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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4 日是奥地利总统选举重新投票日，超过 600 万奥地利选民将在前绿党领导人范德贝伦和自由党候选人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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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之间作出选择，后者能否成为二战以来欧洲首位极右翼总统备受关注。对奥地利而言，这次总统选举是一次方向
性的选择，直接影响到国内的政治走向；而对于整个欧洲，则是一次民意风向的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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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欧洲向
“左”
还是向
“右”
？
德法奥等多国密集大选

两位候选人一左一右
此次奥地利总统选举的两位候选人，
72 岁的范
德贝伦和 45 岁的霍费尔，年龄一老一少，政治方向
一左一右，在许多重大问题上立场和观点对立。这
次选举可谓是奥地利民众对未来政治方向的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霍费尔一旦当选，将成为目前
欧洲唯一一位极右翼总统，将不可避免地对整个国
家和地区造成影响。
霍费尔在竞选中曾多次表示，他当选后，如果
政府长时间执行有损国家利益的政策，他可能会行
使总统职权解散政府。分析认为，若霍费尔上台，
他很可能对总理克恩领导的社民党和人民党执政
联盟形成掣肘，为以后提前大选以及帮助自由党入
阁埋下伏笔。
分析人士指出，大批移民的涌入对奥地利社会
稳定构成冲击，这是强调民族主义、排斥外来移民
的自由党在民众中受欢迎的最大原因。如果霍费

奥地利或将出现二战来欧洲首位极右翼总统

尔当选，预计他将推动政府继续收紧移民政策，奥
地利主流社会倡导的包容、开放、友好的社会氛围
可能改变。

反映欧洲民意取舍
奥地利地处欧洲中心，与欧洲其他国家在经
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方面面紧密交织。奥地
利人对总统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下欧
洲的民意。
范德贝伦曾作过大学经济学教授，被认为是
“带有生态和社会意识的自由派”，对移民和难民总
体上比较包容，主张奥地利应成为一个开放的、融
入欧盟的国家。分析人士预计，如果当选，他将延
续总统菲舍尔的角色定位。
霍费尔是奥地利国民议会第三议长，他所在的
自由党一直以来被主流社会视为以排外疑欧为主
要号召力的右翼民粹政党。霍费尔认为，欧盟只是

观察

首先，英国公投“脱欧”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欧洲右翼主义势头上升。这些外部情势变化，多少
也影响到奥地利选民的取向，是民众心生警惕、支
持范德贝伦上台，还是民意右转、选民加入霍费尔
阵营？最终结果将很快揭晓。
其次，近期奥地利社民党与自由党表现出相互
接近的姿态。分析认为，在总统选举前，社民党向
自由党发出友好合作信号，似乎利好霍费尔。奥地
利政党或有意通过相互接近的方法，避免让这个国
家陷入民意分裂、彻底对立的不利局面，也避免让
奥地利今后的政策过于偏激。
再有，12 月 1 日，霍费尔和范德贝伦举行了最
后一场电视辩论。奥地利媒体认为，霍费尔的观点
棱角分明，尽管有不准确的嫌疑，但具有一定号召
力和鼓动性。相比之下，大学教授出身的范德贝伦
更注重技术性，力求作出平衡的解答，但效果如何
存疑。
据新华社

各有优劣结果难料
在今年 5 月 22 日举行的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
中，范德贝伦险胜霍费尔，但因为邮寄选票计票存
在违规行为，投票结果被裁定无效，选举重新举
行。时隔半年，奥地利面临的国际、国内政治形势
已发生变化。

反建制派冲击欧洲政治版图

2017 年，
欧洲将迎来
“大选年”
。除了如今
“左右
对垒”
的奥地利和党派众多的荷兰以外，
欧盟两大巨
擘法国、
德国也将举行大选。伴随恐怖主义阴云、
欧
盟治理困局和全球风向变化，四平八稳的欧洲政党
正在受到现实的冲击，人们越来越多地听到法国的
国民阵线、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这些反建制派崛起
的声音。2017 年，
欧洲正在选择的路口，
决定着未来
向左还是向右。
主要国家密集大选
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
德国、
法国、
奥地利、
荷
兰等欧洲重要国家都将举行大选，
密集程度创新高。
欧盟的中流砥柱德国将于明年 9 月举行大选。
德国总理默克尔11月20日已正式表态将参加明年大
选，
并谋求连任。默克尔一度被称为德国乃至欧洲政
坛的
“定海神针”
，
具有较为稳定的高支持率，
但被其
难民政策连累，
近来出现了支持率的下跌。她领导的
基督教民主联盟在地方选举中屡败于极右政党。
不过据新华社消息，
最新民调显示，
基民盟支持
率领先第二大党社民党10个百分点。
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宣布放弃寻求连任
后，
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立刻成为法国总统选举左
翼代表的关注点。但舆论认为，
根据目前的民调，
任
何社会党候选人都将在明年 4 月的总统选举第一轮

