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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面孔 活跃政坛

今年欧洲是选举年，多国政坛领导者换血，改由一
批“70后”新生代挑大梁。有的国家甚至还选出了“史
上”最年轻的首相、总统和总理。

最近在欧安组织非正式外长会议上亮相的库尔茨早
在 2013 年即被任命为奥地利外交部长，当时年仅 27 岁。
短短几年时间，库尔茨在亲和力及俊俏外型的加持下人
气迅速上升，在政治舞台上光芒更加闪耀。若人民党成
为第一大党，身为党魁的库尔茨将在 30岁这年接任奥地
利总理一职。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可被看作是这批新生代
中的代表人物之一。5月7日，“前进”运动候选人马克龙
年仅39岁就当选法国总统，成为自拿破仑·波拿巴以来法
国最年轻的国家元首。“主宰法国数十年的党派体系坍塌
之刻，法国政坛也经历着深层次的新陈代谢！”法国议会
选举结束之时，西班牙《国家报》发出这样的评论。

利奥·瓦拉德卡也是欧洲政坛领袖的年轻化趋势的例
证。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6 月 14 日，38 岁的瓦拉
德卡当选爱尔兰统一党主席，成为爱尔兰最年轻总理。
他在民间受到不少年轻人，尤其是少数族裔移民的欢迎。

除此之外，欧洲年轻的首相或总理还包括 39岁的爱
沙尼亚总理尤里·拉塔斯，45岁的捷克总理博胡斯拉夫·索
博特卡，41岁的比利时首相夏尔·米歇尔、43岁的马耳他
总理约瑟夫·马斯喀特以及44岁的卢森堡首相格扎维埃·贝
特尔等。

他们中有挑战权威的草根明星，也有来自政治世家
的接班人或是跟着政坛领袖打拼多年的“政治老手”。尽
管这批“70后”新面孔走上领导位置的途径并非一模一
样，但如马来西亚 《星洲日报》 指出，他们无一不雄心

勃勃、胸怀大志。

危机丛生 求新求变

“新陈代谢”风席卷欧洲政坛，不禁令人反思：新政
党，年轻政治家在欧洲的集中出现，意味着什么？

法国 《解放报》 分析称，从法国到整个欧洲，政界
年轻化的大趋势反映出，危机之下人们期盼真正的改
革，支持一系列新政党的出现。

有分析人士发现活跃着年轻新面孔的这些国家都是
欧盟成员国。半个世纪以来的欧洲一体化结束了欧洲大
陆数百年的战乱，曾被视为地区一体化的典范。现在欧
盟危机丛生，经济不景气、政治不团结、民粹主义兴
起、难民危机和恐怖威胁接踵而至。“欧洲原有的政党、
政治思潮、政策都难以解决目前欧洲面临的经济政治困
境。”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教授王义桅接
受本报采访时说。

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表
示，“老一代领导人的方法在危机面前显得力不从心，民众
对传统政治的厌倦和不满为新生代政治人物走到政坛中
央带来契机。”民众认为这些年轻的面孔会打破旧式传统
思维，更加重视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寻求发展和新变革。

欧洲国家年轻人政治参与感增强也为更多新生代能
担任领导职务提供了可能性。据悉，原先每逢大选，年
轻人对政治不感兴趣。如今情况发生了逆转，一方面，
年轻人获得感在降低。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年轻人成为
了危机感最重、生活质量最低、要求最多、失业率最高
的阶层；另一方面，社交网络、资讯媒体的高速发展为
年轻人了解政治，认识大选对于自己生活和未来的影响
提供了充足的平台。“年轻人倾向于认为新生代领导人能
更快解决他们生存困难的问题，因此年轻政治人物的支

持率会进一步提升。”王义桅说。
思想新锐、魄力、决心、高效已成为新生代政治力

量的代名词。有位法国民众在接受采访时曾说：“看看马
克龙就知道，他毅然辞去部长职务、组建政党从头开
始，一步步竞选直到获胜。法国需要这样的年轻人进行
改革、迎接挑战。”

