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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报道 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布达佩斯 4 月 24 日电当地时间
4 月 24 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匈牙利文版
首发式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
刘奇葆和匈牙利国会常务副主席玛特劳伊共
同出席首发式并致辞。

刘奇葆在致辞中从政党治理、国家治

理、全球治理的角度介绍了《习近平谈治国
理政》的丰富内涵。他指出，中共十八大以
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立足
当代中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提出一系列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
新的时代条件下治党治国的重大理论和现
实问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是这一

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体现。该
书匈牙利文版的出版，将为匈牙利人民观
察和感知中国打开一扇新的窗口，增进对
中国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内外政策的认识
和理解。

玛特劳伊在致辞中表示，中国的发展成
就有目共睹，中国主张已成为全球关系中不

可忽视的声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匈牙利
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匈牙利人民进一步
增进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了解，更好推动匈
中政治、经济与文化关系的发展。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匈牙利文版是该书
的第 19 个外文版本，也是在中东欧国家出版
的首个版本。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匈牙利文版出版
首发式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

时隔 15 年，来自法国极右翼政党
“国民阵线”的候选人 23 日再次闯入
总统选举“决赛”，这次主角不再是当
年的老勒庞，而是他的女儿玛丽娜·勒
庞。

当年，老勒庞的“成功”普遍被归
因于侥幸，但如今，同样持反移民、反
欧盟立场的勒庞取得“胜利”已经不再
让很多人意外。这反映出多年来由于
法国在经济发展、外来移民和文化融
合等方面的问题难以解决，已引发政
治生态的巨大变化。

可以预料，无论勒庞最终能否入
主爱丽舍宫，只要滋生极右翼的社会
土壤依然存在，“勒庞现象”就不会消
失，“国民阵线”仍会是一支足以影响
法国政坛乃至欧洲局势的政治势力。

老勒庞的政治遗产

老勒庞 1972 年创立“国民阵线”
后长期领导该组织。

2011 年，勒庞接替老勒庞当选
“国民阵线”新主席后，推进改变“国民
阵线”极端形象，和持有“反犹言论”的
老勒庞“划清界限”，但勒庞在反移民、
反欧盟等方面的政策主张与老勒庞并
无二致，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父亲的政
治遗产。

2002 年，老勒庞在竞选总统时曾
用一句话概况自己的信仰：“法国是法
国人的”，主张建立强大的法兰西国
家，摆脱欧盟，奉行有利于“土生土长”
法国人的制度，排斥移民。同样，勒庞
在今年竞选时也明确提出“法国优先”
的口号。

无论是老勒庞，还是勒庞都自称
代表“法国人民”，利用民众与精英之
间的分歧以及国内民众与外来者之间
的分歧，向传统政治势力发起挑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冯仲平认为，按照理性分析，法国也许
不会选勒庞当总统，但法国社会现在
有一个共识，“再不改革，法国就没有
机会了”。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出现要
求激烈变革的政治人物。

“锈带”区的现实忧虑

首轮选举出线后，勒庞立即前往法国北部“锈带”地区，向
支持者喊话。近些年来，这里一直是“国民阵线”的主要票仓。

新华社记者日前走访法国典型的“锈带”区——— 洛林地
区发现，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陷入停滞，民众普遍对传统政党
失去信心，这恰恰给“国民阵线”崛起创造机会。

在洛林地区，记者不难感受到触目惊心的萧条：“铁将
军”把门的服装店、快餐馆随处可见，不少店铺门口标明“出
租”或“出售”，街道上难以见到修缮一新的房屋，墙皮褪色
的棕黄和裸露墙体的砖红成为这片区域的主打色。

洛林经济、社会和环境委员会副主席吉尔贝·克劳森说，
随着洛林进入“去工业化”轨道，当地政府未能扭转经济滑
坡，当地失业率和贫困率居高不下，人口流失现象较为严重。

“当传统政党未能解决现实问题时，‘国民阵线’却回应
了东部和北部工薪阶层的现实忧虑，并利用人们面对全
球化以及难民潮的迷茫乘虚而入。”研究“国民阵线”大约
20 年的法国社会学家瓦莱丽·伊古内说。可以说，“国民阵
线”得以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借助选民对于现状的愤怒情
绪和人心思变的政治诉求。

大欧洲的真正威胁

“勒庞现象”出现在法国，却牵动整个欧洲的目光。许
多人担心，假如勒庞当选法国总统，欧洲一体化进程将遭
遇重创，其影响将远远超过英国脱欧，由此产生的示范效
应和连锁反应，可能助长整个欧洲的极右翼政治势力。

