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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总理默克尔20
日晚在柏林正式宣布，将
在明年德国大选中再度
角逐总理一职。分析人
士认为，默克尔此时宣布
寻求第四个总理任期，是
在经历政治困境后审时
度势和精心选择时机的
结果。从目前形势看，默
克尔明年获得连任的可
能性很大，但也面临一定
变数。

过去几个月来，围绕默
克尔是否会谋求连任的议论
甚嚣尘上。默克尔在德国政
坛原本没有强有力的对手，
她的连任问题之所以成为话
题，主要是因为她的难民政
策在德国引发争议，对她的
政治前景造成了冲击。

默克尔政府对接纳难民
持开放态度，去年德国接纳
了近90万难民，今年接纳的
难民预计也有30万。安置难
民的巨额开支及由此带来的
社会冲击和治安问题引发德
国民众广泛不满，默克尔本
人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政治
代价，支持率一路走低。今
年7月德国接连发生多起暴
力袭击事件，其中一些与难
民有关，进一步在民众中引
发恐慌情绪，这对默克尔而
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在今年9月德国梅克伦
堡－前波莫瑞州（梅前州）和
首都柏林举行的地方议会选
举中，默克尔领导的基督教
民主联盟（基民盟）接连受
挫，而梅前州还是默克尔的
政治大本营。基民盟的失利
与高举反对默克尔难民政策
旗帜的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
的崛起密切相关。更让默克
尔被动的是，基民盟的姐妹
党、在巴伐利亚州执政的基
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也公
开对默克尔的难民政策表示
不满，甚至一度重新考虑是
否支持默克尔连任。

今年8月的一项民调显
示，50％的德国民众反对默
克尔谋求第四个任期，而支
持她连任的人只有42％，比
去年11月的 45％又有进一
步下滑。据德国《明镜》周刊
披露，默克尔原计划今年初
宣布竞选连任。但难民问题
发酵显然干扰了这一计划，
因此她在是否谋求连任的问
题上迟迟没有表态。

默克尔20日晚在新闻发
布会上表示，她曾多次被问
到是否会再度参选，当时她
回答说将选择“适当时机”宣
布决定，而“现在就是合适的
时机”。

据德国媒体报道，默克
尔今年 9月的民众满意度为
45％，一个月后升到 54％。
分析人士认为，默克尔最艰
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形势正
朝着对她有利的方向发展。
默克尔选择此时宣布谋求连
任，时机拿捏得十分精准。

从国内形势看，难民政策
的负面效应正逐步得到控制。
首先，在今年7月德国接连发
生暴恐事件时，无论政治对手
或媒体如何批评攻击其难民政
策，默克尔政府始终拒绝把这
些事件与难民政策挂钩，这在
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政治止损作
用。其次，德国媒体认为，默克
尔政府前期采取的一系列难民
管控安置措施最近已开始逐步
显现成效。第三，默克尔政府
采取有力措施打击恐怖主义，
最近几个月来没有再发生严重
暴恐事件，大大缓解了民众的
恐慌情绪。

从国际形势看，特朗普当
选美国总统、英国公投决定“脱
欧”、法国右翼上台几成定局等
一系列因素在欧洲各地普遍催
生出不安全感。相比之下，德
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可圈可
点，在欧洲事务中的主导地位
和作用日益凸显。默克尔的领
导力有口皆碑，自然成为欧洲
今后一段时间迫切期待
的“稳定因素”，德国
民众对她的期待也
被推高。

尽管默克尔曾一度因难民问题
陷入政治困境，但她在基民盟党内和
德国政坛始终没有强有力的对手。
基社盟主席、巴伐利亚州州长泽霍费
尔已明确表示支持默克尔连任，而参
与联合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主席、副总
理兼经济部长加布里尔尚不足以对
默克尔连任构成重大挑战。因此，德
国舆论普遍认为，若不出意外，默克
尔第四次出任总理应该不成问题。

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
辜学武指出，尽管由于德国选择党的
崛起，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联盟
党在联邦议院的席位可能会有所减
少，但它仍会继续保持联邦议院第一
大党团地位从而获得组阁权。至于它
会与哪些政党组成联合政府，将取决
于各党在明年大选中获得的议席数。

默克尔本人对选举前景持谨慎
态度。她在宣布谋求连任时表示，明
年的大选“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有分析人士指出，如何处理好难
民问题以消除民众不满，如何防止恐
袭以确保社会安定，仍然是默克尔连
任道路上的两个主要障碍。辜学武
预计，默克尔会在选前陆续出台一些
新措施以提高德国民众的安全
感，如强制遣返非法进入德国
的“经济难民”、大力推
进难民同化政策等。

