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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增加

近日，法国一项关于欧洲议会选举
的民调显示，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
将在法国拿下最多席位，略领先于马克
龙总统所属的执政党共和国前进党。

英国也上演了相似的一幕。本月 13
日的最新民调数据显示，疑欧派代表人
物法拉奇领导的英国脱欧党支持率为
34%，占据榜首；紧随其后的是最大反对
党工党，其支持率为16%；保守党的支持
率仅为10%，堪称惨淡。

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在欧盟国家已
非“黑天鹅”事件。在西班牙，新兴的
民声党在刚刚落幕的国会选举中拿下众
议院 24席，成为 40年来西班牙首度进驻
国会的极右翼政党。在芬兰，民粹主义
政党芬兰人党在近日的议会选举中成第
二大党，与赢得新政府组阁权的芬兰社
会民主党仅有一票之差。

据彭博社统计，民粹主义政党现在
直接控制或者通过执政联盟方式间接控
制着11个欧盟国家的政府。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此前报道，上
月8日，意大利联盟党联合几个欧洲右翼
政党在米兰结盟，成立“欧洲人和国家联
盟”，希望在欧洲议会中赢得更多议席。

如今，越发壮大的极右翼势力与他
们的“抱团”活动，为此次欧洲议会选
举再添变数。据美国新闻网“政治”预

测，“疑欧派”的右翼政党预计将在欧洲
议会选举中赢得近1/3的席位。

此外，由于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
此次欧洲议会选举面临席位分配难题。

按照人口比例，英国原本有 73 个欧
洲议员名额。欧洲议会计划在英国按期

“脱欧”后，将议会总人数由 751 减至
705，另将 27个席位分配给 14个成员国，
并保留一些席位给新成员国。如今，“脱
欧”拖而未决，无论是原方案还是新计
划，欧洲议会都无法避免英国突然“脱
欧”造成的席位分配混乱。

风向标式选举

时隔5年的此次欧洲议会选举，是在
欧洲遭遇内部失衡和认同危机的背景下
举行的，可谓是观察欧盟未来“航向”
的风向标。

“民粹主义政党加强串联、组成党
团，在欧洲议会中与人民党和社会党展
开主导权争夺，是今年选情的一大看
点。”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所副
所长、研究员王朔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分析，在 2009 年 《里斯本条约》 的框
架下，欧洲议会的权力正不断扩张，欧
洲议会在欧盟诸多事务上拥有法定程序
上的决策权。在今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
政党格局的变化可能会加强欧洲议会的
民粹色彩，其对外决策中或将趋于保守，
这种倾向令人担忧。“真正的问题并不在

于民粹政党会拿到多少选票和议席，而
是欧洲政治风向由此可能带来的变化”。

英国脱欧党领导人法拉奇近日向英
国广播公司表示，该党如果能在欧洲议
会选举中获胜，将要求加入代表英国与
欧盟磋商的谈判小组。

对此，王朔分析说，在英国各政
党中，脱欧党很有可能在欧洲议会中
拿到最多席位。这种结果的象征意义
更大——在欧洲议会中营造民粹主义
占上风的氛围，显示欧盟的离心倾向。

传统上，中右翼的人民党党团和中
左翼的社会党党团长期占据欧洲议会头
两把“交椅”，是欧洲议会主导性政治力
量。根据近期民调，欧洲议会中两大传
统党团力量下降，人民党可能失去 41 个
席位，社会党可能失去 56 个席位，与此
相对应的是民粹主义、中间力量的上
升。欧洲议会党团格局更趋“碎片化”。

“欧洲议会选举是观察欧洲社会民意
的重要切入点。”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
研究院副教授赵柯向本报记者分析，在
欧洲议会中，民粹主义党团与传统主流
党团在政治理念上存在冲突，一定程度
上会影响欧洲议会的运作效率。

一体化不会逆转

欧洲议会选举前夕，欧盟当前面临
的种种老问题与新挑战再次进入国际社
会视线。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在欧盟 28 个成
员国媒体上发表公开信说，“自二战以
来，欧洲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也从未处
于这般危险之中。民众充满愤怒，民粹主
义泛滥，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面对当前的重重风险，欧盟这艘大
船驶入了新的未知水域。欧盟应如何克
服对于未来方向的迷茫与焦虑？

“恰当处理一体化与主权国家间的关
系，这始终是摆在欧盟面前的一个问
题”王朔分析说，一体化的红利在欧盟
国家间分配不均，各国对一体化的方向
和节奏有不同的看法，欧洲议会往更民
主还是更集中的方向走，这些问题都需
要欧盟内部广泛凝聚共识。