勒庞在竞选演讲中指出，欧盟切断了法国与法语国家
之间的历史、语言和文化联系，法国失去独立地位，作用
和实力被削弱。此外，欧盟使得法国难以控制移民和调控
税收，从这一角度看，“欧盟是问题而非解决出路”。

她宣称，如果当选法国总统，第一项任务就是让法国政
府重新审视欧盟条约，建设新的欧洲。“这个欧洲有能力独
立自主进行防务，法国将不放弃自己的主权，尊重自己人民
的意愿。总之，欧洲是欧洲人民的欧洲，而不是欧盟委员会
那些委员的欧盟。”勒庞强调。

在今年 2月初发布的竞选纲领中，勒庞还宣称，如果当选
总统，她将先在法国发起是否留在欧盟的公投，公投之后再和
其他欧洲国家谈判，目的是达成一个尊重法国独立、各国主
权、为各国人民利益服务的欧洲计划，将货币、经济、司法和领
土主权还给法国。此外，她还称要恢复边检、退出申根区。

法国总统首轮投票后，欧盟和多个欧洲国家打破“政治
禁忌”，纷纷表达对马克龙的支持，希望他最终能够击败勒
庞，一是让欧盟避免再次陷入危机，可以稳住阵脚，实施必
要的改革，二是阻挡极右翼政党在欧洲的上升势头。

“决胜局”的历史重演？

2002 年法国总统选举中，老勒庞虽然赢得首轮，但最
终惨败给对手希拉克，得票率不足 20%。如今，类似的场景
有可能再次上演，许多观察人士认为，法国左右两党联合阻
击“国民阵线”的潜规则依然会发挥作用，而最新民调也显
示，勒庞将在“决胜局”中输给马克龙。

但在经历去年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等
“黑天鹅”事件后，在政治生态重新洗牌、反全球化思潮泛滥
的时代背景下，很多人不再迷信民调结果，法国总统选举依
然存在一定悬念。

冯仲平认为，从民粹主义的角度来讲，“勒庞现象”和
“特朗普现象”有相通之处，但法国和美国的选举制度存在
很大差异。法国两轮投票制度确保了当选总统者能获得
50% 以上的有效选票，也就是绝对多数，而特朗普虽然赢
得选举，但实际选民票少于希拉里。

法国总统选举是观察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极右翼势力走
向的重要节点，但并非终点。当前，极右翼政党和主流政党正
在较量之中，如果主流政党难以拿出让民众认可的改革方
案，极右翼势力就会上升。

即便勒庞在“决胜局”落败，但“勒庞现象”不会很快消
失，因为法国长期积累的社会问题很难在短期内解决。

再过 5 年，当下一次法国总统选举来临时，会是一番什
么景象呢？跟踪报道“国民阵线”的法国摄影师文森·雅鲁索
说：“传统政党可以在一次又一次选举中联合狙击‘国民阵
线’，但如果选举之后他们什么也不做，联合阵线总有一天
会撑不住。” (执笔记者张伟，参与记者韩冰、应强、葛晨)

新华社北京 4 月 2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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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25 日电近日，一个话题
在国外社交网站“问与答”引发了众多欧美网
民的热议：“中国到底有多安全？”

这个问题一经发出，迅速收到了上百
个答案，一些“火爆”答案的阅读量超过百
万。就这个话题，新华社记者采访了多名有
过在中国生活或旅游经历的外国民众，他
们一致认为，中国政府在维护公共安全方
面的努力有目共睹，在中国生活和旅游安
全又放心。

“北京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城市！”瑞典演
员蒂莫西·皮洛蒂曾在中国戏曲学院学习过
两年京剧，他对中国社会的治安状况印象深
刻。皮洛蒂表示，在北京即便是深夜独自外出
或聚会后回家，也不必担忧人身安全。相比之
下，深夜在欧洲城市独自外出则让人担心。

效力于美国芝加哥交响乐团 20 多年的
华人小提琴演奏家夏三多同样对中国的治安
状况表示满意。今年年初，她在北京乘坐地铁
时，发现周围乘客几乎人人都在低头关注手
机。她的第一反应是：他们难道不担心被抢
吗？

夏三多的担忧来源于芝加哥每况愈下的
治安状况。她说，在这方面，芝加哥与北京等
中国大城市不可同日而语。在芝加哥坐地铁，
如果在靠近门口的位置看手机，列车进站开
门的瞬间手机就可能被抢。她在乐团的许多
同事都曾有过被抢劫的经历。为此，去年秋
季，乐团管理层专门给全团人员群发了一封
来自芝加哥警察局的邮件，提醒大家如何做
才能尽量避免成为此类犯罪的目标。

现年 39 岁的热娜伊娜·西尔维娅是巴西
人，曾于 2007 年至 2013 年间在华居住和工
作。她说，巴西很多大城市都存在严重的治安
问题，尤其对于女性来说，独自外出时走什么
路线、几点前回家，都是一门学问。但在中国，
这完全不是问题。在与其他外国朋友交流的
时候，大家都说，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美国，

