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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美國《紐約郵報》21日報道：由於捐
款網站驗證系統不夠完善，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奧巴馬可能收到來自外國人的政治捐款。但根據美
國法律，總統候選人禁止接受非美國公民的捐款。

據報道，住在倫敦郊區的英國公民克里斯．沃
克爾本月曾兩度成功在奧巴馬的競選網站上，捐贈
各5美元的捐款。報道引述沃克爾的話指出，他使
用的是自己位於英國的正確地址，在州名上他輸入
的是阿肯色州，但城市名是紐約州的斯克內克塔迪
，郵遞區號則是12345，沒想到能成功進入奧巴馬
競選捐款網站。

沃克爾還稱，他使用同樣的手法，卻無法成功
的在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競選網站上完成捐款
，因為系統網頁表明他所提供的地址與信用卡持卡
人登錄的地址不相符，拒絕他的捐款申請。此外，
羅姆尼的網站也要求提供信用卡背後的授權碼，但
奧巴馬的網站沒有這項驗證程序。

報道指出，根據美國聯邦選舉委員會統計，奧
巴馬在9月份收到的政治獻金中，有超過200萬美
元捐款並未提供郵遞區號，或是號碼不全。與此同
時，羅姆尼只有2450美元捐款沒有郵遞區號，另
有2500美元號碼不完整。奧巴馬陣營否認違法，
表示聯邦選舉委員會的資料只是 「一個小小的技術
出錯的結果」 ，所有登錄的郵遞區號與數字都是真
的，也可供驗證。

雖然傳統上，美國大選辯論對於選情的
影響有限，但今年兩位候選人互有輸贏，而

21日公布的《華爾街日報》與NBC聯合
民調又顯示，兩人支持率均是47%
。因此這場辯論攸關重要，堪稱是
2012 年選戰中最受關注的 90 分鐘
，雙方陣營都想抓住最後一次在
上億選民前亮相的機會。兩人此

前的兩次辯論，各有 6000 多萬
名觀眾收看。

中國首成特定話題
此次辯論舉行地點定於

佛羅里達州博卡拉頓林恩大
學，由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
司資深主播希弗主持。希弗
為這場辯論挑的 6 個主題，

「中國的崛起和明日的世
界」赫然在列，其餘四個
主題分別是：美國的全球
角色；美國最漫長的戰爭
─阿富汗和巴基斯坦；

紅線─以色列和伊朗；中東
變遷與恐怖主義新面孔。

佛羅里達州博卡拉頓林恩
大學知名國際關係學教授瑪切

特．賴特接受中新社專訪時表示
，中國成為美國總統辯論的一個
特定話題，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
次，十分引人注目。賴特認為，
今年兩位候選人都頻繁打出 「中
國牌」，由於經濟和就業是今年

大選中最重要的問題，所以選民想知道
候選人究竟如何看待未來美國與中國的關係
，以及這種關係會如何影響美國的經濟和就
業。 「主持人希弗顯然認為每位候選
人都必須告訴美國公眾（和世界）
，他的對華政策究竟是什麼？」

南伊利諾大學保羅．西蒙公
共政策中心主任耶普森說

，中國議題可以是
奧巴馬提出的一
個攻擊點，因為
羅姆尼矢言，如

果他當選，他就會拿中國的貿易政策開刀。
他說： 「奧巴馬必須真的質問羅姆尼，他所
說的一些東西是什麼意思：你說要對中國
強硬起來，那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你又打算怎麼做這件事？」

外交屬奧巴馬強項
第三次辯論的 「外交政策

」主題，屬於奧巴馬強項，
因為美國的國家安全過去接
近 4 年都由他掌管。他只須
提醒選民，自己在過去四年
作為三軍總司令的成就，
比如結束伊拉克戰爭，狙
殺本．拉登；同時說服選
民，缺乏外交經驗的羅姆
尼將把美國帶入另一個
「小布什」時代。但奧

巴馬並非穩操勝券，皮
尤最新民調顯示，奧巴
馬在處理外交議題方面
的看好率，從上個月的
領先羅姆尼 15%，縮水至 4%
。

伊核問題或成攻擊點
作為一名前商人，馬薩諸塞州

前州長羅姆尼在談及非經濟或內政
問題時，並不自在。羅姆尼 7 月曾到訪
倫敦、耶路撒冷和波蘭，但過程中頻頻
失言。他必須向選民保證，在世界舞台
上，他足以取代現任總統。耶普森說：
「很多選民都準備，在看到羅姆尼是一個可

以接受的代替品之時，拋棄奧巴馬。」但羅
姆尼若無法就外交政策作出具體說明，他就
有可能陷入麻煩。

預計羅姆尼在終辯中，將進一步抨擊
奧巴馬政權對美國駐利
比亞領館受襲事件的處
理不當。對於有報道指
，美國同伊朗原則上同
意舉行雙邊談判，以終
結伊核計劃，羅姆尼也
有可能大做文章。

