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法国当地时间 ! 月 " 日凌晨，法
国内政部统计数据显示，法国前经济
部长、主张跨越“左右之分”的“前进”
运动候选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在 !

日举行的法国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
获得超过 ""#的选票，当选总统。

! 月 ! 日晚 $ 时许，多家民调机
构公布的根据内政部初步统计和投票
站抽样统计的结果显示，马克龙获得
超过 "%#的选票，击败其竞争对手、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候选人玛
丽娜·勒庞。

卢浮宫院内广场上，聚集的马克
龙支持者早已手举三色旗，兴高采烈
地准备庆祝。晚 $ 时 && 分，勒庞发表
讲话祝贺马克龙获胜，承认自己败选。

" 日凌晨，法国内政部公布的最
新统计数据显示，在已经统计的选票
中，马克龙得票率为 ""'("#。

可以说，这一选举结果在人们意
料之中。在 ) 月 *+ 日法国总统选举首
轮投票中，马克龙已显露胜势。他在异
常胶着的第一轮选战中收获 *)'(&,

的选票，位居各候选人之首。勒庞虽然
也强势获得 *&-+(#的选票，创造了

“国民阵线”在总统选举中的新纪录，
但并未能像一些人预计的那样取得首
轮投票得票率第一的成绩。

此后，马克龙在各项民调中始终

大幅领先勒庞。% 月 + 日晚，马克龙在
最后一次电视辩论中表现几乎完胜勒
庞。民调显示，认为马克龙在那次辩论
中表现更令人信服的受访者比例达到
"+#，而认为勒庞表现更令人信服的
这一数据仅为 +)#。自此，法国大选
结局已基本失去悬念。

马克龙胜选主要有三个原因。第
一，其竞选主张和执政潜力得到选民
认可。! 日投票当天，记者在多个投票
站采访的选民都表示，他们之所以投
票给马克龙，是因为认可他在推动经
济自由化、支持欧盟建设等方面的立
场，相信他能给法国带来真正的改变。

第二，马克龙的竞选策略较为得
当，并能及时调整。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巴黎办公室
负责人曼纽埃尔·拉丰·拉普努伊在 %

日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缺乏外交
事务经验的马克龙在竞选中对外交问
题大多表态模糊，既给自己留下余地，
也使得自己“像一艘大船，留下大片空
舱来承载选民的希望和梦想”。

法国《世界报》注意到，当勒庞在
两轮投票之间支持率略有起色时，马
克龙及时转移话题，攻击“国民阵线”
的种族主义问题软肋，防止自己的优
势被蚕食。

第三，法国极右翼民粹势力尽管

不断增强，但目前尚未突破瓶颈，不具
备上台执政的民意基础。

“法国看起来并未准备让极端候
选人治理国家，勒庞的极端主张令大
多数法国人担心，”法国罗伯特·舒曼
基金会主席让.多米尼克·朱利亚尼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

巴黎政治学院政治研究中心秘书
长迈达尼·舍尔法告诉记者，该机构研
究发现，马克龙获得的选票中，相当一
部分不是出于支持他的主张，而是旨
在反对勒庞上台。“这既说明法国民众
面对极右势力仍然会放下分歧、共同
反对，但也反映出马克龙的民意基础
存在薄弱的一面。”

马克龙胜选消息传出后，受到广
泛欢迎。法国总统奥朗德 ! 日晚发表
新闻公报说，他已电话祝贺马克龙当
选。奥朗德说，马克龙的胜利“证实我
们绝大多数的公民希望团结在共和国
的价值观下，也凸显了他们对于欧盟
以及对于法国向世界开放的热爱”。

美国总统特朗普 ! 月 ! 日通过社
交媒体祝贺马克龙当选，并表示“非常
期待和他共事”。德国总理默克尔的发
言人表示，马克龙的胜利意味着“一个
强大和团结的欧洲的胜利，也是法德
友谊的胜利”。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的
发言人说，法国是英国最亲密的盟友
之一，期待和马克龙在广泛的共同关
心的议题上合作。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公开信中
表示，他对于马克龙“捍卫一个强大和
进步的欧洲的想法”感到高兴，“我充
分相信我们的合作将会取得丰硕成
果，并使得我们共同的目标得以推
进”。

在 ! 日晚胜选后发表的公开电视
讲话中，马克龙对全体法国民众说：

“悠久历史的新一页自今晚翻开，我希
望这是代表希望和重拾信任的一页。”

他表示，在接下来的五年任期中，
他将尽全力弥合国民间的分裂，“怀着
谦卑、奉献和坚定的心服务法兰西”。

分析人士指出，年轻的马克龙虽
然踌躇满志，但他上台后将面临至少
四重棘手难题。

第一，目前法国面临失业率居高
不下、经济增长乏力、反恐形势严峻等
多个挑战。

第二，素有“第三轮法国总统选
举”之称的议会选举 " 月份即将举行，

“国民阵线”、传统的右翼政党共和党
等政治势力已开始着手竞选，支持马
克龙的力量能否获得议会多数席位尚
难预料。

第三，民粹势力虽然未能在此次
选举中胜出，但民粹思潮的蔓延可能
给马克龙的施政带来较大压力。巴黎
政治学院专家吕克·鲁邦指出，在法国
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极右和极左的
民粹势力卷走了五分之二的选票，而
这些民粹势力“不会魔术般地退潮”。

