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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称史上“最纠结”

法国总统选举将于4月23日举行首轮投票。首轮投票
中得票率超过50%的候选人将直接当选总统，否则得票率
居前的两名候选人进入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胜。

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政治研究中心秘书长迈达尼·舍尔
法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此次大选堪称法国第五共和
国建立以来局势“最纠结”的一次大选，“出现任何结果
都有可能”。

据法新社报道，19日晚间出炉的3项民调都显示，11
位候选人中4位主要候选人民意支持率差距较小，最大差
距仅约 3 个百分点，很难预测哪两位候选人得票率将居
前。民意支持率居前的主要候选人分别为“非左非右”的

“前进”运动创立者马克龙、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
席玛丽娜·勒庞、极左翼组织“不屈法国”创立者梅朗雄
以及法国前总理、右翼共和党候选人菲永。

在大选初期，勒庞一直保持领先位置。后来，身陷
“空饷门”的菲永支持率大幅滑落，马克龙则在大选中期
突然爆发，开始对领先的勒庞穷追不舍，当下的支持率几
乎已经和勒庞不分上下。而梅朗雄则是在两次电视辩论之
后异军突起，在大选末期突然加入到之前三人的三方混战
之中。如今，“四强争霸”的格局已经形成。

更令大选不确定性增加的是，据彭博社报道，目前尚
有1/3的投票人未决定投给谁。汇丰分析师们指出，由于
尚未作出决定的法国选民数量意外众多，这预示着不能排
除直到最后一分钟投票结果发生改变的可能性。

“在历史上，法国总统选举首轮局势早在 3 月中旬就
已明朗，有望进入第二轮的两名候选人的民意支持率会明
显高于其他人。”舍尔法说。正如彭博社所说，此次法国
大选选情胶着现象堪称历史之最。

更令外界担忧的是，作为法国民粹主义势力的代表，
勒庞的民意支持率始终位居前两位。正如英国 《金融时
报》 网站文章指出的，自今年 1 月以来，民调始终显示，
勒庞将在 4月底的首轮总统选举中赢得约 26%的选票。更
近一些的民调显示她的得票率在23%至24%之间，足以确
保她成功进入5月初举行的最终角逐。

民众渴望改变

胶着选情的背后是法国民众渴望变化的心。
德国《资本》月刊网站近日刊发德国贝伦贝格银行首

席经济学家霍尔格·施米丁的文章 《法国决定欧洲》 称，

2003 年至 2005 年，德国通过大刀阔斧的“2010 年议程”改
革，从最早的“欧洲病夫”转变成新的增长引擎，而法国在此
期间却缓慢衰退。萨科齐总统 10 年前错过改革的机会，他
的社会党继任者奥朗德在5年前执政初期还加深了法国的
困境。因此，许多法国人都向往一个真正的转折。

数据显示，奥朗德政府尽管使出全身解数，依旧难以
让法国经济有实质性的复苏。法国 《费加罗报》 报道，4
月 10 日，法兰西银行将法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预期小
幅下调至 0.3%。法国 2016 年经济增长率为 1.1%，低于法
国财政部预期的1.4%。平均失业率依然在9.6%、9.7%之间
徘徊。而 15-24 岁年轻人的失业率更是高居不下，达到
24%上下。可见形势之严峻。

此外，法国近来还多次遭遇恐怖主义袭击。法国内
政部 20 日发布消息说，一名枪手当晚向一辆停在巴黎香
榭丽舍大街的警车开枪射击，造成一名警察身亡、两名
警察重伤。枪手被警方击毙。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通
过阿马克通讯社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事件，称袭击者是
一名来自比利时的该组织成员。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枪
击事件可能加剧法国选民“要安全”的心理，使得选情
更加复杂。

