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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

法国更换总理 背后几多玄机
法国总统府3日发布公报说，总统马克龙任命让·卡斯泰为总理，负责组建新政府。当天早

些时候，卡斯泰的前任菲利普提交政府辞呈并获得批准。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此前就有迹象表明，马克龙有意重组政府，但菲利普辞职之突然、继任

者被任命之迅速，还是让法国民众始料未及。如今，深受新冠疫情影响的法国急需重振经济，
多项改革也有待推进，此次政局变动能否助推法国政府应对挑战，尚待观察。

据民调机构日前公布的调查结
果，在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兢兢业业
的菲利普赢得了法国民众的信任，高
达55%的法国人希望他继续担任总
理。然而，多种因素最终决定，当下
的高人气不足以留住菲利普。

有分析人士指出，菲利普此次辞
职是为法国政府此前的种种施政不力
埋单。菲利普2017年担任总理后，法

国社会矛盾依旧不断累积。在新冠疫
情暴发初期，法国政府一度暴露出疏
忽大意、对医疗卫生系统重视不足等
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与总统决策有很
大关系，但总理也需要承担责任。

在法国政坛，总统为了提升民意
支持率而重组政府是惯常做法。目
前，马克龙的民意支持率只有35%
左右，更换总理、重组政府的做法有

利于他向民众展现执政新气象、提升
民意支持率。近期，马克龙已多次表
示，需要成立一个新政府团队，实现
社会、经济、环境和地方重建计划。

菲利普今年3月宣布参加北部滨海
城市勒阿弗尔的市长选举时，曾透露出
他本人将辞去总理职务的态度。6月底
菲利普最终胜选后，法国媒体报道说，
菲利普辞职后将前往勒阿弗尔任职。

换人玄机

菲利普的辞呈刚一获批，55岁的
让·卡斯泰就迅速被任命为新总理，这表
明马克龙对重组政府提前做好了安排。

卡斯泰上位的原因至少有三。首
先，卡斯泰今年4月被政府任命为“解
禁”专员，负责协调政府在疫情防控措施

解禁期间的政策和工作，同时，他也支持
马克龙的经济重建计划。法国媒体认
为，熟悉解禁工作并支持马克龙主张，是
卡斯泰受到马克龙青睐的首要原因。

其次，和菲利普一样，卡斯泰也
曾是右翼阵营共和党成员。在法国

媒体看来，他当选总理反映出马克龙
在接下来的改革中依然需要来自右
翼阵营的支持。

此外，卡斯泰长期担任地方市
长，有丰富的地方主政经验，这一点
也被马克龙看好。

何以是他

卡斯泰3日晚接受法国媒体采
访时表示，他担任总理的首要任务是
重建国家经济，他深知总理这份工作
面临巨大挑战，希望将自己和民众密
切联系的优势发挥出来。

法国媒体认为，鉴于法国当前形
势，卡斯泰领导的新政府接下来将面
临多重挑战，压力不小。

法国经济正承受疫情带来的严
重冲击，大批企业破产或裁员，经济

发展颓势明显，如何快速有效重建经
济是摆在新政府面前的最大难题。

如何推进包括退休制度改革在
内的各项改革，如何设法化解种种社
会矛盾，对新政府也是极大的考验。

对于长期主政南方小城市、完全没
有部长经验的卡斯泰来说，如何挑选新
政府组成人选，如何平衡各方政治势
力，也是他必须面对的棘手考题。

（新华社巴黎7月3日电 记者唐霁）

面临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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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平壤7月4日电（记者
洪可润 江亚平）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
崔善姬4日发表谈话表示，朝美对话
只不过是美国处理政治危机的工具，
朝鲜没有必要再与美方坐到一起举行
面对面对话。

朝中社当日援引崔善姬的谈话
说，最近“朝美首脑会谈”成了一个热
门话题，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然而，

“美国不把此前首脑会谈达成的共识
放在眼里，执意奉行对朝敌视政策，难

道我们能和这样的美国进行对话或交
易吗？”

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总统文在寅
6月30日表示，韩方将全力以赴争取在
美国大选前再次促成朝美面对面对话。

崔善姬表示，如果美国不愿意重
新调整对朝敌视政策，那么会谈不会
有任何成果。她还说，朝鲜已经制订
针对美国长期威胁的更为具体的战略
计划表，朝鲜的政策绝不会因他国的国
内政治日程等外部因素而发生改变。