（新华社柏林11
月20日电）

法国2017年总统选举中右翼初选首轮投
票20日举行。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前总理弗朗
索瓦·菲永得票遥遥领先，成为打破此前民调预
测的“黑马”。

而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得票仅为第三，无
缘大选。菲永将于27日的第二轮投票中对阵
民调大热门、本轮得票率第二的阿兰·朱佩。

前总理菲永后来居上

竞选初期，菲永相对低调，民调支持率也不
及朱佩和萨科齐。不过随着长达两个月的竞选
逐步展开，菲永表现出“后来者居上”的势头，支
持率逐渐开始与朱佩和萨科齐并驾齐驱，不过
赢面并不明显。

然而在法国右翼首次举行的这次初选中，
菲永却以超过44％的得票率拔得头筹，朱佩的
得票率约为28％，而萨科齐的得票率仅为约
21％。其余四名竞选人的票数更低。

法国媒体普遍认为，菲永在3场电视辩论
中表现亮眼，因此争取到不少选民支持。

由于7名竞选人中无人得票超过半数，因
此第二轮投票竞争将在菲永和朱佩之间展开。
胜利者将代表法国最大中右政党共和党参加明
年4月举行的法国总统大选。

初选首轮投票结束后，62岁的菲永对支持
者发表演讲，称许多法国人已经受够了消耗他
们精力的官僚系统。

“我正告知所有法国人，不管他们选的是
谁，改变正来临，法国将雄起，”他说。

菲永的“老上司”、61岁的萨科齐也在投票结
束后宣布自己支持菲永，并称将退出政坛。在萨
科齐任总统期间，菲永在他手下当过5年总理。

萨科齐说：“我对阿兰·朱佩怀有深深敬
意，不过弗朗索瓦·菲永的政治主张更接近
于我。”

然而媒体指出，菲永在经济方面支持新自
由主义，强调政府要放松对市场的调控和监管、
通过削减公职减少政府开支、减少公共支出、降
低税收等，观点与萨科齐并不相同。

不少媒体在报道菲永获胜消息时都称英国
撒切尔夫人是菲永的“偶像”，而撒切尔夫人力
推的新自由主义体系被不少人称为“撒切尔经
济学”。

社会理念上，菲永比较保守，是传统右派。

投票选民高达400万

民调机构OpinionWay在初选首轮投票
后展开的调查显示，3095名受访者中有56％
的人称自己将在第二轮投票中支持菲永，44％
的人表示支持朱佩。菲永能否在第二轮投票中
胜出，答案目前却并不肯定。

菲永和朱佩的竞选主张相似，两人都承诺
将禁止出国参加恐怖组织的法国人重返法国、
重新加强欧洲国家边境管理、减少移民等。只
不过菲永的观点更加鲜明，朱佩的一些主张则
相对温和。

不少媒体认为，朱佩由于“向中间靠”，虽然
流失了部分选民，却得到了更多中间派的支持。

71岁的朱佩在20日晚称，自己将“继续战
斗”，“下周日会再让人吃一惊”。

不管谁胜出，外界普遍认为代表共和党
参选的总统侯选人在与法国左派政党社会
党和极右翼“国民阵线”竞争时，具有较大的
赢面。

目前，法国由社会党执政，但社会党籍总统
弗朗索瓦·奥朗德民意支持率低迷；而打着民粹
主义和排外旗号的国民阵线也引起不少选民警
惕，因此中右翼候选人与这两派对阵时都有一
定胜算。

有意思的是，本次中右翼初选还向其他党派
和无党派人士开放，选民只要交2欧元、并签署一
份认同中右翼价值观的声明就可参加投票。令
人意外的是，不少左翼选民纷纷赶来投票，使得本
次初选投票选民人数达到约400万之高。

法国新闻资讯台BFMTV报道，这些选民
参加投票的原因一方面是认为明年大选左派必
败；另一方面则是担心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
庞进入“决赛”。这些判断无疑让明年的总统大
选更具悬念。 郑昊宁（新华社专特稿）

法国大选中右翼初选

“黑马”菲永
一马当先
萨科齐首轮出局

冲击“三连任”

默克尔
胜算几何

难民政策引争议
一度雪上加霜

民众满意度上升
宣选时机拿捏精准

政坛无强敌
路上有“两虎”