务实改革 力挽狂澜

危机之下，新生代领袖和新兴政党能否力挽狂澜？
法国 《解放报》 指出，这些新人是否能带来新气象还需
拭目以待。

英国 《金融时报》 的评论文章写道，在欧洲政坛上
这些年轻领袖们都致力于欧元区和欧盟的成功，希望推
动欧洲一体化进程，加快经济复苏。王义桅就此指出，
这些新生代政治领袖是有理想的务实派。“他们大多都成
长于欧洲一体化的摇篮中。一体化意味着就业机会不受
地域的限制，文化交流可穿越国界，新生代的政治领袖
们从中受益。同时，他们见证了欧盟国家的繁荣发展，
对国家未来充满信心；他们也经历了较为艰难的当下，
所以会更加务实。”

然而，独当一面，大刀阔斧改革没那么简单。欧洲
面临的问题积重难返，一朝一夕难以解决。据法国路透
社报道，法国预算赤字比例可能最高达到 3.1%，再一次
超过了欧盟 3.0%的目标。过去两年几次恐怖袭击事件也
让法国仍处于紧急状态，这些都是马克龙政府面临的巨
大挑战。

另外，崔洪建说，“这波新生代欧洲政治领袖需要与古
旧的政治思想和复杂的政治问题作较量。”若年轻面孔的
背后仍有一大批老一代政治家在幕后参与政事，新生代政
治领袖将缺乏施展的空间，那无非是旧酒装进了新瓶。

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7月12日，美国
国务卿蒂勒森抵达沙特阿拉伯西南沿海城
市吉达，与沙特国王举行会谈，为解决卡塔
尔危机进行斡旋。

“两副面孔”

阿拉伯卫视台称，蒂勒森在与四国外
长进行会谈后，又返回了为卡塔尔危机做
调解的科威特。

7月 11 日，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
蒂勒森到访“断交风波”当事国卡塔尔，
并与卡塔尔外交大臣穆罕默德签署了美卡
两国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谅解备忘录。沙特
媒体援引沙特、埃及、阿联酋和巴林四国
的联合声明称，仅签署这一备忘录还不
够，四国将继续监督卡塔尔政府履行打击
恐怖主义和阻止对其资助义务的情况。

在到访卡塔尔的前一天，蒂勒森先访
问了科威特，就卡塔尔断交危机进行斡旋。

6月 5日，沙特、阿联酋、巴林和埃及
四国以卡塔尔“支持恐怖活动”等为由，
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并对卡塔尔实施禁运
封锁。6月23日，四国通过科威特向卡塔尔
转交了旨在解决危机的“13 点要求”清
单。卡塔尔方面则回应称，“这些要求是不
切实际的。”

断交事件的双方到目前为止，仍未有

一方做出实质性让步。
据路透社报道，此前，美国总统特朗

普曾在推特中声称，沙特孤立卡塔尔有他
的“功劳”。美国在海湾国家间“煽风点
火”之后，又转而积极介入调停。这种看
似矛盾的做法是出于什么考量？

“挽回局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
员余国庆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分析称，美国
本想给中东一个下马威，彰显自己的影响
力，却没想到捅个“马蜂窝”，使得海湾局
势面临着失控的危险，美国后续的外交行
动实际上是为了挽回局势。

“美国在沙特以及卡塔尔问题上的立
场，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在中东、海湾地区
一个两难的处境。无论是沙特还是卡塔
尔，都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余
国庆说道。

美国近来一系列动作的背后，反映出
的是新政府的中东战略。

美国 《国家利益》 杂志刊文分析称，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在中东实行了战略
收缩，而现在，特朗普政府展现出了重返
中东的姿态。为此，特朗普不能过于偏袒
其中一方，必须与沙特和卡塔尔都维持好
盟友关系，并做好两国之间的斡旋角色。

“确保美国主导下的中东地区盟友体系
继续发挥作用是美国的重要战略目标。此
外，美国还想确保自己在叙利亚问题上的
主导作用。如果美国能在此次断交危机中
斡旋成功，也能进一步展现美国的力量，
对获取叙利亚问题的主动权也有积极作
用。”

“影响仍在”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以沙特
为首的海湾四国和卡塔尔之间存在长期的
分歧，要解决此次危机，还需要双方各退
一步。