新华社华盛顿7月3日电（记者
孙丁 徐剑梅）美国总统特朗普3日
造访位于南达科他州的拉什莫尔峰
国家纪念碑，并参加当地举行的独立
日焰火表演。上百人在附近举行示
威活动，十余人被逮捕。

拉什莫尔峰国家纪念碑俗称“总
统山”，是美国标志性建筑物之一。
当天下午，示威者聚集在通往“总统
山”的必经之路，抗议当地原住民曾
遭受的不公平待遇等，一些人手举写
有“保护南达科他州先民”“归还土

地”等字样的标语板，并用3辆面包
车挡住访客去路。

当地执法部门宣布示威活动“不
合法”，警察和国民警卫队随后开始
清场，并对一些示威者使用了胡椒喷
雾。据美国媒体报道，十余名拒绝离
开的示威者被逮捕，路中间的面包车
被拖走。

特朗普一行当晚抵达“总统山”
脚下的露天剧场，台下坐着数千名观
众。电视画面显示，观众们没有保持
社交距离，鲜有人佩戴口罩。

特朗普在讲话中抨击了美国当
前移除邦联雕像以及其他历史纪念
物的风潮，宣称要保护美国历史遗
产和生活方式，宣布签署行政令建
立新的国家纪念碑，还重申了多项
执政承诺。

拉什莫尔峰国家纪念碑独立日
焰火表演曾于2009年因环境原因被
叫停，但在特朗普的推动下今年恢
复。一些专家曾警告，当地气候干
燥、植被易燃，举行焰火表演或增加
山火风险。

世卫组织：

有效新冠疫苗
可能会在年底出现

据新华社日内瓦7月3日电（记者刘曲）世
界卫生组织3日表示，虽然有效新冠疫苗的交付
目前暂无确切时间表，但到今年年底可能会有候
选疫苗显示出对新冠病毒有效。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当天的记者会上
说，万事开头难，虽然目前仍无有效新冠疫苗，但
应对此保持谨慎乐观的态度。

世卫组织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表
示，新冠疫苗的交付暂无确切时间表。虽然目前
有些候选疫苗的初步试验数据让人充满希望，但
仍无法预测哪一种疫苗在临床上完全有效。

他同时表示，到今年年底可能会有候选疫苗
显示出对新冠病毒有效，但真正的问题是，到
2021年疫苗产能能否跟得上全球的巨大需求。

世卫组织敦促
疫情严重国家“清醒过来”

据新华社日内瓦7月3日电 目前新冠疫情
在全球多点暴发，持续蔓延。世界卫生组织3日
敦促受疫情影响严重的国家“清醒过来”去面对现
实、防控疫情，而不是打嘴仗。

世卫组织紧急项目执行主任迈克尔·瑞安当天在
日内瓦联合国记者协会主办的一次简报会上说：“人们
需要清醒过来。数据没有说谎。现实情况没有说谎。”

瑞安警告说，如果继续重启，但应对疫情的工作却
跟不上，那么最终会出现“最糟糕的情况”。如果卫生
系统崩溃，那么更多的人将会死亡。瑞安认为，一些
国家“有必要放慢或改变一些旨在开放社会的措施”。

7月3日，在法国巴黎总理府，卸任总理爱德华·菲利普（左）与新任总理
让·卡斯泰出席权力交接仪式。 新华社发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

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
超1100万例

新华社纽约7月3日电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
斯大学3日发布的新冠疫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美国东部时间3日19时35分（北京时间4日7时
35分），全球累计新冠确诊病例达到11037625
例，累计死亡病例为523898例。

数据显示，美国是目前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累
计确诊病例2793022例，累计死亡病例129405
例。巴西累计确诊1539081例，累计死亡病例
61884例，两项数据均仅次于美国。累计确诊病
例超过25万例的国家还有俄罗斯、印度、秘鲁、智
利、英国和西班牙。

这些数据来自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新冠病
毒研究项目实时汇总的各个国家和地区数据。

朝鲜称没必要再与美国
举行面对面对话

特朗普造访“总统山”十余名示威者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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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群艺馆
征集老照片、老物件
8月举办“光阴之旅”展览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尤梦瑜 实习生
马思思）2020年是海南解放70周年，也是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的关键之年，在此重要节点，省群艺
馆定于8月举办“光阴之旅——2020年‘美丽海
南’老照片、老物件展览”活动。现面向全省征集
用于展览的海南民间老照片、老物件，从人文艺
术、民间民俗特色的视角，展现海南上世纪二十至
八十年代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和人文风貌。