一个经济联盟，反对把更多国家主权和权力让渡给
欧盟。
分析认为，民众选择范德贝伦意味着认同欧盟
和欧洲一体化，选择霍费尔则是对欧盟前途的不信
任。如果霍费尔胜出，这一结果将极大提振欧洲右
翼民粹政党的士气。
若霍费尔胜出，说明欧洲右翼势力不仅抬头，
而且得到越来越多民众的支持。右翼执政的结果
很可能产生示范效应，波及整个欧洲，让欧洲其他
右翼民粹政党受到
“鼓舞”
。

12 月 4 日，意大利公投举行，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现
身投票站参加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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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中即遭淘汰，
总统将在 5 月第二轮投票中，
在中
右翼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弗朗索瓦·菲永和极右翼
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之间产生。
荷兰则将于明年 3 月开始进行议会选举。荷兰
可以称得上是欧洲政治的一个“多党派政党联盟政
府”
的模板，
届时将有大约13个政党争夺议会席位。
反建制派的春天？
根据上述选情可以看出，
即将于 2017 年举行选
举的法国、德国和荷兰等都出现了“反建制派”崛起
之象。

如今，
人们把目光聚焦在以下焦点：
默克尔能不能
领导相对平衡的基民盟继续做德国的
“定海神针”
；
瓦尔
斯能不能扛得起法国左翼的旗帜，
与中右翼甚或极右翼
候选人竞争；
奥地利的风向标将转向左还是右？
特朗普的胜出，
英国公投
“脱欧”
，
对西方主流政
治震动很大，民粹主义和极右政治力量正劲。即使
最终未能胜选，
其势头仍颇受关注。
新华社报道称，
在此之前，
民粹主义风潮已席卷
东欧，克罗地亚、匈牙利、波兰和斯洛文尼亚等国政
府均有右翼民粹主义色彩。不少西欧右翼政党也希
望借特朗普胜选助推各自选情。
默克尔此前还表示，这次选举将是德国统一以
来最困难的一次，
必须处理左右翼各党派的要求。
除了大选以外，
正在进行的意大利公投也在考验
着欧洲政坛。公投将决定是否通过总理伦齐的修宪
方案，
主要涉及政体改革，
包括削弱参议院权力，
如减
少席位，
以及把地方政府一些决策权收归中央等。
如果公投成功，
伦齐的地位将得到巩固，
有望执
政到最迟于2018年大选前；
如果失败，
意大利民粹势
力五星运动党将在政治上获利。因此，意大利公投
被不少媒体视为反建制派和建制派之间的
“对决”
。
受伤的是经济贸易
在屡次失利后，再也没有人敢轻易地预测大选

的结果。但是，极右翼的崛起仍然在昭示着某种逻
辑，
引导人们探查
“这个世界怎么了”
。
新华社援引荷兰右翼政党自由党主席海尔特·
维尔德斯的话称，人们已厌倦了拒绝听从民众忧虑
的政客，
而民众对
“移民潮、
法律缺失、
纳税人的钱更
多投放于国外以及伤害国内就业的贸易协定等”都
忧心忡忡。
的确，这其中的逻辑便是人们内心的愤懑和对
“改变”
的向往。
不少欧洲国家民众也怀有类似的心绪，而欧洲
面临的情况比美国看来要糟糕。这些年，欧洲那边
似乎很少传来好消息，
欧洲债务危机、
金融危机以及
难民与恐怖主义的打击，
让欧洲的发展举步维艰。
然而，问题的解决恐怕无法靠“民粹”二字。缘
起是经济问题，
而如果民粹主义风行欧洲，
那么受伤
的恐怕还是经济。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开会
时就此发出警告，一些民粹主义政客正在鼓吹和渲
染反全球化以及反自由贸易情绪，这可能给全球经
济带来威胁。
默克尔说，
由于全球化进程，
世界经济和各国之
间空前相互关联，不可能再回到全球化进程开始前
的世界。人们所能做的，就是通过努力调整全球化
进程演进的路径，
为其确立规则，
并把人放在这一进
程的中心位置。
文/本报记者 岳菲菲

