬。他承諾會實施較為嚴厲的制裁，又會 「向伊
朗的領導人們發出警告」 ，好讓華盛頓及其盟友們阻止
伊朗具備獲得核武器的 「能力」 。

中東：羅姆尼批評奧巴馬的中東政策令美國變得
「無關痛癢」 。他指控奧巴馬忽略了盟友以色列，又迴
避敘利亞危機，而敘利亞已有數以萬計人在反對巴沙爾
政權的浪潮中死亡。

中國：羅姆尼強調要在大平洋增加駐軍，以抗衡中
國任何 「侵犯」 其鄰國的行為。他還一直指中國在貿易
方面 「弄虛作假」 ，聲言他在自己上任總統的第一天就
會把中國列為 「貨幣操縱國」 。

俄羅斯：羅姆尼在談到俄羅斯時採用了冷戰時代的
口脗。他指奧巴馬 「重啟」 美俄關係是失敗的，又形容
俄羅斯是美國的頭號地緣政治敵人。（法新社）

羅姆尼承諾外交更強硬

小奧9月競選開支遠超對手

三度參選總統 麥高文逝世

《紐約時報》《紐約時報》2020日援引奧巴馬政府官員的話報日援引奧巴馬政府官員的話報
道說，經過美國和伊朗官員過去幾年道說，經過美國和伊朗官員過去幾年 「「密集和秘密密集和秘密
的對話的對話」」，兩國已同意在美國總統選舉後舉行直接，兩國已同意在美國總統選舉後舉行直接
談判。報道指，伊朗方面堅持要在談判。報道指，伊朗方面堅持要在1111月月66日大選結日大選結
束後才進行會談，因為他們想知道自己將與哪位總束後才進行會談，因為他們想知道自己將與哪位總
統談判。統談判。

如果此消息屬實，其公布時機十分耐人尋味。如果此消息屬實，其公布時機十分耐人尋味。
因為目前距離美國總統大選只剩下兩個多星期，而因為目前距離美國總統大選只剩下兩個多星期，而
且奧巴馬與羅姆尼的最後一場辯論也將在且奧巴馬與羅姆尼的最後一場辯論也將在 1010 月月 2222
日登場，這場辯論的重點恰恰是外交問題。這一消日登場，這場辯論的重點恰恰是外交問題。這一消
息將有助於表明奧巴馬正在取得一個長達息將有助於表明奧巴馬正在取得一個長達1010年的外年的外
交努力的突破，同時將使他在兩天後的辯論中化被交努力的突破，同時將使他在兩天後的辯論中化被
動為主動。動為主動。

伊朗問題將成辯論重點伊朗問題將成辯論重點
但是，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湯米．維托但是，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湯米．維托

很快就此發表聲明說：很快就此發表聲明說： 「「有關美國和伊朗已經同意有關美國和伊朗已經同意
在美國選舉後舉行一對一會談或任何會見的說法並在美國選舉後舉行一對一會談或任何會見的說法並
不屬實。不屬實。」」

伊朗外長薩利希在伊朗外長薩利希在2121日亦對此表示否認，他說日亦對此表示否認，他說
：： 「「我們和美國沒有任何討論或談判。（核問題）我們和美國沒有任何討論或談判。（核問題）
會談正和會談正和 『『P5+1P5+1』』（即美國、中國、俄羅斯、英國（即美國、中國、俄羅斯、英國
、法國這、法國這 55 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德國，簡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德國，簡
稱稱 『『五常加一五常加一』』）進行。）進行。」」

在在 2222 日即將舉行的總統競選辯論上，預日即將舉行的總統競選辯論上，預
計伊朗核問題將成為雙方攻防的重點之一。羅計伊朗核問題將成為雙方攻防的重點之一。羅
姆尼一直抨擊奧巴馬對待伊朗過於軟弱，並且姆尼一直抨擊奧巴馬對待伊朗過於軟弱，並且
沒有堅定地支持以色列應對伊朗核威脅。如果沒有堅定地支持以色列應對伊朗核威脅。如果
美伊真達成上述協議，這將考驗羅姆尼的回應美伊真達成上述協議，這將考驗羅姆尼的回應

