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豬小姐」證特朗普歧視
前環姐翻受辱舊賬 反斥「納粹鼠輩」

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
人特朗普日前在首場電
視辯論上，被民主黨候
選人希拉里翻舊賬，
指 控 他 曾 辱 罵

1996年環球小姐冠軍馬查多
是「豬小姐」。辯論結束後，
希拉里陣營上載馬查多的短
片，她哭訴當年遭特朗普剝削，又
因對方的惡毒言論患厭食症，強調不
能讓特朗普當美國總統。馬查多表
明會力撐希拉里，又用西班牙語罵特
朗普是「#納粹鼠輩」(#Ratana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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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龍目島的林賈尼火山前日傍晚開始爆發，火山灰
柱高達2公里，導致半空滿佈火山灰。當局截至昨日已
疏散超過1,100名民眾，暫未收到傷亡報告，又派救援
人員撤離現場附近389名遊客，當中333人為外籍人
士。當局已確認約120人的位置，並得悉他們正在下
山，但仍有逾250人未能聯絡上，擔心他們被困山上。
今次爆發的是林賈尼火山口內部一座較小的火山錐

「巴魯賈尼火山」，當局昨日提高火山警戒級別，但距
離最高危險級別仍有2級。現場方圓約3.7公里的鄉鎮
暫未受影響，龍目島機場運作如常，但部分往來旅遊勝
地峇里島的航班取消。

林賈尼火山每年吸引成千上萬遊客攀登，由山腳攀上
山頂一般需時數天，巴魯賈尼火山則是沿路主要景點。
印尼國家救災部門發言人努格羅霍指，根據25日以來
的記錄，共有389人士試圖登山，大部分是外國人。他
又指，雖然大多數遊客根據官方建議路線攀山，但不排
除有人自行設定路線。
印尼官員未有發佈失蹤遊客的國籍，美國駐雅加達大

使館表示，未知當中有否美國公民。
印尼位處環太平洋火山帶，全國共有130個活火山。

由於地殼移動，當地過去多次發生地震及火山爆發。
■美聯社/法新社/美國全國廣播公司

印尼火山爆發 逾250登山客失蹤

澳洲南澳省昨日遭受猛烈雷暴侵襲，當局
錄得超過2.1萬次閃電，導致電力系統損毀
及癱瘓，一度全省停電。當局被迫關閉港
口，地鐵及電車等交通工具亦停止服務。南
澳電力網絡表示，工作人員正搶修供電系
統，首府阿德萊德昨晚已恢復部分供電。
停電導致交通大混亂，交通燈亦無法如常
運作，當局調派1.8萬名緊急服務人員及消
防員戒備，其他省份亦派員提供支援。惡劣
天氣亦導致阿德萊德西北約500公里、必和
必拓旗下一個銅鈾礦電力短缺，當局要動用
後備電力維持基礎設施運作。
氣象局表示，一道冷鋒橫掃南澳省，加上
一股低氣壓將於今日抵達，預料烈風及雷暴
天氣持續，南部海岸會翻起巨浪，河道水位
上升，估計惡劣天氣仍會持續一段時間。
南澳省人口約170萬，是葡萄酒生產區及

傳統製造業樞紐，但一直依賴東南部維多利
亞省輸電。 ■路透社/9News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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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京西武新宿線高田
馬場站的月台，昨日放工時
段突然傳出類似天拿水的惡
臭，9名乘客喉嚨、眼及鼻
出現疼痛感覺而需送院，所
幸情況輕微，列車服務沒受
影響。
事發於昨日下午約5時45

分，臭味突然從其中一個月

台的小賣店前傳出，約20
人聞到臭味後通知職員，當
局接報派出警員、救護員、
消防車等到場。當時在車站
附近的21歲大學生仲谷光
一表示，突然看到大量消防
車及救護車趕至，還以為發
生恐襲，其後才得悉虛驚一
場。 ■日本《產經新聞》

東京地鐵傳天拿水惡臭 惹恐襲疑雲

美國又再發生警員
射殺黑人案，加州一
名30多歲黑人男子前
日在聖迭戈市郊一個
商業區附近，從口袋
取出一件物件，指向
警員，並擺出準備開
槍的姿勢，被警方先
發制人射殺。警方事
後證實死者所持「物
件」並非武器，事件
觸發大批黑人上街抗議，質疑警方濫殺無辜。
事發商業區位於聖迭戈以東24公里，當局前日

下午約2時接獲一名女子報案，表示她的兄弟舉止
怪異並在馬路上行走。到場警員試圖用電槍制服
該男子不果，另一名警員於是連開多槍將其射
殺。

事件觸發和平示
威，大部分參加者是
黑人，他們高呼「黑
人的命也是命」及「高
舉雙手，別開槍！」等
口號，部分示威者聲
稱死者事發前曾高舉
雙手，質疑警方濫
權。
但社交網站 face-

book片段顯示，現場
一名女子曾要求死者把手從口袋中抽出來，否則
警方會開槍，但死者拒絕配合。當地警察總長戴
維斯拒絕透露死者持有什麼物件，但承認那並非
武器。他承諾會進行獨立及透明的調查，呼籲民
眾在調查完成前，不要妄下判斷。

