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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 4 日就修改宪法举行全民公投。5 日凌晨公布的
初步投票结果显示，反对票大大超过支持票。总理伦齐主导的
政治改革遭遇重创，他随后宣布辞职。

观察人士认为，修宪公投的结果直接导致意大利政坛进
入新的不稳定期，将令改革停滞、经济政策更加难以落实，并
且有可能助长疑欧情绪与反全球化势头。

根源在于经济

此次公投，反对票约占 60%，支持票约占 40%，选民投票
率近 70%。伦齐表示，反对和支持两大阵营的得票差距很大，
超出预期，他只能辞职。

分析人士认为，意大利经济持续低迷、失业率高企、银行
业问题丛生，都是促使选民向伦齐政府投“抗议票”的原因。

自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意大利人对本国经济很
悲观，即使数据指标有所回暖也难让他们恢复信心。伦齐
2014 年上台时曾带来一股清新之风，试图在保持政治稳定
的同时，进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他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态度和推动国家全面改
革的举措，在欧洲获得好评。但由于大多数意大利民众始
终没有感受到改革带来的好处，情绪逐渐低落。

付不起税的老年人、手头拮据的中产阶级和失业的年轻人
都利用这次修宪公投发泄情绪，表达他们对经济持续低迷的强
烈不满。许多人明确表示，他们要让伦齐“听到这样的声音”。一
些民众说，他们听够了政治家们许下的美丽诺言，却从未得到
实惠。尤其是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其不满情绪更为强烈。

民粹主义得势

从公投前的造势活动看，民粹主义势力“五星运动”党已
成为意大利政坛重要的政治力量。可以说，它已经抓住年轻人
的心。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五星运动”党于 2009 年
成立，影响力逐渐增强。在 2013 年议会选举中，该党异军突
起，成为议会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在最近的地方选举中，“五星
运动”党靠年轻人的支持一举拿下罗马和都灵两市的市长职
位。

“五星运动”党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政党，没有严密的

组织纪律，也没有明确的政纲。因此，舆论认为，把选票投给
“五星运动”党相当于直接对政府投“抗议票”。

分析人士认为，作为意大利最大的反对党，持“疑欧”立场
的“五星运动”党将从此次公投及伦齐政府的下台中获利，其影
响力可能进一步扩大，不能排除其上台执政的可能性。

“脱欧”并非易事

西方媒体近来一直称，修宪失败，伦齐下台，“五星运动”
党就有可能上台，从而可能导致意大利“脱欧”，甚至会令欧
盟解体。因为“五星运动”党领导人格里洛曾表示，他如果掌
权，会就是否继续使用欧元举行不具约束力的公投。

但一些专家并不认同这种悲观的看法。位于罗马的美国约
翰·卡伯特大学校长帕翁切洛认为，反对修宪的阵营胜出后，也
不会马上举行大选。他同时指出，“五星运动”党近年已经不提
脱离欧盟的事情了，这表明他们的态度开始变得谨慎。而且，即
使举行这样的公投，多数意大利民众可能也不会支持“脱欧”。

帕翁切洛认为，英国决定“脱欧”实际上加强了意大利与
欧盟的关系。格里洛在英国“脱欧”后也表示，“五星运动”党信
任欧盟，但欧盟的确需要进行改革。

意大利国际问题专家帕纳雷拉也表示，即使政党领导人
希望通过公投来实现“脱欧”，这种想法也是不现实的，因为意
大利宪法禁止进行关于废除国际条约的全民公投。在此情况
下，要想公投“脱欧”，必须先修改宪法。不过从这次修宪公投
的结果看，要在意大利修宪并非易事。 (记者王星桥)

新华社罗马 12 月 5 日电

新华社维也纳 12 月 5 日电(记者刘向、王腾飞)在 4 日
重新举行的奥地利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前绿党领导人
范德贝伦以明显优势胜出，当选新一届奥地利总统。