舍尔法认为，法国
传统政治精英逐渐失去
信任，与民众的隔阂感
明显增加。超过 4/5 的
法国人认为他们不关心
民众，只关心自己。菲
永 曝 出 “ 空 饷 门 ” 之
后，传统政党候选人的
良好形象也受到打击。
在执政方面，传统的左
右 两 党 的 成 绩 不 被 认
可。民众普遍认为两党
应为法国目前艰难的经
济社会形势负责，不少
选民认为可以让民粹主
义势力来试一试。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反移民和反欧盟的
勒庞以及呼吁民众“来
一场彻底摧毁旧体制的
大革命，迎接法兰西第
六共和国的诞生”的梅
朗雄异军突起，让法国

大选选情变得扑朔迷离。

欧洲一体化危在旦夕

摩根大通策略师此前在给客户的报告中说，若是勒庞
在法国大选中获胜，欧元有可能在几周时间里下跌10%左
右至大约0.98美元的水平。如今这个令人担忧的名单又加
上梅朗雄。正如施米丁所说，今年欧元和欧洲一体化的命
运第一次危在旦夕。

前景或许没那么悲观。
分析普遍认为，勒庞不会冲过第二轮。民意测验专家

预测，在5月7日的第二轮投票中，马克龙将以60%对40%
的明显优势战胜勒庞。如果菲永取代马克龙进入第二轮的
话，民调机构也预测，他会以 57%对 43%力挫勒庞。因
此，无论是马克龙还是菲永进入第二轮，都能击败勒庞，
入驻爱丽舍宫，这一概率高达90%。

而且，正如法国智库成员若埃尔·贡班在英国 《金融
时报》 上撰文指出的，我们多年来一直在目睹这样一幕。
每次国民阵线进入大选第二轮或者补选、而且似乎有获胜
机会的时候，左翼选民便会大量动员起来击败极右势力。
2015年的地方选举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证：在普罗旺斯—
阿尔卑斯—蔚蓝海岸大区和上法兰西大区，首轮弃权的左
翼选民在第二轮选举中站出来支持与国民阵线角逐的中右
翼候选人。因此，如果最终与马克龙对决的话，勒庞完全
有可能输得比民调结果更惨。

施米丁更加乐观。他认为，法国选民将一位改革者送
入总统府。在这种情况下，在9月份的德国大选后，将会
启动一个由巴黎和柏林共同倡议的从总体上加强欧元区和
欧盟凝聚力的进程。法国的改革、欧洲的改革以及一个稳
定的经济复苏将是欧洲的梦幻场景。

可以确定的是，无论最后谁能胜出，法国都不再是过
去的法国。

如何保障残障朋友们的生活、减少与正常人的生活差别，是
不少人关心的问题。如今，越来越多的科技辅助设备正被设计出
来，为残障朋友们增添福音。

在如今这个万物互联的时代，几乎所有人都能够平等地在网络
中接收信息，但对视障人士来说，分享这一喜悦还存在不少困难。今
年3月，韩国某创意公司研发的盲人智能腕表正式上市。这款腕表可
通过蓝牙与智能手机建立连接，表盘部分是一块动态的盲文显示
区，当手机收到信息后，腕表
的表盘上便会立即显示出对
应的盲文。每次 4 个盲文字
符，视障人士阅读后按下表
盘侧面的按钮，便能继续阅
读下一组盲文。

对于有听力或者语言障碍的人来说，手语是他们与世界沟通的
纽带。怎么能够让不懂手语的人也能听懂聋哑人士“说”的话呢？去年
9月，沙特的一名设计师便设计出一款智能语音手套。手套上布满了
传感器和电线，这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收集佩戴者的手指动作，就连极
其细小的移动也能捕捉。同时，智能语音手套还内置了一颗支持“文

本到语音”的芯片，让不同语种之间的沟通者也能畅快交流。这意味
着，聋哑人士只要戴上手套，就可以畅快地与人进行沟通。

对于残疾人来说，外出搭乘公共交通工具还存在许多不便，
甚至有不少安全隐患。面对这一难题，去年 6月，美国一家信息
技术公司研发了一辆专为残障人士设计的自动驾驶巴士。它结合
了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增强现实等新兴科技，旨在为那些视
觉、听觉以及认知障碍人士提供更方便、更人性化的出行服务。