韩国最大在野党共
同民主党21日说，该党

将立即着手就弹劾总统朴
槿惠的时机和方式展开评估。

20日早些时候，检方对“闺蜜门”
事件当事人崔顺实、前青瓦台政策调
整首席秘书安钟范和朴槿惠前附属
秘书郑虎成提起诉讼，罪名包括滥用
权力、欺诈和胁迫等。

根据检方说法，朴槿惠在上述三
人所涉诸多罪名指控中“扮演了重要
的共谋角色”，但由于韩国宪法第八
十四条规定现任总统享有刑事豁免
权，因此无法起诉朴槿惠。

然而，对在野党来说，推动弹劾程
序并非易事。

目前，韩国国会共计300个议席
中，在野党及无党派议员有171席，要
达到弹劾案所需的至少三分之二票
数，至少还要获得29名执政党议员的
支持。

此外，弹劾案即便经国会审议通
过，最后还需要得到宪法法院的最终裁
决认可，弹劾决议才能正式生效，而宪法
法院的审理过程最长可达180天。

韩国媒体分析，认可弹劾决议需
要获得宪法法院9名法官中的至少6
人同意，但这9名法官多为执政党新
国家党“认可之人”，让他们支持总统
弹劾案难度不小。

青瓦台消息人士21日说，朴槿惠
将不会出席22日举行的内阁会议，届
时会议将由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兼
企划财政部长官柳一镐主持。韩联社
解读，这表明朴槿惠似乎有意在关键
时刻保持低调。

韩联社报道，自上周起，朴槿惠就
在考虑是否主持每周的内阁会议。在
韩国检方指认她为“闺蜜门”事件共谋
后，她最终决定不参加这次例会。

检方目前
无法起诉朴槿惠
韩国总统朴槿惠的辩护律师柳荣

夏20日说，朴槿惠方面不能接受检方
关于总统亲信崔顺实“干政”事件的初
步调查结果，称这一调查完全出于“想
象和臆测”。总统府青瓦台当天也表
示，将通过独立检察组调查“还朴槿惠
清白”。

检方 20日早些时候起诉“闺蜜
门”事件相关的三名嫌疑人。检方同
时表示，朴槿惠与这三人共谋，在崔顺
实索捐和获得政府机密文件过程中扮
演了“重要角色”。

青瓦台当天也质疑检方的调查结
果，对这一结果表示“极其遗憾”，称其
中关于朴槿惠的说法“完全不属实”。

青瓦台发言人郑然国对媒体记者
说：“这一调查结果完全不可信。”他同
时表示，这一调查不够公正和中立，可
能掺杂了政治因素。

根据青瓦台方面的说法，这次调
查非常“仓促”，没有给朴槿惠解释的
机会。而朴槿惠此前已经表示愿意接
受检方问询。青瓦台将通过新组建的
独立检察组调查，还朴槿惠清白。这
一调查有望于下月启动。

当天早些时候，检方对“闺蜜门”
事件当事人崔顺实、前青瓦台政策调
整首席秘书安钟范和朴槿惠前附属
秘书郑虎成提起诉讼，罪名包括滥用
权力、欺诈和胁迫等。

根据检方说法，朴槿惠在上述
三人所涉诸多罪名指控中“扮演了
重要的共谋角色”，但由于韩国宪法
第八十四条规定现任总统享有刑事
豁免权，因此无法起诉朴槿惠。

（新华社专特稿）

主动辞职仍是
“最好的方式”

共同民主党党首秋美爱说，共同
民主党将设立一个专门机构，以推动
总统弹劾案。但她强调，就国家前景
而言，朴槿惠主动辞职仍是“最好的方
式”。

秋美爱当天在与党内高层会谈
时说：“朴槿惠必须下台。这一立场
下，我们将在适当的时候评估弹劾朴
槿惠以及组建过渡内阁的相关事项”。

共同民主党议员吴商贺（音译）
说，共同民主党将在当天晚些时候
举行的党内议员大会上作出决定，
着手就弹劾朴槿惠一事展开讨论。

第二大在野党国民之党也决定
正式推动总统弹劾案。国民之党
说，在发起弹劾案的进程中，这一政
党将联合其他反对党、甚至包括一
些执政党新国家党成员。

韩联社报道，由于费时费力，韩
国在野党起初并不愿推动弹劾朴槿
惠，但在韩国检方20日起诉“闺蜜
门”事件3名关键人物、并指认朴槿
惠与这3人“共谋作案”后，弹劾再次
被在野党提上议程。

20日，包括共同民主党前党首
文在寅、国民之党前党首安哲秀、首
尔市长朴元淳、忠清南道知事安熙
正、共同民主党议员金富谦、城南市
市长李在明、国民之党前党首千正
培、正义党党首沈相奵在内的韩国
在野党重量级人物在国会召开紧急
会议，呼吁国会和包括正义党在内
的三大在野党讨论弹劾朴槿惠。他
们还认为，在野党应尽早制定包括
由国会主导选举总理并组建过渡内
阁的“善后方案”。

推动弹劾程序
并非易事

朴槿惠
还能撑多久

11月20日，在法国巴黎，法国前总理弗朗
索瓦·菲永来到其竞选总部。

新华社记者 李根兴 摄

？
韩在野党加紧
弹劾总统攻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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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槿惠朴槿惠

默克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