仓库变身
“群租房”美火灾恐致死数十人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城市奥克兰当地时间 2
日深夜发生火灾，在一座仓库内参加一场音乐晚会
的至少 9 人由消防队确认死亡，
另有几十人截至 3 日
下午生死不明。消防部门已确认失火仓库内没有生
命迹象。

摄影师鲍勃·莫尔住在这座仓库内，
是火灾幸存
者之一。他告诉当地电视台，仓库内起火后，
“我感
觉我的皮肤被烧得剥落下来，肺被浓烟呛得窒息
……我没法打开灭火器。
”

数十人恐丧命

知情人士介绍，失火仓库在当地被称为“幽灵
船”，是艺术爱好者聚居地，不少音乐人、画家、木雕
爱好者、舞蹈演员等在这里生活，还经常举办聚会
和艺术展出等活动。不过，不少当地居民对此怨声
载道。
奥克兰城市规划部门官员达林·拉内莱蒂透露，
失火前几个月，
当局不断收到居民投诉，
举报这个仓
库内违章施工，制造建筑垃圾，仓库内安置着钢琴、
画像、雕像、床、沙发，甚至一口用作艺术用途的“棺
材”
。当局11月曾派人员上门调查，
但没有获准进入
仓库内，
调查程序拖延至今。
拉内莱蒂说，
当局知道仓库内有人居住，
但这一
建筑没有获得居住许可证。
消防部门官员说，
这个两层仓库的每一层仅有1
个出入口，里面却被人打出了多个用以居住和工作
的隔断间，
加之杂物堆放，
消防人员在灭火和救援工
作中遭遇极大困难。
奥克兰市消防局局长德洛克—里德说，失火建
筑内没有安装防火喷淋系统和烟雾探测器。
熟悉仓库内艺术爱好者生活状况的人士介绍，
因当地房租持续上涨，越来越多自由职业者选择在
仓库等建筑内群租，
以节省生活开支。
“我的确知道奥克兰其他一些仓库也有类似情
况，
”
住户卡斯尔曼说，
“你不一定非得委托房东去做
这类（有关消防措施的）工作，因为他们可能会因此
赶你走。
”
据新华社

疑似违建群租

火灾始于当地时间 2 日晚约 11 时 30 分（北京时
间 3 日 15 时 30 分），火势 3 日晨 4 时得到控制，几个
小时后彻底熄灭。
奥克兰市消防局局长特雷莎·德洛克—里德说，
已确认死亡和推断失踪人数来源于“初步搜索”，但
“整个建筑内大片区域有待搜索”
。
执法官雷伊·凯利说，数十人在火灾中生死不
明，
其中不乏境外人士。
消防部门出动配备热感应装置的飞行器在失火
建筑内寻找可能反映生命迹象的“热点”，但一无所
获，
当局预计可能出现
“最糟糕情况”
，
即遇难人数可
能大幅增加。
美国数十年来最致命的夜总会火灾发生在
2003 年。当年 2 月 20 日，
美国罗得岛州西沃威克市
一家夜总会在一支重金属乐队演出时燃放焰火触发
火灾，将近 100 人丧生。这次火灾也可能成为奥克
兰1989年以来致死人数最多的悲剧事件。1989年，
加州北部发生的地震造成当地63人死亡。

现场如同
“炼狱”
警方尚无法确定火灾发生时仓库内的人员数
量，
但一名目击者称，
当时有 60 至 70 人参加了在这
里举行的一场聚会。媒体曝光的一项社交网站活动
公告显示，
176名网友原本打算参加聚会。
一名参加聚会的李姓网友在微博客网站
“推特”

当地时间 12 月 3 日，
美国奥克兰，
一个仓库音乐晚会的现场发生火灾，
已证实造成 9 人死亡，
数十人失踪，
最
终死亡人数有可能高达 4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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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言称，
他当时出去买酒，
返回时发现仓库二层已经
冒出熊熊大火，
“就像炼狱”
。
奥克兰当地居民本·科斯是一名音乐人，
原打算
和友人一同参加在仓库举行的聚会，但迟到了一会