有分析指出，沙特等国其实并不希望
将卡塔尔逼入绝路，以防卡塔尔倒向伊朗
或土耳其。

“沙特和卡塔尔都给了对方一些台阶，
给后续的调解留出了时间。”余国庆指出。

“美国也能在此次事件中发挥比较积极的作
用。事态应该不会完全走向失控。”

英国《金融时报》刊文称，美国仍然拥有
一个其他强国无法匹敌的全球联盟网络和
无与伦比的军事实力。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最
终还是要依靠美国的这种硬实力。

余国庆补充道，美国在整个中东地区的
影响力目前仍是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它正
在试图通过磋商，把握事态发展的节奏。

如今，盆景花卉成了生活情趣的必
备品，但忙碌的现代生活使打理变得困
难起来，很多人只能看着心爱的盆栽慢
慢枯萎。

现 在 ， 一 些 智 能 养 花 产 品 的 出
现，可为我们消除后顾之忧，让“妈
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不会养花”了。

法国帕霍公司发明了一款专门面
向花草爱好者的养植助手——“花之
力量”传感器，被追捧者称为“花痴
神器”。这款设备上共载有 4 枚传感
器，分别可监测光照、湿度、环境温
度以及土壤肥力水平，每 15 分钟向移
动设备上的应用软件传送一次数据，
对数据进行自动分析后，为植物选取
最佳的养护方案，并提醒以及告知用
户该如何照料植物。

配套的应用软件会基于一个包含
6000 多种植物生长数据的数据库对实
时数据进行自动分析，能为植物选取
最佳的养护方案，并提醒以及告知用
户该如何照料植物，例如是否需要施
肥或者是否浇了太多水等。

如果有一个花盆可以在液晶显示
屏上显示出植物的所需所想：我渴
了、我热了、我喝得太饱，这样是不
是很酷？在日本，就有这样一款会

“说话”的智能花盆。它外观如普通的
白色花盆，但是正面却嵌着一个大大
的显示器。花盆中的温度、湿度等参
数会通过传感器反馈在显示器上。笑脸表示花草过得
很舒服，苦瓜脸表示花草正在受罪，满格的温度计表
示太热了，空白的温度计表示太冷了。

如果嫌照料麻烦，想要植物生生不息怎么办？美
国有一款全自动花盆可以帮助你。这款全自动花盆中
包含电子元件、传感器、电池、水泵和储水器等部
件。花盆中含有一个种子盒，种子盒中包含多粒种
子、养料以及一颗内嵌软件的芯片。每个种子盒储存
一种种子，一株植物死了，花盆会自动播种下一颗种
子，以保证植物不间断生长。所以，用户只需在花盆
的“水库”注满水和定期更换电池就可欣赏美丽、绿
色的植物，剩下的施肥、浇水等任务都可以交给传感
器和软件来处理。

在未来，这些智能养花设备还有可能加入对病患
植物的治疗方案，让植物健康生长。

3200万立方米

日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国际谈判特别代表贾
森·格林布拉特在访问巴以地区时说，以色列已经和
巴勒斯坦达成淡水供应协议，以方将出售3200万立方
米淡水以缓解巴勒斯坦水资源危机。

格林布拉特当天在与以色列地区合作部部长察
希·哈内格比和巴勒斯坦水资源机构主席马赞·古奈姆
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披露上述消息。根据该协
议，2200 万立方米淡水资源将分配给约旦河西岸，
1000万立方米淡水将供应给加沙地带。

协议将极大地增加向约旦河西岸城市杰宁的供水
量，这表明巴以双方能合作改善巴勒斯坦人的生活状
况。此外，格林布拉特说，双方还就讨论已久的红
海－死海运河达成协议。

542次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扎卡里亚日前表示，今年
以来，印度军队不断在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附近制造

事端，截至目前，印度已违反双边停火协议达542次
之多。

扎卡里亚当天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印军袭击
巴方的村庄和人口密集区，故意制造两国紧张态势，
目的是掩盖印度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的暴行。

