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6月23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李雅南 版式：潘泓璇 联系电话：0571-85312158 邮箱：lmb0808@8531.cn

2022年6月23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李雅南 版式：潘泓璇 联系电话：0571-85312158 邮箱：lmb0808@8531.cn8 国际

中间派联盟未获法国议会绝对多数席位

马克龙未来五年路难行 新华社喀布尔6月22日电 （记者 邹学冕） 阿富汗临
时政府国家灾难管理与人道主义事务部副部长毛拉维·穆
斯利姆22日在记者会上说，阿东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
至少 920 人死亡、610人受伤。不少人仍被困在废墟下，伤
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

穆斯利姆说，霍斯特省的萨帕里区和邻近的帕克提卡
省加延区受灾最严重。政府部门将向遇难者家庭支付 10
万阿富汗尼（1 美元约合 89 阿富汗尼）补偿，向伤者支付 5
万阿富汗尼。

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总理办公室在社交媒体发文说，
代理总理穆罕默德·哈桑·阿洪德当天上午主持召开紧急会
议，要求各有关机构立即赶赴现场，利用一切资源挽救生
命，并为受灾民众提供一切必要援助。

阿临时政府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说，国防部已派出 7
架载有救生设备和医务人员的直升机前往灾区，数十支医
疗救援队也在前往灾区的途中。

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表示，目前未收到中国公民的伤
亡报告。

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显示，当天发生的地
震为5.9级。

阿富汗5.9级地震
已造成至少920人死亡、610人受伤

据新华社北京 6 月 22 日电 在东南亚，新加坡卫生部
门 21 日深夜宣布确诊一例境外输入猴痘病例。这显示这
一波猴痘疫情继5月在欧洲、美洲等非流行地区暴发后，也
已在亚洲出现。

新加坡卫生部21日深夜通报一例猴痘病例，为输入型
病例，是一名 42 岁的英国籍男性空中乘务员，本月中旬随
国际航班往来新加坡，20 日猴痘检测阳性，收治于新加坡
国家传染病中心，目前病情稳定。

新加坡是今年以来首个报告猴痘病例的东南亚国家。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划分的六大区域，韩国和新加坡属“西太
平洋区”。同一区域内的澳大利亚上月20日报告这一波猴
痘疫情以来该国首例猴痘病例，截至本月 15 日累计确诊 8
例病例。

猴痘病毒主要在中非和西非地区流行，但自上月非流
行国家报告猴痘病例以来，欧洲、美洲等地已有 30 多个国
家出现猴痘病例，迄今累计确诊2000多例。

据新华社首尔 6 月 22 日电 （记者 陆睿 孙一然） 韩
国疾病管理厅 22 日表示，该国确诊首例猴痘病例，防疫部
门将本国猴痘疫情预警级别上调至“注意”。

据韩国疾病管理厅消息，确诊病例为21日从德国经仁
川国际机场入境的韩国人。该患者入境时存在疑似感染猴
痘的症状，向疾病管理厅申报后被归类为疑似病例，经过聚
合酶链式反应（PCR）检测和核酸测序分析后，最终被判定
为确诊病例。目前患者已被送至仁川医疗院接受治疗。

新加坡韩国发现确诊

亚洲出现猴痘病例

据新华社电 意大利外交部长路易吉·迪马约 21 日宣
布将退出所属政党五星运动，并组建一个支持执政联盟的
新议会党团。意大利媒体报道，已有超过60名五星运动籍
议员决定追随迪马约。

迪马约当晚在记者会上说：“我从未想过会作出如此艰
难的决定⋯⋯我与许多同事和朋友将一同离开五星运动，
这个政党明天起将不再是议会第一大党。”