分析人士认为，在欧洲民粹主义、孤立主义抬头的背景
下，范德贝伦的当选阻止了极右翼政党在奥地利上台执政，
向备受危机困扰的欧洲发出了一个积极信号。

优势胜出

直到选举当天，大部分奥地利民众——— 包括范德贝伦本
人都相信，选情将很胶着，可能要等到 5 日邮寄选票统计完毕
才能分出胜负。

然而，选举结果可谓令人惊喜。4 日下午，奥地利广播公
司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范德贝伦和自由党候选人霍费
尔的得票率分别为 53 . 3% 和 46 . 7%，范德贝伦赢得总统选
举。

奥地利籍的前欧盟委员会负责农业事务的委员菲施勒
4 日晚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在今年 5 月 22 日总统
选举第二轮投票后，范德贝伦改进了竞选策略，在维持城
市选民高支持率的同时，改善了自己在农村地区的形象，
因此获得了更多支持。另外，范德贝伦争取到了 200 名中
小城市市长的联名支持。在奥地利中小城市，市长一般拥
有良好声誉，对当地民众有较大影响力。

奥地利国民议会社民党议会党团主席席德尔对新华社

记者说，许多奥地利民众还是希望融入欧洲，走欧洲一体化
道路。对于许多奥地利民众来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发出
了一个警示信号，他们“不希望那样的事情在奥地利发生”。

范德贝伦对媒体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天，选举结果让他
看到欧洲出现“希望和积极改变的信号”。他承诺将成为一
个向世界开放、支持欧洲一体化的总统，带领奥地利继续
成为一个包容开放、融入欧盟的国家。

任重道远

观察人士认为，奥地利民众最终选择范德贝伦，意味着选
择认同欧盟和欧洲一体化的道路，而不是走民粹主义或孤立
主义的道路。

菲施勒认为，此次总统选举意义重大。因为，霍费尔如果
胜出，将成为二战以来欧洲首位极右翼总统，这将极大提振法
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勒庞、荷兰右翼政党自由党领袖
维尔德斯的士气。“相反，选举结果表明，极右翼政治人物并非
不可战胜。”

奥地利媒体的评论也聚焦此次总统选举结果向欧洲其他
国家传递的信号。奥地利《信使报》说，奥地利已与其他许多国
家的“民粹主义”脱钩。“民粹主义还没有结束，但它的魔法已
经被破解了”。

奥地利《标准报》说，范德贝伦当选总统意味着奥地利“扎根”
欧盟不再遭受质疑，一直以来存在的“孤立主义”危险被消除。

观察人士认为，尽管奥地利总统选举结果在一定程度上
打击了民粹主义的上升势头，但欧洲要彻底消除极右翼力量
的威胁仍任重道远。

奥地利《新闻报》指出，总统竞选表明，自由党发起的反
建制运动在奥国内能够产生一定影响。《维也纳日报》说，通
过范德贝伦的胜利，奥地利向外界作出了示范，现在意大利、
荷兰和法国要行动起来，避免欧盟遭遇生存危机。

奥地利总统选举对极右翼说“不”

意大利：修宪公投失败，政坛生变

新华社北京 12 月 5 日电(记者张
伟)两场选举，两种动向。4 日举行的
奥地利总统选举中，右翼民粹政党奥
地利自由党候选人霍费尔落败。同一
天，意大利修宪公投中，反对阵营大幅
领先，力推修宪的总理伦齐宣布辞职。

两场选举的背后，是欧洲传统政
治势力与日益上升的民粹主义、建制
派与反建制派、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之
间的争夺与博弈。这种对垒将成为未
来欧洲政坛的一大主题，欧洲政治生
态或将因此改变或重塑。

背后有深因

对于什么是民粹主义，存在不同
的定义和内涵。事实上，左右翼都有民
粹主义，其共同点是反对精英阶层、主
流政治和既有体制。民粹主义者自称
在为“被遗忘的普通人”发声。在奥地
利总统选举中，候选人霍费尔以“奥地
利第一”为竞选口号，向竞争对手挑战
说，“你的背后是上流社会精英，而我
有人民与我同在”。