哪里都没有比在中国更有安全感。

贝尔蒂是法国工业公司的一名发展顾
问，3 个月前被公司派遣至上海工作。在他看
来，中国的城市非常安全，因为安保措施严
格，地铁站都设有安检口，“在城市公共交通
设施里，甚至在深夜，我从来没有不安全的感

觉”。
英国布莱顿里克旅行社资深旅行专家

罗斯·拜厄特说：“现在外国游客可以轻松到
达北京、上海等中国旅游目的地。截至目前，
我们跟踪调查的旅客均表示，在中国旅行期
间从未对安全问题有过任何担心。”

谈到中国的治安问题，25 岁的南非自
由艺术家米兰达·科普林也深有体会。科普
林曾随家人在北京生活并就读于北京语言
大学。科普林说，中国良好的社会治安体现
在年轻人丰富的日常生活中。北京有很多可
以和朋友聚会的场所，即便她很晚回家，父
母也不会太担心。但在家乡南非的约翰内斯
堡，她每次聚会，父母都会非常关心聚会的
地点和结束的时间。

43 岁的柯比·马克西经营了一家汽车配
件公司，近几年他经常往返于上海和约翰内
斯堡两地。马克西说，中国政府禁止持有枪
械，这一条就足以让他没有任何安全上的顾
虑。另外，中国政府打击犯罪的力度也远远大
于南非。中国朋友听到他讲述诸如南非国会
大厦电脑被盗这样的真实事件时，竟然以为

他在开玩笑。
“中国一线城市的治安非常好，相关的

治安管理办法也比西方国家更细致。”在新
南威尔士大学国际业务执行总监金江看来，
中国不但治安状况好而且治安管理工作也
很人性化。金江告诉记者，在北京读书时，他
曾因未及时办理外国人居留许可证有过一
次去派出所的难忘经历。考虑到金江的经济
状况，中国警察只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教育批
评但没有罚款，让当时还是“穷学生”的金江
很感动。

朱尔·伊扎克是法国埃克斯-马赛大学
的一名研究生。他告诉记者，因为有亲戚在中
国工作，十几年来他几乎每年都会前往中国
游玩。谈到对中国治安状况的感受，伊扎克
说，中国政府在维护公共安全方面的努力有
目共睹，比如在大城市的火车站、地铁站均设
有安检设施，人流密集的地方都有身穿制服
的警察维持公共秩序，有效杜绝了危险品在
公共区域的流通。

(参与记者：桂涛、付一鸣、陈威华、赵焱、
赵熙、张小军、宋聃、王强、张曼)

“在哪里都没有比在中国更有安全感”
外国人为中国治安点赞

纽约中城的范德比尔特美食集市是周边
上班族午饭时间的好去处。最近，入口处一家
有中文招牌的摊位下面排起了长队。这家卖
的是一种在美国略显“非主流”，但在中国却
家喻户晓的食品——— 煎饼。

“老金煎饼”的老板名叫布赖恩·戈德堡，
中文名叫金伯亮，大家都称呼他老金，是个土
生土长的纽约人。老金出生于 1977 年，最早
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学习中文，后来在中国留
学时被煎饼深深吸引。多年之后，曾做过职业
运动员并在媒体、金融业从业的他，下定决心
开店卖煎饼。

老金开煎饼店的想法早在 2001 年在哥

伦比亚大学读商科时就萌生了。当时的课程
要求撰写一个商业企划书，他完成的题目就
是“戈德堡的中式可丽饼”。他当时有想法、有
企划，但是由于资金不足，计划无法实施。直
到五年前，他的“煎饼事业”才在香港起步。

决定开煎饼铺之后，老金探访了北京、
天津、山东的煎饼摊儿，吃了不计其数的煎
饼。最终，他在北京找到了学艺的煎饼
铺——— 小闫煎饼。小闫煎饼的班师傅不仅教
老金做煎饼，还去香港给他的员工传艺。

两年前，老金搬回纽约后，他先在纽约不
同的地方开快闪店，看大家的反应。煎饼受到
了当地人的欢迎后，老金决定回到老家纽约，

一心一意经营“老金煎饼”。
卖给纽约人的煎饼，跟传统的中国煎

饼不完全一样。老金根据美国人的口味，对
煎饼配料进行了改良：用海鲜酱替换腐乳，
炸馄饨皮替换油条，还提供了蔬菜和多种
口味的肉供顾客选择。老金说，美国人不喜
欢吃过多的面食，喜欢吃肉。经过大量试验
后，老金锁定了烤鸭、醉鸡等几种口味。如
今最热销的就是烤鸭味和原味煎饼。