他还说，巴基斯坦无意恶化双方紧张态势，巴方
已保持最大克制。在双方8日的交火事件中，巴基斯
坦只是回击印度的“无故”炮击。

1947年印巴分治后，两国为争夺克什米尔地区发
生过两次战争。2003年，双方在克什米尔实际控制线
一带达成停火协议，但此后双方仍时常指责对方破坏
停火协议。

160公里每小时

太平洋岛国新西兰近日遭遇极端天气，强风雨雪
导致航班取消，道路封闭，部分地区停电。

时速达到160公里每小时的强风首先袭击了位于
北岛最南端的首都惠灵顿，随后向北朝第一大城市奥
克兰方向移动。

新西兰气象部门已在13日早些时候发布了极端天
气警报。据当地媒体报道，在新西兰北岛，有超过一
万户住宅或商户停电，多条高速公路关闭，连接南岛
和北岛之间的轮渡因巨浪而停航。据气象部门预计，
强风会持续到13日夜，14日早将有所减弱。

9年6个月

巴西联邦法官塞尔吉奥·莫罗近日宣布，前总统
卢拉因贪腐和洗钱，一审被判处9年6个月有期徒刑。

据巴西《环球报》报道，莫罗在当天宣判之后表
示，对卢拉的刑罚不会马上执行，卢拉仍有上诉的权
利。

莫罗作为巴西石油公司（简称巴油）腐败案的一
审法官，于2016年9月宣布接受检察院对卢拉犯有贪
腐和洗钱罪的指控。卢拉因此正式成为巴油腐败案嫌
疑人，巴西司法机关也开始对他展开调查。

卢拉被指控与巴西奥亚斯建筑公司关系密切。此
前，奥亚斯建筑公司已被控向政府官员和巴油高管行
贿，以获得高额建筑合同，而该公司位于圣保罗州海

滨城市瓜鲁雅的一栋高档住宅被怀疑是卢拉的财产，
卢拉对这一住宅进行过大规模翻新。

此外，根据检方的指控，卢拉在担任总统期间，
利用职权让保罗·科斯塔等人继续留在巴油高管的职
位上，以使奥亚斯建筑公司能更方便获得项目。

2000名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瑞安·狄龙日前说，美军已经
进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大本营拉卡，
协助当地武装同“伊斯兰国”作战。美军主要任务包
括根据地面情况呼叫空袭支援。

狄龙表示，美军估计目前尚有约2000名“伊斯兰
国”极端分子留守在拉卡城内。

拉卡位于叙利亚北部，于 2014 年被“伊斯兰
国”攻占并被该组织称为“首都”。“伊斯兰国”在伊
拉克的大本营摩苏尔被攻克后，拉卡战役被舆论视为
国际社会彻底击败“伊斯兰国”的关键之战。接下来
美军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当地武装收复叙利亚拉卡。

（均据新华社电）

新生代上位，老欧洲转向？
杨 宁 云谱萱

据法国路透社报道，近日，奥地利外长塞巴斯

蒂安·库尔茨作为本届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欧安

组织） 轮值主席主持了欧安组织非正式外长会议。

本月初，这位年仅 30 岁的奥地利外长在人民党全国

党 代 会 上 以 98.7% 的 支 持 率 正 式 当 选 为 人 民 党 主

席，他还计划角逐下届奥地利总理职位。

随着一波又一波新生代力量努力争取进入欧洲

政治领导位置，“新陈代谢”风在欧洲政坛越吹越

盛。英国 《金融时报》 日前针对这一现象刊文称，

欧洲年轻政治领袖的崛起意味着老一代政治力量失

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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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养花者用手机察看数据图为养花者用手机察看数据。。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沙卡断交：

美国先“放火”后“灭火”
李家祺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左） 与欧安组织轮值主席、奥地利外长库尔茨在会场外
交流。 新华社记者潘 旭摄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左左）） 与欧安组织轮值主席与欧安组织轮值主席、、奥地利外长库尔茨在会场外奥地利外长库尔茨在会场外
交流交流。。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潘潘 旭旭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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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米开朗基罗最为著名
的《大卫》雕像的1∶1原作翻模
在北京鸟巢文化中心完成组装，
将在 7 月 15 日至 10 月 10 日举行
的首次鸟巢国际艺术大展正式向
公众开放。展览现场还复制还原
了米开朗基罗工作室以及湿壁画
的创作室，意大利政府授权的湿
壁画大师安东尼奥·德维托将在
展览期间抵京，重现已经失传的
中世纪湿壁画。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