消息人士说，即将组建的议会党团可能名为“团结向未
来”。

迪马约没有说明将与他一同退出五星运动并加入新党
团的议员人数。意大利媒体分析，迪马约“分裂”五星运动
之举，意在阻止这一民粹主义政党继续掣肘政府有效履职。

五星运动已有 50名众议员和 11名参议员决定追随迪
马约，超过该党在国会议员人数四分之一，包括财政、外交、
卫生、司法等政府部门高官。

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近四个月来，意大
利政府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资金支持，并追随欧盟制裁俄
罗斯，加剧了五星运动内部围绕对乌政策的分歧。

党首、前总理朱塞佩·孔特主张采取外交手段解决冲
突，前任党首迪马约指责孔特立场模棱两可，影响政府援乌
努力及弱化意大利在欧盟地位。

2018年，五星运动在迪马约率领下赢得大选近三分之
一选票，成为议会第一大党。如今，其民意支持率已跌至上
届大选时支持率一半以下，且党内分歧不断。

意大利政界广泛猜测，孔特有意率五星运动退出总理
马里奥·德拉吉领导的执政联盟，以阻止民意支持下滑。不
过，五星运动21日发表声明否认这一说法。

路透社分析，五星运动内部分裂将给执政联盟带来更
多不稳定性。虽然五星运动退出暂不会令执政联盟失去议
会多数席位，但执政联盟其他政党可能效仿，加剧德拉吉政
府执政危机。

五星运动内部分裂

意外长退党立门户

这是 6 月 21 日拍摄的英国伦敦滑铁卢车站一辆即将出发的
列车。在通货膨胀的影响下，由于劳资双方无法就薪资达成共
识，英国铁路当日遭遇罢工潮。当地媒体称，这是英国30年来最
大规模的铁路罢工。 新华社发

哥伦比亚选举机构 19 日晚公布总统选
举第二轮投票的初步计票结果，左翼竞选联
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古斯塔
沃·佩特罗战胜独立参选的房地产大亨鲁道
夫·埃尔南德斯，将成为这个南美国家的下一
任总统。

最终计票结果几天后才会公布，但大势
已定，哥伦比亚政坛呈现一派和谐气氛。分
析人士认为，佩特罗获胜表明其一系列竞选
主张获得了多数民众的认同，但其当选后如
何落实这些主张面临多重挑战。

赢得选举

国家民事登记处对 99.99%选票的初步
计票结果显示，佩特罗和独立参选人鲁道夫·
埃 尔 南 德 斯 的 得 票 率 分 别 为 50.44% 和
47.31%，佩特罗领先后者近72万票。

哥伦比亚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于5月29日
举行，佩特罗和埃尔南德斯得票率分别为
40.32%和 28.15%，位居前两位。根据哥宪
法，如没有任何总统候选人在首轮投票中得
票过半，则得票率前两名的候选人进入第二
轮投票，展开最终角逐。

分析人士指出，最近几十年来，哥伦比
亚一直由传统右翼政党执政，经济增长乏
力、贫富差距扩大、腐败、司法不公和社会治
安恶化等问题长期存在。新冠疫情暴发以
来，哥经济遭受严重打击，贫困率升至 40%
上下，民众不满情绪进一步增加，求变呼声
高涨。

无论是佩特罗还是埃尔南德斯，他们提
出的竞选纲领都指向哥伦比亚长期以来的社
会顽疾，顺应了多数选民的心理，这直接反映
在了第一轮投票的结果上，即他们两人进入
第二轮选举，而传统政治力量出局。

谋求转变

佩特罗 1960 年出生于哥伦比亚科尔多
瓦省，毕业于哥伦比亚对外大学经济科学
系。他曾参加哥伦比亚左翼游击队 M-19

（“4 月 19 日运动”），1990 年游击队解散后，
他联合其他前游击队成员成立新政党，担任
过国会参议员、众议员和波哥大市长等职
务。任参议员期间，他曾批评右翼武装和政
客间的联系；出任波哥大市长期间，他大力推

动反腐斗争和公共事业建设，大幅降低了波
哥大市的平均失业率。

佩特罗曾在 2010 年和 2018 年两次参加
总统竞选。在今年 3 月的党派选举中，佩特
罗被推选为左翼竞选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
约联盟”总统候选人，随后他提名环保主义者
弗朗西亚·马克斯作为其竞选搭档。