据介绍，省群艺馆举办此次展览，希望从民俗
文化的角度展现海南解放前后的社会影像，展现海
南经济特区的发展历程，以老照片、老物件作为回
忆海南历史文化的媒介，记录海南乡愁记忆，引来
新一代年轻人对海南历史文化的亲近感、浸入感。

主办方将从征集到的老照片、老物件中选出
老照片60件、老物件30套/件，用于展览活动。
活动征集的老照片要求内容反映当时社会的民俗
风情、特色建筑、生产生活场景、家庭生活等方面；
老物件应是当时人民群众的生活用品、劳动生产
工具、工艺品、纪念品等。

征集的老照片、老物件需先报送图片电子版至
hnsqzysg@163.com。报送时间7月15日截止。

新华社北京7月4日电（记者丁
文娴 姬烨）37岁的中国羽毛球奥运
冠军林丹4日通过微博宣布退役，结
束其20年的国家队生涯。

“2000-2020，整整20年，我也要
跟国家队说再见了，原来说出口真的
很难。”林丹回顾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走过四个奥运征程，一直没有想过离
开，也不愿去想。我把一切都献给了
这项热爱的运动。‘坚持’，每个煎熬的
时刻我对自己说，让自己的体育生涯
可以拉得更长一些。比起年少单纯地
追求名次，这些年我更想挑战一个

‘老’运动员的身体极限，实践永不放
弃的体育精神。”

“37岁的我，体能和伤痛已经不
再允许自己和队友并肩作战了。有感
恩、有不舍、有不甘也有无奈。之后的
日子，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也会去寻找新的‘赛场’。”

林丹同时表达了感恩之情：“感恩国
家成就了我，感恩教练栽培了我，感恩家

人陪伴着我，感恩球迷们支持着我，还要
感谢优秀的‘对手’们激励着我。”

据中国羽协确认，林丹日前提交
了正式的退役报告，考虑到林丹的个
人意愿与他目前的实际状况，中国羽
毛球队同意了林丹的退役申请。

进入东京奥运周期后，随着年龄
增长，林丹的竞技能力呈下滑趋势，
在争夺奥运积分的过程中遇到了诸
多挑战，进军东京奥运会的前景并不
理想。尤其是目前受新冠疫情影响，
世界羽坛处于停摆状态，东京奥运会
更是因此推迟，这让林丹的奥运前景
又蒙上一层阴霾。3月的全英公开
赛后，林丹随国家队一直在成都双流
基地封闭训练。然而世界羽联的赛
事重启计划一再更改，加之考虑到自
身的伤病状况等，林丹感觉继续坚持
下去越来越困难，最终做出了退役的
决定。

谈及林丹退役，中国羽协主席张
军表示，感谢林丹为中国羽毛球队做

出的贡献。多年来，林丹在训练和比
赛中的表现以及他取得的成绩，足以
证明他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员。希望
林丹退役后的新生活一切顺利，也希
望他不要远离羽毛球，以新的方式继
续为推广羽毛球运动而努力。

中国羽协副主席、国家羽毛球
队单打主教练夏煊泽说，林丹多年
来为中国羽毛球队做出了很多贡
献，他对于羽毛球运动的热爱、对待
训练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以及取得
的绝佳战绩，都是年轻运动员追赶
的目标。

“我也要跟国家队说再见了，原来说出口真的很难”

羽毛球奥运冠军林丹宣布退役

林丹曾在 2008 年和 2012 年两夺
奥运会男单冠军、5 次问鼎世界羽毛
球锦标赛男单冠军。作为主力队员，
他帮助中国队夺得了6次汤姆斯杯冠
军、5次苏迪曼杯冠军，其所拥有的20
个世界冠军头衔迄今无人能及。

林丹辉煌战绩

关注海南竞技体育

本报海口7月4日讯（记者王
黎刚）美国高尔夫球协会近日宣布
了2020年第75届美国女子公开赛
的参赛资格，海南省高尔夫球女队
球员杜墨含获得参赛入场券。这是
我省球手第一次获得高尔夫球大满
贯赛事的参赛资格。

美国女子公开赛是世界级的高
尔夫大满贯赛事，能够参加这样高
级别的比赛，与全世界的顶级球手
同场竞技，是很多中国职业高尔夫
球球员最大的奋斗目标。今年18
岁的杜墨含从12岁开始以业余身
份参加中国女子职业巡回赛（简称
中巡赛），多次跻身前十名，也多次
获得“最佳业余球员”称号。几年
前，她加盟了海南女子高尔夫球