老金说，寿司、墨西哥卷对美国人也曾
经很陌生，可现在吃得津津有味，所以他有
信心把煎饼生意做得更大。

新华社记者王迎摄影报道

纽约人“老金”的“煎饼大业”

▲ 4 月 20 日，在美国纽约，老金在店里制作煎饼。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24 日电(记者陆佳
飞、周而捷)美国总统特朗普 24 日说，联合国
安理会必须准备好对朝鲜实施新一轮制裁。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与安理会成员国常驻
联合国大使会面时表示，朝鲜半岛的现状是
“不能接受的”，联合国安理会必须准备好就
朝鲜核项目和弹道导弹项目实施额外的、更
强有力的制裁。

特朗普并未表明他认为联合国安理会应

何时追加对朝制裁。美国媒体此前援引美匿
名官员的话说，美国白宫已经进行过内部讨
论，商讨是否将追加制裁作为对朝鲜今后进
行导弹试射和新核试验的回应。

美国白宫 24 日发表声明说，特朗普当天
和德国总理默克尔通话，就包括朝鲜半岛核
问题以及叙利亚局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联合国安理会 20 日发表媒体声明，谴责
朝鲜日前的导弹发射活动，要求朝鲜不再进

行核试验。
新华社莫斯科 4 月 24 日电(记者胡晓

光)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 24 日呼吁美
国对朝鲜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克制。

里亚布科夫当天在莫斯科对媒体表
示，俄的立场是不允许朝鲜半岛局势升级，
那些让局势升级的人要承担重大责任，“我
们再次呼吁美国及该地区其他国家表现出
最大限度的克制”。

特朗普称安理会应对朝实施更严制裁
俄方呼吁美对朝表现出最大限度克制

新华社华盛顿 4 月
24 日电(记者徐剑梅)美
国统计局 24 日发布人口
分析报告显示，美国千禧
一代呈现“晚熟”趋势，纷
纷推迟进入以结婚、生育
和购房为标志的成年期。
约三分之一美国年轻人仍
和父母住在一起，需要父
母经济资助。

报告说，和 40 年前迥
然不同，如今越来越多的
美国年轻人忙于追求更高
学历和更好的工作机会，
把教育程度和收入稳定看
得比结婚成家更重要。特
别是美国年轻女性，和
1976 年相比，追求大学文
凭和全职工作的人数大为
增加。至于美国年轻男性，
和 40 年前相比，追求更高
学历的人数略增，但成为
朝九晚五上班族的人数却
略有减少。

报告说，由于大学学
费高涨，加上 2008 年金融
和经济危机对就业市场的
冲击，“啃老”的美国年轻
人相较 10 年前数量激增。

2005 年，18 岁至 34 岁美
国人中，仅四分之一住在
父母家里。如今，约 2290
万美国年轻人和父母同
住，比例达 34%。在这个
年龄段，经济独立、无需父
母 帮助的 年 轻 人 占 比
40 . 7%，和 10 年前相比减
少逾 10 个百分点。

此外，拥有住房的年
轻人比例大为下降。数据
显示，1975 年，25 岁至 34
岁的美国年轻人中，将近
52% 拥有自己的房产。如

今，这一比例猛跌至 28 . 8%。
美国年轻人的结婚年龄也大为推迟。

1976 年，85% 的美国女性和 75% 的美国男
性在 29 岁之前结婚。但现在，30 岁前结婚的
女性占比 46% ，30 岁前结婚的男性仅占
32%。另一方面，未婚同居的年轻人数量比
40 年前增加了 12 倍。如今，美国年轻人首次
开始同居生活的平均年龄为 22 岁，女性结婚
年龄平均为 27 岁，比 1975 年时晚了 5 年。

40 年来，美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的
男女人数都大为增加，但女大学生数量增
长更具“爆炸性”。1975 年时，25 岁至 34
岁美国女性中，获得本科文凭者仅占
18 . 4%，但如今，这一比例达到 40%。大学
毕业的男性则从 1975 年的 27 . 4% 增加到
现在的 34%。

在美国，随着更多女性进入职场，25 岁
至 34 岁女性年收入中位数从 1975 年的接近
2 . 3 万美元增加到现在的 2 . 94 万美元。男性
年收入中位数则从 20世纪 70 年代的 4 . 59
万美元降至现在的 4 . 04 万美元，但男女薪
酬仍明显不平等，同工同酬之路依然漫长。

报告作者、美国统计局人口学家乔纳森·
韦斯帕认为，发生在美国年轻一代身上的这
些变化，是几十年来美国社会规范不断遭到
侵蚀，以及 2008 年金融危机及其后大规模经
济衰退交互叠加作用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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