不少当地媒体将佩特罗视为经验丰富的
温和左翼政治家。他主张根据宪法保证公民
权益，推动社会平等，重点提升女性地位、加
强对少数和弱势群体的保护；主张弥合国内

分歧，继续推进国内和平进
程；在气候变化、世界和平等
议题上，他力主加强与国际社

会合作，发展平等和多元
化的国际关系。

佩特罗提出改变
哥伦比亚资源依赖
型的发展模式，呼吁

向绿色可持续发展转
型。他承诺上任后将

叫停新建原油项目，用

发展旅游业和绿色能源以及征收财富税等方
式替代当前政府依赖的石油收入。他主张向
哥最富有的 4000 人额外征税平衡财政赤字，
以保证社会公平。他还承诺将提高民众生活
质量。

他还承诺上台后要与哥最大的反政府武
装“民族解放军”和谈；改变往届政府打击贩
毒团伙及相关暴力活动的策略。

面临挑战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佩特罗有系统的竞
选纲领，但从目前情况看，其执政恐将面临多
重挑战。在今年 3 月举行的哥伦比亚国会选
举中，佩特罗领导的“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
盟”在参众两院获得的议席数都在总数的
17%左右，这意味着佩特罗落实竞选承诺将
面临不小阻力，他上任后亟须凝聚国内各派
系共识，减少党派对立。

在推动经济发展转型、缩小贫富差距方
面，佩特罗或将遭到来自传统右翼政党、保守
派势力和企业界的阻碍，恐难以取得立竿见
影的效果。

此外，哥伦比亚社会安全形势严峻。武
装组织冲突多发，贩毒团伙甚至对哥部分领
土拥有事实上的控制。如何进一步推进国内
和平进程、改善社会安全环境，对佩特罗来说
也是任重道远。

佩特罗能否带来重大改变尚待观察，但
有一个变化可以确定：他的竞选搭档、现年40
岁的弗朗西娅·马克斯将成为哥伦比亚首位
非洲裔女性副总统。

依据哥伦比亚 2015 年修改的宪法，总统
是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直选产生，任期四年，不可连选连任。

（综合新华社消息）

老游击队员当总统 哥伦比亚向左转

法国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票 19 日结
束。根据法国内政部 20 日公布的统计结果，
支持总统马克龙的中间派联盟“在一起”获得
的议席数虽然领先其他党派，但未能达到绝
对多数。

马克龙 21 日起陆续会晤反对党领袖，试
图在议会选举失利后为复杂的执政前景找到
突破口。反对党方面态度明确，即任何支持
都有代价，马克龙必须妥协。

分析人士指出，在国民议会选举中失去
绝对多数优势，意味着马克龙未来五年执政
将面临更多阻力。同时，左翼联盟和极右翼
政党在此次选举中崛起，反映出法国当下社
会矛盾加剧，社会撕裂越发明显。

未获绝对多数

法国内政部统计显示，中间派联盟“在一
起”获得 245 席，低于占据国民议会绝对多数
所需的 289 席；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
人梅朗雄所在的左翼联盟获得 131 席，成为
议会最大反对党派；玛丽娜·勒庞率领的极右
翼政党“国民联盟”也取得历史性突破，获得
89席；传统右翼政党共和党获得61席。

法国国民议会选举又称立法选举，执政
党能否在国民议会中占据绝对多数席位，将
影响法国新总理人选任命及政府组成，同时
也对执政党今后施政有重要影响。失去绝对
多数席位，意味着马克龙如果想要推行接下
来的一系列政策，就不得不在议会寻求中间
派联盟外其他政党的支持，而这意味着他将
在很多政策上做出让步。