，， 「「贊成贊成」」將使奧巴馬加分；將使奧巴馬加分； 「「反對反對」」則將使他看則將使他看
起來願意冒險發動另一場美國對中東的戰爭。起來願意冒險發動另一場美國對中東的戰爭。

不過，即便這項協議是真的也存在風險，因為不過，即便這項協議是真的也存在風險，因為
它也可能是伊朗爭取更多時間的它也可能是伊朗爭取更多時間的 「「緩兵之計緩兵之計」」。。
《紐約時報》指，即便雙方坐下來談判，美國官員《紐約時報》指，即便雙方坐下來談判，美國官員
也擔心，伊朗可能會拖延談判時間，以阻止對其發也擔心，伊朗可能會拖延談判時間，以阻止對其發
動軍事行動，以便完成其核計劃中的關鍵要素。動軍事行動，以便完成其核計劃中的關鍵要素。

史上最激烈選舉之一史上最激烈選舉之一
雖然經濟是今次選舉一個具主導性的主題，但雖然經濟是今次選舉一個具主導性的主題，但

自從上月利比亞班加西美國領事館遇襲事件後，外自從上月利比亞班加西美國領事館遇襲事件後，外
交政策重新吸引了傳媒注意。交政策重新吸引了傳媒注意。

奧巴馬在處理國際問題和對抗恐怖主義方面得奧巴馬在處理國際問題和對抗恐怖主義方面得
到公眾好評，尤其是到公眾好評，尤其是20112011年年 「「基地基地」」組織領袖拉登組織領袖拉登
被美軍海豹突擊隊擊殺之後。但利比亞班加西美國被美軍海豹突擊隊擊殺之後。但利比亞班加西美國
領事館遇襲事件，還有該領事館的保安問題，都令領事館遇襲事件，還有該領事館的保安問題，都令
羅姆尼和他的共和黨盟友質疑奧巴馬在外交政策方羅姆尼和他的共和黨盟友質疑奧巴馬在外交政策方
面的領導。面的領導。

奧巴馬奧巴馬1919日前往馬里蘭州卡托克廷山間的總統日前往馬里蘭州卡托克廷山間的總統
休假地戴維營，與顧問在一起，為休假地戴維營，與顧問在一起，為2222日的辯論作準日的辯論作準
備。羅姆尼則在佛羅里達州度周末，同樣為這場辯備。羅姆尼則在佛羅里達州度周末，同樣為這場辯
論作準備。論作準備。

2121日公布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這次大選將會日公布的民意調查結果顯示，這次大選將會

是美國史上最激烈的選舉之一是美國史上最激烈的選舉之一──在可能投票在可能投票

的選民當中，兩位候選人的支持率都是的選民當中，兩位候選人的支持率都是 47%47%。。
這是《華爾街日報》在過去一年的調查中，首這是《華爾街日報》在過去一年的調查中，首
次顯示奧巴馬與羅姆尼並駕齊驅。在次顯示奧巴馬與羅姆尼並駕齊驅。在 99 月的兩月的兩
次民調中，奧巴馬分別領先次民調中，奧巴馬分別領先33和和55個百分點。個百分點。

總統候選人第三場辯論

時間

地點

主持人

主題

辯論方式

美東時間22日晚9：00至10：30
（本地時間23日早9：00至10：
30）

佛羅里達州博卡拉頓的林恩大學

《面向全國》主持希弗
外交及內政（與第一場辯論相似
）
分成9節，每節10分鐘。主持將提
出一條開放式問題，然後每位候
選人將有兩分鐘時間作出回應。
主持然後利用每一節時間上的平
衡來討論這條問題。

奧巴馬 羅姆尼

白宮爭奪戰
選民將投出538張選票
需要多270張選票才
能獲勝

堅定支持 傾向
支持

傾向
支持

堅定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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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奧巴馬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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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參加
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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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員工作人員 2020 日在林恩日在林恩
大學為第三次總統辯論大學為第三次總統辯論
布置場地布置場地 法新社法新社

▲佛州林恩大學附近掛起了第三次總統辯論的
廣告 法新社

▶美國前總
統克林頓18
日在俄亥俄
州為奧巴馬
助選

路透社

◀佛州林恩
大學的年輕
人們 20日
圍觀奧巴馬
和羅姆尼的
紙人宣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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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