奧巴馬涉收非法捐款
【本報訊】據法新社21日消息：羅姆尼21日

從繁忙的大選辯論準備工作中抽身，來到佛州海灘
觀看了一場欖球比賽。本場比賽的參賽雙方分別是
羅姆尼陣營的工作人員和報道大選的隨行記者們。

羅姆尼在沙灘上和兩隊隊員大開玩笑，而和沙
灘一街之隔的酒店也正是他為周一晚上與奧巴馬的
辯論進行準備的地方。不過，羅姆尼拒絕回答有關
辯論或是伊朗的任何問題。

記者詢問和保安特遣隊站在一起的羅姆尼，在
《紐約時報》曝出美伊即將舉行會談的消息之後，
他是否會和伊朗方面有所接觸。他的一名隨行人員
馬上打斷說： 「嘿，大佬，這只是場欖球比賽。拜
託。」 羅姆尼大笑： 「我以為你是問我和總統先生
進行一對一的會談呢，我正準備回答的。」 當被問
到對周一的生死一戰（這是三場總統候選人辯論的
最後一場）有何感想時，羅姆尼回答說： 「我準備
好……看這場球賽了。」 羅姆尼為兩隊擲硬幣挑邊
來決定哪隊先進攻，他還帶領大家一齊高喊： 「心
明眼亮，全心全意，必勝！」 喊完口號，他們才進
場欣賞比賽。

羅姆尼絕不是第一位帶着記者團來看比賽的總
統候選人，但他與記者們的互動是絕對職業級的。
除了和記者們進行開誠布公的對話，羅姆尼還會給
飛機上的記者們派發牛肉乾等小食，這種隨性的交
流方式是極為少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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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法新社、美聯社哈瓦那21日
消息：古巴革命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數月來
首次公開露面，會晤委內瑞拉前副總理，讓關於
他患上重病、健康惡化的謠言不攻自破。

卡斯特羅20日在哈瓦那接見了委內瑞拉前副
總統埃利亞斯．豪亞，雙方會晤了五個小時。豪
亞說，卡斯特羅當晚一直將他送至下榻的古巴國
家酒店，並與在場的酒店工作人員合影留念。豪
亞是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的親信，現時正參與競
選米蘭達州州長一職。

豪亞稱，86歲的卡斯特羅 「身體很好、思維
敏捷」。他同時向媒體出示一張照片，上面身穿
格子襯衫的卡斯特羅頭戴草帽面露笑容，氣色不
錯。與卡斯特羅合照的酒店總經理馬丁內斯證實
說， 「菲德爾還會伴隨我們很久」。

自從教皇本篤十六世今年3月對古巴進行歷
史性訪問時，卡斯特羅與之見面之後，已有很長的

一段時間未有公開露面。近日，許多網誌及Twitter
都謠言滿天飛，傳他已經死亡或瀕臨死亡。

古巴官方媒體《古巴辯論》網站於22日發表
了卡斯特羅的署名文章和9張個人生活照。從卡
斯特羅的着裝上看，這批照片應該與豪亞展示的
照片屬於同一批。在其中一張照片中，卡斯特羅
正在閱讀上周五（19日）的古巴黨報《格拉瑪報》。

卡斯特羅在周一發表的文章稱，自己一直都
被 「虛假信息」圍繞，並對西方媒體提出批評，
並特意提到了西班牙的一份報章。該報早前引述
一名委內瑞拉醫生的話稱，卡斯特羅中風且病入
膏肓，只能活幾個星期。

同時，卡斯特羅解釋說，停止在《格拉瑪報
》發表 「思考」專欄文章是他自己本人的意思，
是因為 「覺得不應該佔用報紙的版面，有限的空
間應該留給國家急需刊載的其他大事」，而並非
是他病重無法繼續寫作。

2006年，卡斯特羅因健康問題將國家最高權
力移交給弟弟勞爾．卡斯特羅後，有關其病危的
各類謠言頻傳。

【本報訊】據美聯社 22
日消息：美國威斯康星州一家
水療中心發生槍擊案，至少造
成 4 人死亡，死者包括吞槍自
殺的疑犯，另有 4 人受傷。疑
犯是一名髮型師的分居丈夫，
警方認為作案動機可能與家庭
糾紛有關。總統奧巴馬發表聲
明，對事件表示難過。

當地 21 日早上 11 時左右
，密爾沃基市郊一個大型商場
附近，一棟兩層高美容水療中
心。有目擊者表示，見到一名
受傷女士從水療中心爬出來，
之後再有約 10 人慌忙逃生，
部分人連鞋都未穿好。

拆彈小組在中心裡找到一
批爆炸裝置，疑犯懷疑是一名
名叫霍頓（見圖）的 45 歲黑人
男子。他當時駕駛黑色房車去
到現場，身上更有一把手槍。

據悉，霍頓是水療中心其

中一個職員的丈夫，不過兩人
已分居，他去年曾多刀劃破妻
子的汽車輪胎，被控家庭暴力
及行為不當。當地法院發出限
制令阻止霍頓接觸他妻子。

事發後，警方封鎖現場多
座建築物及附近道路調查，又
派出武裝人員在現場一帶搜索
，直升機亦都到場戒備。

這已是威斯康星州 3 個月
以來第二次槍擊事件。今年 8
月，一名白人男子向錫克教寺
廟開槍，造成6死3傷。

羅姆尼忙裡偷閒看球賽

中國崛起壓軸

民調叮噹馬頭 選戰最關鍵90分鐘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及路透社22日消息：當地時間22日晚上9時
（香港時間23日早上9時），美國總統奧巴馬與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
將進行大選第三次電視辯論會，就外交政策展開最後一次交鋒，而 「中國的
崛起」 將成為壓軸話題。

▲羅姆尼21日在佛州忙裡偷閒主持一場沙灘欖球
賽 美聯社

▲10月19日，菲德爾．卡斯特羅視察古
巴一處未知地點 法新社

▲奧巴馬的競選捐款網站 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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