以往，欧洲民粹主义政党支持率
很低。但近些年来，它们的影响力持续
上升，成为欧洲政坛不容轻视的政治
力量。这种现象的出现绝非偶然，其背
后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原因。

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利亚日前在
《外交》杂志刊文指出，欧美当前共同面
临着经济停滞的挑战，这与人口结构、
全球化、技术和预算等问题相关。对
此，建制派希望推行标本兼治的解决
方案，但这种渐进主义让许多选民不
满，后者想要更加激进的改革方案。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界主流未能倾
听和解决民众的担忧，新兴政治力量就
会煽动恐惧和偏见，致使民粹主义抬头。”他写道。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冯仲平认为，欧盟现
在面临各种经济、社会、安全挑战，引发中下阶层民众的严
重不满，这为民粹主义提供了很好的土壤。传统主流政党对
于当前问题束手无策，解决不了问题，就为民粹主义政党提
供了机会。

欧盟迎危机

当前，几乎每个欧洲国家都能看到民粹主义政党的身
影，虽然影响或大或小，但其政治主张有着相似之处，包括
反欧盟或反欧元、反对外来移民等。

比如，在英国脱欧公投中，脱欧派最重要的主张就是
反移民，而德国选择党、法国国民战线等民粹主义政党也
持同样立场。

这股民粹主义风潮不仅改变欧洲各国政治格局，平添
各种不确定性和未知风险，而且给二战后开启的欧洲一体
化进程带来严峻挑战。

冯仲平认为，当前，民粹主义的兴起可以说是欧洲一体
化最大的敌人，欧洲一体化的理念思想实践正是民粹主义
所反对的。民粹主义要求把“主权”从欧盟手中拿回来。

更大的挑战是，民粹主义政党即使借助民意上台，也
难以解决欧洲面临的各种难题。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就
曾明言，民粹主义尽管能够提出很好的问题，但很少能
够找到正确的答案。

冯仲平认为，由于欧洲深陷各种危机，无论是主流政
党还是极右翼政党都没有能力很快解决这些问题，预计
欧洲今后较长时间将处于经济低迷、政治动荡、外交内
向、一体化停滞境地。

大戏在后头

今年 11 月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欧洲民粹主义政党
一片欢呼雀跃，认为“精英们的世界正在坍塌，而他们的世
界正在建立”。

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表示，在英国脱欧
和特朗普赢得大选后，她赢得法国大选将是席卷全球政
治风暴的下一步。极右翼的荷兰自由党主席海尔特·维尔
德斯说：“美国发生的事情在欧洲和荷兰也可以发生。”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所长黄平说，欧洲国家近年来出
现经济上的保护主义、政治上的保守主义、社会思潮上的民
粹主义，这背后折射出精英与民众的分裂、贫与富的分裂、
传统欧洲人与外来移民的分裂，也是精英层内部的分裂。

在一些西方媒体的描述中，民粹主义在欧美国家大行其
道，势不可挡。但意大利公投和奥地利总统选举结果传递出
不同的信号，表明来自不同阵营、持有不同立场的政治势力
依然在激烈博弈，其结果关系欧洲未来政治生态与前途命运。

2017 年，欧洲国家还将迎来多场重要选举，包括法国
总统选举、荷兰大选、德国大选等。民粹主义和传统政党之
间、反建制派和建制派之间的博弈仍是关注焦点。此外，也
不排除一些传统政党为获取选票，可能吸收民粹主义政党
的部分主张。

无论如何，民粹主义风潮正在冲击和改变欧洲既有的
政治生态，引发深远变革，让欧洲面临艰难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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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惠灵顿 12 月 5 日电(记者宿亮、田野)新西兰总
理约翰·基当地时间 5 日突然宣布，由于家庭原因，他将辞
去总理和执政党新西兰国家党党首职务。