■美國廣播公司/《每日郵報》

口袋取物扮開槍 美黑人遭警射殺

馬來西亞航空MH17客機前年7月在烏克
蘭東部被擊落，機上298名乘客及機組人員
全部死亡，包括196名荷蘭公民。荷蘭領導
的國際聯合調查組經過兩年調查，昨日公開
調查報告，表明有「確實證據」證明客機被
俄羅斯「山毛櫸」地對空導彈擊落，小組並
已掌握約100名涉案人士的身份，正作進一
步調查。調查組表示，報告將為提出刑事檢
控作準備。
調查組由荷蘭、澳洲、比利時、馬來西亞
及烏克蘭警方及司法人員組成，荷蘭國家警
察中央罪案調查部主管保利森指，調查人員
截取烏東親俄武裝分子的通訊內容，發現他
們曾要求俄國在烏東部署機動地對空導彈，
並於導彈運抵武裝分子控制區後向俄方匯
報。該個「山毛櫸」發射器被運到距客機被
擊落現場約25公里的一塊農田，事後隨即
被運回俄國境內。
俄國一直否認親俄武裝分子擊落客機，早

前更表示掌握無線電定位數據，證明導彈並
非來自武裝分子控制區。 ■美聯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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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里在日前的辯論接近尾段
時，突然提到馬查多的經歷，

斥責特朗普針對馬查多的體重及拉美
裔背景，嘲諷她是「豬小姐」及「管
家小姐」，批評特朗普種族歧視及侮
辱女性，又指「她現在是美國公民，
我跟你打賭，她11月會去投票」。特
朗普明顯未料到有此一着，陣腳大
亂，3次重覆問希拉里：「你怎知道
這事？」

選後變肥被嘲 患厭食症
特朗普1996年起接手環球小姐比賽
主辦權，直至去年因為針對墨西哥移
民的言論引發爭議，才把賽事主辦權
易手。來自委內瑞拉的馬查多是特朗
普接手比賽後首名環球小姐冠軍，她
憶述當年選美結束後增磅，隨即遭受
特朗普冷言冷語，包括「豬小姐」及
「管家小姐」，更被特朗普要求在大
批記者面前公開健身，坦言自覺如
「實驗室白老鼠」。
馬查多稱當年以環球小姐身份接下
大量廣告及表演活動，為特朗普公司
賺了不少錢，按照合約理應分得10%
收入，但實情是她從未獲發分毫，後
來更因特朗普的惡言而患上厭食症。
馬查多形容特朗普內心充滿仇恨、種

族歧視極深，「永遠認為有些人較他
低等」，強調美國人絕不能選他當總
統，直斥對方「不具當美國總統的人
格」。特朗普前日受訪時則作出反
駁，形容馬查多當選後「真的胖了很
多」，更直斥對方是「我們選出的環球
小姐中最糟糕的一位，沒有之一」。

特朗普稱首辯留力
首場辯論曲終人散，兩名候選人前

日恢復競選工作，希拉里表現自信十
足，認為特朗普在台上「語無倫
次」，雙方勝負分野明顯，強調自己
在性格、健康及資歷上都更適合出任
美國總統。特朗普則聲稱當晚只是
「手下留情」，未有就前總統克林頓的
性醜聞等展開狙擊，「以免希拉里尷
尬」，揚言下次辯論上不會再留手。
對於辯論勝負，特朗普稱「幾乎所
有傳媒的民調」都指他表現較佳：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Slate、
《時代》周刊……除了美國有線新聞
網絡(CNN)，不過沒人看它。」部分
傳媒機構隨即澄清，未曾就辯論進行
民調，網民翻查後相信特朗普所指的
大多是非正式網上民調，質疑有關數
字未必可信。 ■法新社/美聯社/

《衛報》/Mediaite網站

特朗普在辯論開首相對克制，但
之後似乎按捺不住，多次打斷希拉
里的發言。據統計，當晚特朗普51
次打斷對手發言，遠多於希拉里的
17次。不少女性事後在網上批評特
朗普的「大男人」作風，對女性欠
缺尊重。
芝加哥女作家朱利奧烏斯指，特

朗普在辯論中的表現，相信令不少
女性聯想起日常生活中與男性交談
時的痛苦經歷；同樣來自伊利諾伊
州的女作家埃墨里則表示，已經對
男性打斷女性發言習以為常，沒太
注意特朗普的行為，只關注希拉里
如何應對。不過也有女性認為，希
拉里在台上多次狙擊特朗普，後者
只能靠打斷對方發言來伸張己見，
並無不妥。
賓夕法尼亞大學傳理學教授賈米

森指出，有研究顯示男性傾向打斷
女性發言，多於女性打斷男性講

話，特朗普在辯論上的表現正是證
據。賈米森認為，關鍵在於觀眾會
否把特朗普的行為，解讀成一名男
性候選人打壓女性對手，若觀眾有
這個感覺，勢必打擊特朗普的形象
及選情。 ■美聯社

據市場調查公司尼爾森統計，周
一晚上共有8,400萬觀眾通過13個
電視網絡收看辯論，雖然不及事前
估計的1億人，但已足夠打破塵封
36年的紀錄。
1980年美國總統大選，尋求連任

的卡特與共和黨籍挑戰者里根在投
票日前一周，舉行該屆唯一一場電
視辯論，吸引8,060萬人收看。自
此之後，未有大選辯論收視率能夠
突破7,000萬人，希拉里丈夫克林
頓對上一次在1996年參與的電視辯

論更只有3,630萬人收看。尼爾森
指，在現今數碼串流及社交媒體當
道的時代，能夠取得這麼高收視率
的電視節目非常罕見。
辯論同樣引起網民關注及熱議，

當晚 twitter 有 270 萬網民討論辯
論，共錄得1,710萬次互動，另有
數百萬人在酒吧食肆收看辯論。機
頂盒生產商TiVo透露，整場辯論
最多觀眾使用暫停及重播的一刻，
正是特朗普在尾聲承諾一旦敗選，
會全力支持希拉里施政。■美聯社

51次打斷希拉里
特朗普被轟「大男人」

8,400萬人收看辯論
破36年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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