英国 《卫报》 援引欧洲自由民主联
盟党团领导人费尔霍夫施塔特的观点
称，欧盟需要进行整体改革，对欧元
区、移民和共同防御等进行管理，这样
才能获得更多的公众支持，否则欧盟将
在未来5年经历民粹主义的“噩梦”。

一些观点认为，民粹主义不会改变
欧洲一体化发展的大趋势。彭博社分析
说：“即使民粹主义政党表现强势，也不
一定会转变成在欧洲议会的立法权。欧
盟有 50 个民粹主义组织，要把这些分散
力量整合起来是个大问题。”

赵柯认为，欧洲应该会继续坚持一
体化发展方向。对欧洲人来说，一体化
就像空气和水一样，渗透到生活、求学、工
作的方方面面，不可或缺。现在，欧洲主
流民意仍然支持欧洲一体化的发展。

民粹主义政党崛起 英国“脱欧”效应外溢

欧洲议会选举折射“方向焦虑”
本报记者 李嘉宝

5年一度的欧洲议会选举将于 5

月 23日至 26日举行。在过去的 5年

里，欧盟并不平静：经济形势不容乐

观，南北矛盾、东西裂痕都在加剧，

恐袭阴云难消，难民危机持续发酵，

英国“脱欧”陷入僵局，民粹主义日

益活跃……在欧盟内外环境遭遇巨变

的背景下，此次欧洲议会选举备受关

注。法国总统马克龙甚至称其“将决

定欧洲大陆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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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多措并举治理交通拥堵

本报电（黄培昭）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以色列交管
部门正在试行一种“现金奖励”的方式来治理交通拥堵。

这项计划为参加试点活动的每位司机每年提供 4500
新谢克尔 （1新谢克尔约合 1.86元人民币） 的奖励额度。
如果司机在高峰时段驾车出行，将从这一预存奖励资金
中扣除规定数额的款项；如果司机选择错峰出行、与他
人拼车或者驾驶表现良好等，会得到额外奖励。

以色列交通和道路安全部负责公共交通管理的官员
阿米尔告诉本报记者，计划将分三个不同的阶段加以实
施。首先，第一阶段有500多名司机参与，第二阶段将再
吸收 4500 名司机，争取人数达到 5000 名。到今年 8 月，
试点计划将进入最后一个阶段。

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

本报电（万宇）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日前最新发布的
统计数据，去年8月在刚果 （金） 东部暴发的埃博拉疫情
已经造成1045人死亡，累计病例1572例。疫区动荡的局
势给国际社会在当地的防疫救治工作带来困难。

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迈克·瑞安近日
在日内瓦表示，安全局势恶化正在阻碍疫情控制工作。目
前刚果（金）反对派与中央政府不断发生武装冲突，自今年
1月共发生119起袭击，其中42起针对卫生医疗设施，有85
名医护人员死伤。预计疫情将出现持续、强烈的传播。

世卫组织表示，虽然刚果 （金） 埃博拉病毒感染人
数有所上升，但目前疫情尚未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尽管如此，疫情防控仍需各方加倍努力。

国 际 时 讯国 际 时 讯

第四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闭幕

海外客商拥抱“丝路机遇”
本报记者 严 瑜

2018年 9月 12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 （中） 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盟情咨
文”。主题为“欧洲主权时刻”，强调欧洲需要在塑造全球事务中发挥作用，包括提升欧元的国
际地位等。 （新华社/法新社）

4 月 16 日，在刚果 （金） 贝尼，医护人员在治疗中
心工作。 （新华社/美联社）

商贾往来不断，繁华相望于道——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这
番盛景，仍可见于今天的古都西安。5月11日至15日，第四
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暨中国东西部合作与投资贸易洽谈会
在陕西西安闭幕。

来自 25 个国家的 200 多家境外客商云集古城，参加盛
会。本报记者采访多名参展海外客商，听他们讲述丝博会及

“一带一路”倡议带给他们的商机。

“我们离中国市场更近了”

“开展第一个上午，我就挣了2000多元人民币。感谢中
国朋友邀请我们来参展。”在本届丝博会的主宾国展馆，柬
埔寨商人塞特操着一口中文，笑吟吟地向本报记者“炫耀”
他的“开门红”。说话间，又有不少中国顾客光顾他的展
台，对充满异域风情的银器爱不释手。

塞特来自柬埔寨干拉省，在当地拥有一家手工艺品作
坊，制作各式各样的银器。这几年，中国游客络绎不绝，他
的生意十分红火。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丝博会，我觉得我们离中国市场更
近了。”塞特说，听说柬埔寨是本届丝博会的主宾国之一，
许多朋友嗅到商机，纷纷组团前来参会。