此外，卫生和疾病预防部长布丽吉特·布
吉尼翁、生态转型和国土协调部长阿梅莉·德
蒙沙兰、总理府负责海洋事务的国务秘书朱
斯蒂娜·贝南等多位参加议会选举的政府官
员落选。法国媒体认为，这对马克龙阵营今
后执政同样造成影响。按照政府此前规定，
参加议会选举的政府官员一旦落选将辞职，
因此议会选举后，政府将面临大规模重组。

据法新社报道，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
票结果令马克龙 4 月赢得法国总统选举的胜
利黯然失色。巴黎政治学院政治研究中心研
究员布鲁诺·科特雷说，它扭转了马克龙“不
可战胜”的形象。

施政面临压力

法新社 21 日分析，马克龙目前的选项包
括，拉拢其他党派组建新的执政联盟，或者在
日后立法时逐次与反对党达成协议，再或者
解散议会重新举行选举。在选民面对高通胀
不满情绪不断累积、反建制党派支持率增加
的背景下，解散议会面临很大不确定性。

马克龙 21 日首先会晤传统右翼政党共
和党领袖克里斯蒂安·雅各布。法国内政部
20 日公布的计票结果显示，在国民议会 577
个席位中，共和党赢得 61 席。这一政党在经
济领域与马克龙方面看法相近，被视为拉拢
对象。

不过，雅各布在会晤后告诉媒体记者，加
入马克龙阵营会被投票支持共和党的选民视
为“背叛”，共和党“将继续做反对党”。

法国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说，马克龙会
晤 反 对 党 领 袖 意 在 寻 找“ 建 设 性 解 决 方
案”。除雅各布，马克龙还将会晤玛丽娜·勒
庞，由她率领的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获得
89 席。

议会最大反对党派左翼联盟获得 131
席，马克龙将与该联盟的社会党、法国共产
党领袖会面，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

让-吕克·梅朗雄打算派代表 22 日会见马克
龙。

路透社认为，马克龙不太可能迅速找到
解决方案，他 23 日起要参加一系列国际会
议，包括欧盟峰会、七国集团峰会、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峰会。法新社分析，马克龙谋求在
外交领域有所作为，而国民议会选举结果使
他不得不投入更多精力处理国内事务。

社会撕裂明显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议会选举法国政坛
出现了中间派、代表中下层民众利益的极右
与极左翼政党三方角力的新格局，反映出建
制与反建制阵营对立更加严重。

此次议会选举中，梅朗雄所在的左翼联
盟虽然没有获得议会绝对多数席位，但已经
成为议会最大反对党派。极右翼政党在议会
选举中的崛起同样引发舆论关注，玛丽娜·勒
庞不仅本人在加来海峡省的选区中获胜连任
议员，她率领的“国民联盟”获得的议席数更
是首次达到可以组建议会党团的要求。

法国政治学者热罗姆·圣-马里指出，本
次议会选举左翼联盟和极右翼政党的崛起是
法国政治的一个转折点，反映出法国社会的
撕裂。他指出，马克龙在第一个五年任期并
没有从根本上进行改革，反而使阶级固化进
一步加深，法国底层民众和精英阶级的对立
不断加剧，社会矛盾持续发酵。

值得一提的是，国民议会选举第二轮投
票与第一轮一样，也出现高弃票率问题。在
12 日举行的第一轮议会选举投票中，弃票率
已经达到 52.49%的历史最高水平，而第二轮
投 票 的 弃 票 率 更 是 超 过 第 一 轮 ，达 到
53.77%。有分析人士指出，两轮投票都遭遇
高弃票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对法国当
前政治的失望。

（综合新华社消息）

英国铁路大罢工

6 月 19 日，左翼竞选
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
联盟”候选人古斯塔沃·佩
特罗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
大一处投票站投票。

新华社发

5月7日，获得连任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中）在巴黎出席总统就职典礼。 新华社发5月7日，获得连任的法国总统马克龙（中）在巴黎出席总统就职典礼。 新华社发

6月19日，法国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在巴黎举行的选后集会上讲话。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