第四，法国社会目前精英阶层固
化，与中产阶层的鸿沟扩大。鲁邦说：

“控制国家机器的利益集团更注重体
制的稳定性，不希望太多变化。”在这
种情况下，马克龙能否推动真正的变
革还需拭目以待。

没有“黑天鹅”

各界广泛欢迎 棘手难题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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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迎来
最年轻 “掌门人

”

胜选三大原因

! ! !“悠久历史的新一页自今晚翻开，我希望这是代表
希望和重拾信任的一页。”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

! ! ! !在地球轨道上创纪录地飞行近两
年后，美国空军的神秘空天飞机 /.

+!0 于 ! 月 ! 日返回地球。与前 + 次太
空任务时相同，美国空军对此次任务
的真实目的讳莫如深，外界对该飞行
器的秘密活动猜测纷纷。

据美国空军发表的一份声明，/.
+!0 轨道测试飞行器当天在佛罗里达
州肯尼迪航天中心成功降落，它在天
上度过了 !&$ 天，开展了在轨试验，同
时 /.+!0 在轨总时间达到 *($% 天。

/.+!0 是波音公司制造的无人驾
驶空天飞机，外形与航天飞机类似，但
体积约为航天飞机的四分之一，部分
电力源于太阳能。这种飞行器由火箭
送入太空，返回时则像飞机那样在跑
道上滑行降落，可重复使用。

/.+!0 飞行器 *(&( 年首飞，迄今
共执行 ) 次在轨试验任务，每次任务
时间都在延长，第一次在轨飞行 **)

天，第二次 )"$ 天，第三次则达到 "!)

天。

所有 ) 次任务都是从佛罗里达州
卡纳维拉尔角空军基地发射，但前三
次降落在加利福尼亚州范登堡空军基
地，只有这次降落在佛罗里达州肯尼
迪航天中心。

美国空军表示，/.+!0 项目旨在
测试可重复使用航天飞行器的一系列
技术，包括导航与控制、热保护系统、
高温结构与密封、轻型机电飞行系统、
先进推进系统、先进材料以及自动轨
道飞行、再入与着陆技术等。

具体到这次任务，美国空军在发
射前曾透露，将测试霍尔推进器。这是
一种通过电离、加速惰性气体氙产生
推力的电子推进系统。与传统火箭发
动机相比，它的推力不大，但能效大幅
提高，可增加航天器的有效载荷和在
轨操作次数，提升航天器的使用寿命
与灵活性。另外，此前还说 /.+!0 将携
带约 &(( 种材料样品，测试太空环境
对它们的影响。

但美国空军从不解释 /.+!0 项目
的真正目的。这种讳莫如深的态度引
起各种猜测。有人认为它是秘密的太
空武器，也有人认为它是太空间谍活
动的平台。

空天飞机 /.+!0

! ! ! !

! 月 $ 日中午，首尔市中心
光化门广场世宗文化会馆旁，韩
国国民之党总统候选人安哲秀
高喊“开创未来的首位韩国总
统”口号，上千名支持者振臂齐
声高呼应和。

不远处，写着“一号候选人
文在寅”的高台已经搭起。共同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文在寅 $ 日
晚在这里举行总统选举前的最
后一次光化门演讲。

自由韩国党总统候选人洪
准杓则把拉票最后一站选在首
尔德寿宫大汉门，这里是韩国保
守派大本营的象征。

总统选举前进行的最后民
调显示，文在寅以 )(,左右的支
持率领先安哲秀和洪准杓大约
*( 个百分点，成为本次选举最
热门候选人。

由于前总统朴槿惠遭弹劾
罢免，这是韩国首次在总统缺位
下举行的大选，也是首次提前在
春季举行的总统选举。另外，当
选总统还将首次在韩国实行总

统全民直选制以来跳过过渡期
而即刻获得职权，堪称“火速上
岗”。

由于选举提前举行，留给各
方候选人只有从 ) 月 &! 日至 %

月 $ 日的短短 ** 天竞选时间，
相对紧张匆忙。在过去 *( 多天
内，各方候选人展开拉票大战，
连续 " 场电视辩论，马不停蹄地
参加各地竞选活动……

选战的激烈氛围扩散到首
尔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这几
天，走在首尔街头，随处可见总
统候选人的张贴画和宣传海报，
海报上用醒目的大字印着候选
人的姓名、投票序号和竞选口
号。马路上不时有各色宣传车经
过，大街小巷内穿着写有候选人
名字的竞选团队人员向行人拜
票。

韩国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
委员长金龙德在选举日前一天，
呼吁全体国民踊跃投票，同时慎
重行使权利，作出明智选择。

韩国总统选战仍酣
文在寅、安哲秀、洪准杓争夺最后胜利秘密太空武器？太空间谍活动平台？

美军空天飞机在轨 !&$天后返回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