约翰·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担任总理 8 年、担任
国家党党首 10 年时间中，自己为这一职务和国家献出
了一切，也让家人为此做出了很大牺牲。他表示，尽管
对政治生涯印象深刻，但并不认为自己是一名职业政
客。

他说：“这是我做出的最艰难的决定，眼下还没决定下
一步去向，但现在是应该离开的时候了。”

据当地媒体推测，从政后与家人的聚少离多，促使他作
出回归家庭的决定。

约翰·基说，他个人将在 12 月 12 日向总督递交辞呈，
国家党也将在当天举行会议，选举新的党首，产生新总理。

对于继任人选，约翰·基表示，自己将支持任何一位由
执政党核心人士选出的新党首，但个人对现任副总理兼财
政部长比尔·英格利希更为支持。

谈及定于明年举行的新西兰议会选举，约翰·基表示，
相信执政的国家党将赢得选举。

新西兰总理约翰·基

宣布因家庭原因辞职
54 岁的阿卜杜勒·萨布尔因为严重的哮喘有时连喘气都

会觉得疼痛。这名因病退下来的老交警，曾经 29 年如一日坚
守一线，被当地媒体称为阿富汗“最正直的人”。

他说，希望自己病好后能回到岗位继续为大家执勤。
可现在的问题是，萨布尔身患重症，不要说回到工作岗

位，就连治病的钱也没有，正一步步走到社会的边缘。
近日，记者来到萨布尔位于喀布尔郊区的家中看望正在

养病的他。
对于阿富汗人来说，萨布尔是榜样式的人物。29 年，坚守

一线，风雨无阻。他的忠诚、他的清廉，有口皆碑，家喻户晓，被
喀布尔市民亲切地称为“萨布尔叔叔”。

“很多人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知道萨布尔叔叔。他从不接受
贿赂，是公认的好交警，”随行的翻译告诉我们，“无论刮风下
雨，还是严寒酷暑，萨布尔的身影总是出现在喀布尔街头，为
人们疏导交通。”

“有的司机甚至一见到他在路上执勤，就会特意放慢车
速，向他问候。”同行的另外一位当地同事说道。

但如今，当地人眼中最正直的人却正经受病痛的折磨。咳
嗽、气短、胸痛……萨布尔比实际年龄看上去老很多，出现在
记者面前的他，一脸憔悴，声音沙哑，似乎每说一个字都十分
费力。

“这和我的工作有直接关系，”萨布尔坦言。作为交警，他
长年累月处于汽车尾气和恶劣空气的双重包围之中，鼻炎、喉
炎、甚至肺炎在这个行业司空见惯，“所有给我诊断过的医生

都劝我去做手术”。
在重建中的阿富汗，执法人员是付出最多的群体。但低收

入、工作环境恶劣、缺少社会保险等现实问题长期困扰着这个
群体。

萨布尔 1987 年开始工作，29 年当中，这个国家政权多次
更替，但他从未离开交警岗位。他每天从早 6 时工作到晚 7
时，从无迟到早退，多次获得表扬，最后以队长的身份退下来。
但身为 5 个孩子的父亲，他现在还得寄宿在母亲的房子里和
兄弟们一起住，处境越发艰难。

在采访过程中，萨布尔向记者展示了职业生涯中单位
发给他的厚厚一沓表扬信，他说：“几个月前，我带着单位赞
助的 600 美元去印度看病，但是这些钱远不足以支付手术
费。”

他说，低收入迫使包括交警在内的公职人员收受贿
赂 ，“确实有交警会借口违反交通规则而向司机敲诈钱
财”。

美国《华盛顿邮报》曾在一篇题为《这就是阿富汗“最正直
的”人的下场：低收入、无晋升》的文章中报道过萨布尔的故
事。文章援引喀布尔官员的话说：“如果你不接受贿赂，你最终
会面临和萨布尔一样的结局。”