儿，
侥幸逃过一劫。
“我们拆掉了（仓库外）围栏，
这样人们就可以逃
出来，但是没有人出来，”科斯说，
“那里就像一个焚
化炉。
”

韩检方将调查朴槿惠
“失踪风波”
韩国媒体 3 日报道，新获任命的独立检察官朴
英洙表示，针对有媒体披露总统朴槿惠在“岁月”号
客轮沉没当天“神秘消失 7 小时”的说法，新组建的
独立检察组将对其本人发起面对面调查。
坚持
“面对面”
问询
朴英洙 11 月 30 日获朴槿惠任命担任独立检察
官，负责组建规模达 105 人的独立检察组，专门调
查朴槿惠亲信崔顺实
“干政”
事件。
朴英洙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表示，独立检察组
成立后将面临两大主要任务。其中之一是调查朴
槿惠在崔顺实向大企业“逼捐”过程中是否扮演了
重要角色，另一大任务就是查明是否有检察人员卷
入了崔顺实的利益链条。
除了上述两大任务以外，独立检察组还将就朴
槿惠在
“岁月”
号客轮沉没当天
“消失 7 小时”
的传言
展开调查。
2014 年 4 月 16 日，载有 476 人的“岁月”号客
轮在韩国全罗南道珍岛郡屏风岛以北海域意外

进水并最终沉没，仅有 172 人获救。
“ 闺蜜门”事
件曝光后，有媒体爆料称，朴槿惠在“岁月”号沉
没当天不在总统办公室，而是进行了 7 个小时的
整容注射。
朴英洙表示，必须对朴槿惠本人进行“面对面”
问询调查真相，而不能通过书面材料方式。他说：
“通过书面材料接受问询，就好比考试前事先得知
了题目。而在当面问询中，她可能无意间透露一些
关键信息，
因此我们坚持面对面调查。
”
彻查
“邪教”
疑云
如果独立检察组认定朴槿惠确实涉腐，这意味
着朴槿惠卸任后将面临至少 10 年监禁。
朴英洙同时谈及将调查“邪教”传言。一些韩
国媒体称，朴槿惠涉嫌为崔顺实父亲崔太敏建立的
“邪教”办事。朴英洙表示，他正在招募资深律师，
帮助他一起解开背后谜团。
朴英洙说，他还将与德国检方合作，把涉案的
崔顺实之女郑某带回韩国。郑某被指“走后门”进

入名校梨花女子大学，该校已于 2 日撤销她的入学
资格，
并惩处涉事工作人员。
“决定命运的一周”
韩国在野党及无党派议员 3 日凌晨向国会提交
对总统朴槿惠的弹劾动议案，计划推动国会 9 日进
行表决。
分析人士认为，无论弹劾成功或失败，都将对
韩国政局走向产生极大影响。因此，未来一周堪称
是韩国政局及朴槿惠本人
“决定命运的一周”
。
根据韩国宪法，弹劾动议案需要国会半数以
上的议员联署。当天，三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
国民之党和正义党及无党派议员共 171 人联名
发起动议案。在野党阵营拟于 8 日将弹劾动议
案提交国会全体会议，并计划推动国会 9 日进行
表决。
观察人士认为，随着弹劾启动，无论最后结果
如何，
都将对韩国政坛带来深远影响。
综合新华社

重新计票成本高
美绿党放弃宾州
美国绿党总统候选人吉尔·斯坦 3 日宣布放弃
在宾夕法尼亚州重新统计大选选票的申请。
“（递交重新计票申请书的）请愿者都是财力普
通的市民，无力负担法院规定缴纳的 100 万美元巨
额保证金，”斯坦的律师在送交宾州联邦法院的文
件中写道，他们因此决定撤销此前递交的重新计票
申请。
为寻求在宾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三个
“摇摆州”验票，斯坦上月在网上发起筹资活动，眼
下筹款数额已近 700 万美元。
她上月 28 日正式在宾州启动申请重新统计大
选选票程序，推动宾州全面重计选票。斯坦竞选团
队曾发表声明说，宾州已经有 100 多个选区的选民
递交了重新计票申请。
斯坦计划 5 日在位于纽约市的
“特朗普大厦”
对
面的街上举行示威，
“ 誓言力争核实总统选举的正
确性、安全性和公平性”，并宣布为推动重新计票而
将做出的
“下一步”
努力。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