现场负责翻译的志愿者谢速文正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
习农业经济管理专业。他告诉记者，2013年刚来中国时，他
是该校招收的第一名柬埔寨学生。“现在，来华留学的柬埔
寨青年越来越多，我们学校就有20多人”。

“这一切都归功于‘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机会，让中
柬两国在商贸、文化、旅游、教育等很多方面合作更加亲
密。”谢速文说。

在本届丝博会开幕式上，柬埔寨副首相尹财利称中国为
“最好的朋友”，认为两国应加深“钢铁一般的友谊”，继续
共建“一带一路”。

这也是柬埔寨民众的心声。“明年，我还想来参加丝博
会。”塞特说。谢速文即将迎来自己的毕业季，“之后，我愿
意留在中国，做中柬交流的一座桥梁”。

“不久之后我们又会见面”

刺绣手包、掐丝银杯、烤瓷彩蛋……主宾国展馆另一侧，
洋溢着浓郁俄罗斯风格的手工制品吸引不少顾客驻足。

“这些是全手工制作的。如果你感兴趣，欢迎到我们在
圣彼得堡的总部看看。”弗洛娃·奥莉萨一边向两名中国顾客
展示一只制作精美的烤瓷彩蛋，一边发出热情邀请。她是

“俄罗斯近代文化遗产”项目的经理，致力于推介俄罗斯传
统文化及手工艺品。

在弗洛娃·奥莉萨身边，两名俄罗斯手工艺大师德米特
里·弗拉基米洛维奇和巴兰诺夫·菲力克萨维奇正小心翼翼地
整理着展品，这些产品不少出自他们之手。

德米特里·弗拉基米洛维奇介绍，他们二人从事传统手
艺均已超过25年，这是他们第一次来中国。“中国的文化艺
术非常伟大，我们希望借丝博会推广最经典的俄罗斯手工艺
品，相互交流学习，打开中国市场”。

“这个展台是我们进入中国的第一步。”巴兰诺夫·菲力
克萨维奇说，如今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中俄文化交
往如火如荼。接下来，他计划在中国各大博物馆策划更多展
览，并在西安建立文化中心，教中国民众学习俄罗斯传统手工
艺技术。“说不定，不久之后我们又会见面。”他对记者笑道。

“和更多客户建立了联系”

在距离西安不到1小时车程的渭南，刚开园的中国酵素
城内，200 多家韩国企业展示的 1000 多种商品让人眼花缭
乱。这里是本届丝博会的一个分会场，在此举行的韩国特色
商品展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选购。

“去年，我参加了丝博会的咸阳分会场活动，和不少西
安进口商建立了合作。”见到韩国商人全钟昊时，他正在展
台前向一名女顾客细心介绍一款护肤品。他兴奋地告诉记
者，本届丝博会规模更大、环境更好、客户更多。

早在1994年，全钟昊就曾到中国留学，练就了一口流利
的中文。“毕业后，我回韩国工作了 10 多年。4 年前，我又
来中国工作，从事中韩进出口生意。”全钟昊的选择同样与

“一带一路”倡议有关。
这次，在西安，全钟昊就收获了一份意外之喜。参加丝

博会期间，他认识了一家波兰公司，双方达成合作意向，决
定将西安作为货物中转地点，开展进出口贸易。

海外客商的到来，也为西安、渭南等中国内陆城市带来
发展活力。“举办这样的国际展会，让世界关注渭南，这对
于城市提升开放度、拔高产业定位，意义非凡。”中国酵素
城产业发展办公室韩晓艳对本报记者说。

5 月 14 日，第 12 届亚洲国际海事
防务展在新加坡樟宜展览中心开幕，
为参展者提供展示最新科研成果、探
讨加强防务合作的平台。亚洲国际海
事防务展两年举行一次，此次展览将
于16日落幕。

上图：人们参观巡逻艇模型。
左图：海上救援船模型。

（新华社/法新社）

亚洲国际海事防务展
新加坡开幕

叙利亚政府军军事行动取得进展

新华社大马士革5月14日电 （记者汪健、郑一晗）
叙利亚军方消息人士 14日称，叙政府军当天继续在哈马
省北部、伊德利卜省南部进行军事行动，并收复了哈马
省西北部加卜平原部分地区。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叙军方消息人士表示，政府军
成功包围当地数个村镇内的反对派武装，其中包括极端
组织“征服阵线”。自上月底在哈马省北部、伊德利卜省
南部展开军事行动以来，叙政府军已收复了13座城镇。

另据叙利亚通讯社报道，政府军 14日继续对哈马省
北部、伊德利卜省南部多个城镇的“征服阵线”据点发
起军事打击，摧毁部分据点并对该组织造成人员伤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