在这样的环境下，萨布尔的事迹显得格外珍贵，更多的人
把他视为榜样。因为他代表着许许多多为国家重建默默奉献、
忠于职守、心灵正直的人。因为这些人的存在，国家才有脊梁，
阿富汗的重建之路才能越走越宽。

29 年的坚守，不图名，不为利，只为国家站好每一次岗。
许多人说，萨布尔的正直不该被遗忘。

(记者代贺) 新华社喀布尔 12 月 5 日电

被遗忘的阿富汗“最正直的人”

▲ 11 月 25 日，在阿富汗喀布尔郊区，阿卜杜勒·萨布尔
在家中向记者演示他如何使用氧气机。 新华社记者代贺摄

41 岁的马泰奥·伦齐数月来力推的意大利修宪公投以失
败告终，任职不到三年的伦齐 5 日宣布辞去总理职务。这是否
又一次“黑天鹅”事件？公投后意大利政局走向怎样？对经济影
响几何？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义桅、新华社前
驻意大利记者宋建予以解读。

4 日投票前夕，媒体已经“预报”公投过关的前景不乐观。
5 日出炉的初步结果显示，反对修宪人数大大超过赞成者。王
义桅认为，伦齐修宪努力归于失败并不意外。原因有三：首先
意大利是文艺复兴发源地，长期以来文化多元，很难在意大利
想象一个伦齐提倡的那样权力集中的政治架构；另外，意大利
人对二战时法西斯独裁者墨索里尼的惨痛记忆依然深刻，对
权力过于集中十分敏感；第三就是修宪公投和意大利当前问
题的不对症，伦齐提出的思路不解决问题。

宋建认为，修宪公投失败原因复杂，反倒是伦齐的修宪公
投策略过于简陋，因而无法获得政坛和民众的理解和支持，这

是公投失败的重要原因。至于公投未能过关的具体原因，需要
进行细分，还不能说这是民粹主义的获胜，也不能说是主流政
治的失败。它凸显为伦齐政府改革的一次重挫，公投事实上也
是民众对伦齐整体执政表现的一次表决。

王义桅认为，后续政局有两种走向，一是总统召集各党派
磋商，组建一个由技术官员组成的看守政府，二是提前举行大
选。在第二种情况下，贝拜·格里洛领导的民粹的“五星运动”

党会进一步造势，竭力向掌权突进。

宋建认为，从现在的情况看，伦齐提出辞职，是兑现他当
初发动修宪公投时的承诺，他必须为失败担责。不过他所在的
意大利民主党依然保有实力，不排除该党联合友党推出新总
理人选，而且从目前情况看，除了“五星运动”党提出要重新选
举，其他党派还没有发声，这就表明政治回旋的空间仍在。

对“五星运动”党，宋建认为不能否认它已经成为意大利
政坛一股重要力量。在反建制、民粹主义的支持下，“五星运

动”党会进一步迎合民众不满情绪以获取选票。理论上，不排
除“五星运动”党联合其他极右翼党派在未来的选举中夺取政
权，也不排除之后推出类似英国的“脱欧”进程，但是就当前意
大利政治社会生态而言，且不论“五星运动”党夺取政权的实
力，这个组织松散的党派其实近期也并未提及意大利“脱欧”，
所以即便从程序上，也远没有到那一步。

“其实意大利社会一直存在稳健的基本面，客观而言，修
宪公投失败、“五星运动”党兴起，都是符合稳健力量诉求的内
生改良。就目前而言，意大利政治大局并没有发生质变。”宋建
说。

至于修宪公投对意大利乃至欧洲市场和经济的影响，宋
建认为，政治挫败一定会引发金融市场波动，但此事对欧洲经
济的影响相对可控，具体到意大利经济复苏，王义桅认为当前
意大利政治经济矛盾积重难返，无论谁上台，都不好搞，痛苦
还将延续。 (夏文辉 新华社专特稿)

公投栽了，意大利接下来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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