巴士内置了人工智能系统，
没有设置人类驾驶员，主要
依靠自动驾驶技术以及工作
人员的远程操作完成整个服
务。在行驶过程中，如果巴
士检测到紧急状况，会自动

停止行驶，并通知远程工作人员。此外，巴士配备的轮椅坡道功
能也是一大亮点。巴士能够识别出坐轮椅的候车乘客，并开启一
个自动坡道，帮助他们快速上车，并固定好轮椅的位置。

科技和智能设备的本质是人文关怀。在健全人的生活变得便利的
同时，能够运用现代科技帮助残障人士，为技术增添了温度和意义。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俄罗
斯国防部19日证实，两架图-95MS战
略轰炸机17日从远东地区阿穆尔州
的空军基地起飞，执行空中巡逻任
务，在据美国海岸 100 海里 （约 160
公里） 上空遭到美军两架 F-22隐形
战斗机跟踪。

多渠道秀实力

对于俄军机在美国公海附近遭到跟踪一
事，俄罗斯国防部回应称，俄远程航空部队
经常按照计划对北极、大西洋、黑海、太平
洋附近的公共海域进行空中巡逻，所有巡逻
飞行完全按照相关国际法进行，没有侵犯其
他国家的领空。

近来，俄军方在武器研制方面也不断“出
新招”。据俄罗斯塔斯社4月15日报道，俄军成
功试射 1 枚 3M22“锆石”超音速反舰导弹。据
俄军内部消息人士介绍，“锆石”在实验中的最
大飞行速度可达 8 马赫（约 2720 米/秒），最大
射程高达 400 公里。这位消息人士还称，“锆
石”将从明年开始装备俄罗斯海军。

武装力量的扩充是俄罗斯军事实力提升
的又一重要方面。据俄罗斯《真理报》3月29日
报道，从今年 7 月起，俄武装力量在编人数将
从现有的189.7万人扩充至190.3万人（其中包
括101万名现役军人）。报道称，这是很长一段
时间以来俄罗斯武装力量的首次增加。

为凸显重要性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
员姜毅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俄罗斯最近
频频展示军事实力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凸显其
在国际上的重要影响力。“俄罗斯作为一个在
安全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大国，向外界展
现军事实力是其在国际舞台上得到其他国家
重视的主要途径。”姜毅说。

另一方面，俄罗斯近来频频向外界展示实
力也是为了应对潜在对手越来越紧迫的压力。

姜毅认为，乌克兰危机以后，不少北约国家都
在政策上有所调整，军事部署也有所改变，这
在俄罗斯看来是很大的威胁，因此“秀肌肉”也
可以说是俄罗斯的一种应对策略。

在俄罗斯政治学家列昂尼德·克鲁塔科夫
看来，俄罗斯经济虚弱、资本不足，而动用
军事手段是俄罗斯唯一的立足方式。“若没有
这张王牌，我们会像伊拉克一样，被迅速

‘民主化’。”克鲁塔科夫在接受俄罗斯自由媒
体网站采访时称。

继续提升水平

据俄罗斯《独立报》此前报道，俄罗斯总统
普京在国防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表示，目前俄
罗斯的军事实力超过任何潜在对手。普京指出，
为了不让形势发生变化，俄罗斯“不能松懈”。

在姜毅看来，未来俄罗斯将会继续走提
升军事水平，增强军事实力的发展道路。“首
先，北约成员国不断增加军费开支，国内恐
怖主义还有待打击，这让俄罗斯面临来自外
部和内部的双重安全威胁，这些威胁是迫使
它加强军事建设的直接推动力量。其次，加
强军事力量有助于俄罗斯继续提升国际影响
力，进而帮助其在外交领域扮演更加重要的
角色。第三，现在国防军工已经成为俄罗斯
装配制造业的龙头，如果俄罗斯的装配制造
业要想进一步发展，就需要利用国防军工的
力量，这是促进俄罗斯军事力量发展的又一
大因素。因此出于安全、外交和经济三方面
的考量，俄罗斯肯定会继续加强军事建设。”
姜毅说。