队。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上，杜
墨含代表中国高尔夫球队参加团体
赛和个人赛。最终，杜墨含名列个
人赛第8名。中国女队赢得了团体
赛铜牌。2018年9月6日，杜墨含
正式转为职业高尔夫球球员。

杜墨含能获得美国公开赛入场
券，和她在中国女子高尔夫球巡回
赛上的出色发挥分不开。2014年，
美国公开赛首次在中国举办区域资
格赛，2015年又首次给女子中巡奖
金榜排名前三的选手参赛资格。在
2019年中巡赛奖金排行榜上，海南
队的杜墨含名列第2名。此外，张
维维和刘艳分别列2019年中巡赛
奖金排行榜第1名和第3名，也获
得了2020年美国公开赛的入场券。

海南高球队杜墨含获美国公开赛资格

“力争在2020年美国公开赛上
取得好成绩，打出海南球手风采。”海
南高尔夫球女队球员杜墨含近日对海
南日报记者说。

今年初，杜墨含抵达美国训练，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杜墨含在
美国的训练受到了影响。在美期间，
她半年多没有参加比赛，只是前不久
参加了一场美巡赛二级比赛，成绩不
错，在众多美国高手参赛的情况下获
得了第20名。“杜墨含在美国每天训
练6个小时，美国疫情严重的时候，
她就在家练体能和技术。”海南队教
练张在兴说。杜墨含每天通过视频，
向张在兴汇报训练内容和效果。张

在兴说，经过在美国的封训，杜墨含
在体能和技术方面有了提高。展望
2020年美国公开赛，张在兴认为，杜
墨含首先要打好前两轮预赛，力争闯
进决赛轮。

今年18岁的杜墨含从小打青少
年比赛，到后来参加业巡赛，再逐渐拿
外卡参加职业赛，到最后成为职业球
手。杜墨含坦言，她对高尔夫的认知
从一项兴趣爱好，到成为工作，这是一
件很有意义的事。前两年，杜墨含加
盟了海南高尔夫球队。杜墨含说，她
喜欢海南高尔夫球的氛围，海南体职
院非常重视高尔夫球队，能给球员提
供很好的训练和比赛的机会。加盟海

南省高尔夫球队后，杜墨含的成绩提
升较快。她说，这两年感觉成熟了不
少，在比赛中不再纠结失误的出现，逐
渐学会了享受高水平的比赛氛围。

在获得“大满贯”美国公开赛入场
券前，杜墨含参加的最高水平的比赛是
美巡赛二级赛，能获得“大满贯”的参赛
资格，对杜墨含来说是一次巨大突破。
杜墨含对自己的职业高尔夫道路有清
晰的规划，她说，未来两三年内希望能
夺得一场美国女子职业高尔夫球巡回
赛（LPGA）的冠军。第二个目标是10
年内能跻身 LPGA 排行榜前列。

本报记者 王黎刚
（本报海口7月4日讯）

海南高球队杜墨含——

力争在美国公开赛上打出海南球手风采

法网组织者太“任性”
计划每日允许两万观众入场

新华社巴黎7月3日电（记者肖亚卓）尽管法
国国内每日的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还在数百人左
右，而且近日来又呈现出一定的上升趋势，但法国网
球协会2日还是“任性”地宣布，今年的法网将允许
观众入场观赛，计划开放50%至60%的看台座位。

根据ATP和WTA公布的最新赛程安排，今年
的法网将于9月21日至10月11日举行，其中9月
21日至25日举行资格赛，正赛将于9月27日开打。

“允许入场的观众数量将是场馆正常容量的
50%至60%，这一限制下，我们能保持一定的社
交距离。”法国网球协会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按照这一比例，法网每天将最多允许20000
名观众入场观赛。同时，法国网球协会还表示，如
果疫情在未来明显好转，将进一步放松现场观众的
人数限制。相比之下，8月31日开打的美网则要
谨慎得多。赛事组委会已经确认，今年的美网将不
允许球迷现场观战。此外，组委会还对赛事规模进
行了缩减，取消了混双项目以及单打项目的资格
赛，传统的青少年赛事也将暂时告别法拉盛。男双
和女双赛事都将从64对组合减少为32对组合，参
加单打赛事的球员不允许参加双打比赛。

图为2016年8月17日，林丹在里约奥运四分之一决赛后庆祝胜利。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