法国大选让欧洲一体化雪上加霜

梦魇时刻抑或梦幻未来？
本报记者 张 红

法国极右翼国民阵线候选人玛丽娜·勒庞
从未如此接近总统的宝座，欧洲一体化也从未
面临如此严峻的时刻。4月23日，第一轮法国总
统大选将启动。旗帜鲜明反移民、反欧盟的勒
庞似乎已无疑问将进入第二轮。虽然几乎所有
的分析都指出，勒庞没可能冲过第二轮，顺利
组阁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然而，在特朗普
当选美国总统、英国公投“脱欧”之后，再没有
谁敢保证，不会有“黑天鹅”飞起。

俄“秀肌肉”一箭三雕
薛可炎

俄俄““秀肌肉秀肌肉””一箭三雕一箭三雕
薛可炎薛可炎

据法国媒体 20 日报道，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当地时间当晚 8 时许发生枪击事
件。枪手已被击毙。图为警方封锁香榭丽舍大街。 新华社记者 陈益宸摄

据法国媒体 20 日报道，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当地时间当晚 8 时许发生枪击事
件。枪手已被击毙。图为警方封锁香榭丽舍大街。 新华社记者 陈益宸摄

图为俄罗斯士兵参加“2017 国际军事竞赛”
坦克两项预选赛。 （资料图片）

那些温暖人心的科技
张畅畅

4月19日，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委内瑞拉执政党和反对党支持者分别举行了大型游行示威活动，两人遭枪击死亡。
图为委总统马杜罗 （右一） 出席执政党支持者举行的游行活动。 新华社/路透

委执政党和反对党支持者分别举行游行示威委执政党和反对党支持者分别举行游行示威

数 字 天 下

552票

英国议会下院19日举行投票，结果以压倒性
多数通过了提前举行大选的动议。英国将在6月8
日举行大选。

议会下院当天以552票支持、13票反对的投
票结果通过了这一由首相特雷莎·梅提出的动议。
按照规定，在议会下院获得2/3的支持票后，英国
即可提前举行大选，无需再经议会上院批准。特
雷莎·梅当天在议会下院投票前辩论时说，提前举
行大选将帮助英国成功“脱欧”，并且为英国带来
长期的确定性。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18日宣布，英国将在6月
8日提前举行大选。 新华社发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18日宣布，英国将在6月
8日提前举行大选。 新华社发

100万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19日宣布，悬赏捉拿或
击毙6名企图在保和岛进行恐怖活动的阿布沙耶夫
武装分子，悬赏金额为每人 100 万比索 （约合
13.8万元人民币）。

4月11日，一伙阿布沙耶夫武装分子驾船登
上菲律宾中部旅游胜地保和岛，企图进行恐怖活
动，被当地居民及时发现并报告警方。随后菲军
警与武装分子交火，6名武装分子被击毙，3名政
府军士兵和1名警察在交火中身亡。

7亿

瑞典政府近日向议会递交2017年春季预算草
案，大幅增加今年应对国内安全问题的开支。

瑞典政府网站发布的新闻公报显示，这项预
算草案将为警察部队新增 7 亿瑞典克朗 （约合
7800万美元） 拨款，以弥补该国警察队伍在应对
国内安全挑战方面的资金与人员短缺。公报说，
瑞典将投入更多人力和财力，加大对犯罪的打击
力度，构建更加美好、安全的社会环境。

10亿

澳大利亚基础设施和交通部长达伦·切斯特20
日证实，目前澳东北部的布里斯班至东南部的墨
尔本内陆铁路线老旧，政府将加速对其升级改造。

据当地媒体报道，此项目投资将超过10亿澳
元 （约合7.5亿美元）。该铁路将主要用于货物运
输，升级改造后从布里斯班到墨尔本的铁路运输
时间将降至24小时。

（均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