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萨科齐欲扮
“复仇者”

当选反对党主席
谋求再入主爱丽舍宫

当选反对党主席

在此次人民运动联盟主席
选举中， 萨科齐毫无悬念地在
第一轮胜出，再次当选。萨科齐
曾经在2004年当选人民运动联
盟主席，并于3年后赢得法国总
统选举。在赢得选举后，萨科齐
第一时间在社交媒体上说：“这
次选举对我们的政党意味着新
的开始。我们必须团结一致，致
力于为法国寻找新的出路。”

人民运动联盟是法国主要
的右派反对党， 共有注册党员
26.8万。这次选举是通过网上投
票的形式进行的， 从11月28日
20时持续至29日20时， 虽然据
称受到“网络攻击”，但投票率
仍高达58.1%，打破了以往网上
投票的纪录。

重返政坛为复仇？

在2012年总统选举中，萨
科齐最终输给了法国现任总统
奥朗德，黯然结束任期。当时，
萨科齐表示将远离政坛， 并对
支持者说“你们今后不会听到
关于我的消息”。 出人意料的
是，萨科齐今年9月宣布重返政
坛。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外界
普遍认为， 萨科齐最终目标是
赢得2017年的总统选举， 重返
爱丽舍宫。

英国雷丁大学研究法国政
治的专家安德鲁·克纳普说，萨
科齐从未完全接受2012年的失
败，他重返政坛“部分是一种复
仇行为”。

克纳普认为， 仍有许多法
国人不会接受萨科齐， 这也是
奥朗德当年赢得选举的部分原
因。他说，萨科齐当选人民运动
联盟主席是关键一步，“控制一
个政党可能无法确保获得总统
职位，但不这么做，就几乎意味
着出局”。

入主爱丽舍宫障碍不少

当前， 奥朗德已经成为法
国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总统，
民众支持率甚至低于萨科齐执
政时期。然而，媒体认为，即便
奥朗德难以连任， 萨科齐要想
接棒并不容易。

首先， 萨科齐需要赢得党
内同僚的激烈竞争， 在2016年
顺利成为人民运动联盟的总统
候选人。目前，在人民运动联盟
内部，萨科齐面临两大劲敌：现
年69岁的前总理阿兰·朱佩和
60岁的前总理弗朗索瓦·菲永。
萨科齐任总统期间， 朱佩曾任
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 菲永任
职总理。

其次， 丑闻和官司不断、个
人形象存在争议，都可能成为萨
科齐竞选道路上的绊脚石。要想
重回爱丽舍宫，萨科齐面前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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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重点·总统风云A11

早些时候，法国媒体曝光了法国总统奥朗德和女演员朱莉·加耶在爱丽舍宫私
会的照片。因此奥朗德身边的5名工作人员被调离岗位。一些法媒指出，被调离者中
有4人曾在奥朗德的前任萨科齐手下工作，他们可能是萨科齐指派的“贴身间谍”。

在今年9月宣布重返政坛后，11月29日萨科齐以64.5%的支持率当选法国右派
反对党———人民运动联盟主席。据悉，萨科齐将以此为“政治跳板”，谋求再次入主
爱丽舍宫。

核心提示

总统府上演
“无间道”

“内鬼”偷拍奥朗德
萨科齐被疑派“间谍”

奥朗德愤怒

法国名人杂志《这便是》本月早些
时候刊登3张奥朗德与加耶的合影。杂
志封面照上，现年60岁的奥朗德身穿黑
色西装、系黑色领带，与现年42岁的加
耶围坐在一张圆桌前谈话。加耶身穿黑
色上衣，手托腮部，与奥朗德对视。照片
旁写道：“奥朗德与加耶在爱丽舍宫。我
们拍到的第一组合影。” 自奥朗德2011
年开始参加总统竞选宣传活动以来，这
是媒体第一次拍到他与加耶的合影。

《这便是》杂志称，这组照片于今年
10月拍摄，展现了“爱丽舍宫墙内的柔
情瞬间”， 并称加耶每周有数日在爱丽
舍宫度过。不过，这家杂志社编辑否认
照片是在爱丽舍宫内部或通过无人机
拍摄。

照片曝光后， 奥朗德极为愤怒，要
求立即展开调查， 以查明身边工作人员
何以偷拍自己。警方通过拍摄角度判断，
这组照片由总统身边一名工作人员用智
能手机拍摄， 地点在爱丽舍宫内部。不
过，警方未能找到幕后黑手。

法国媒体通过研究加耶所戴手表
位置分析， 这张照片可能被处理过，以
隐藏拍摄者所在地点。 这些媒体称，加
耶习惯在左手腕戴表，但照片中却戴在
右手腕上，照片显然被左右颠倒过。

萨科齐“躺枪”

法国政府消息人士28日证实，奥朗
德身边5名工作人员已被调离岗位。一
些法国媒体指出，被调离者中有4人曾在
奥朗德的前任尼古拉·萨科齐手下工作，
他们可能是萨科齐指派的“贴身间谍”。

萨科齐现年59岁，2007年至2012年
任法国总统。 他2012年在总统选举中败
给奥朗德后宣布退出政坛，但今年9月宣
布复出。法国媒体猜测，萨科齐可能打算
借这起偷拍事件拉低奥朗德的支持率，
为自己重返爱丽舍宫铺路。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即便萨科齐最
终获得2017年角逐总统的机会， 来自党
内同僚的有力竞争、 丑闻缠身以及糟糕
的个人形象都可能成为他竞选道路上的
绊脚石。

安保引担忧

奥朗德遭贴身工作人员偷拍事件
引发外界对爱丽舍宫安保措施不足的
担忧。 曾任法国前总统弗朗索瓦·密特
朗安保部门主管的克里斯蒂安·普鲁托
说：“如果一个人能通过摄像头对准总
统拍摄清晰的照片，就意味着这个人可
以拿着任何东西指向总统。”

这起事件同样引发人们对总统隐私
权的讨论。不过，《这便是》杂志编辑玛丽
昂·阿兰贝特称，曝光照片的做法符合公
众利益，没有触犯相关法律。她接受电台
采访时说：“9个月来，人们一直在问他们
是否在一起。 所以我们回答了这个问
题。”

今年1月，法国《更近》杂志刊登了据
称为奥朗德乘坐摩托车前去与加耶约会
的照片，从而“揭露”了二人的绯闻。最新
民意调查发现， 只有1%的法国民众表
示，他们对奥朗德“有能力解决法国当前
问题充满信心”。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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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英 仙 乐 雄 十 周 年
庆典，诚邀湖南男人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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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份】
人参、鹿茸、牛鞭、
狗鞭、淫羊藿、熟地黄

【功能主治】
温肾补气，益精助阳
用于肾阳不足， 精气亏损
所致的头昏耳鸣， 腰膝酸
软，惊悸健忘，阳痿不举等症

成功男人首选 十年领航卓越
博 英 仙 乐 雄 专 注 男 性 健 康R

法国媒体11
月29日报道，总统
弗朗索瓦·奥朗德
与女演员朱莉·加
耶在爱丽舍宫私
会的照片被媒体
曝光后，奥朗德身
边5名工作人员已
被调离岗位。这起
偷拍事件引发人
们对爱丽舍宫安
保措施不足以及
总统私生活权利
遭侵犯的担忧。

在今年 9月
宣 布 重 返 政 坛
后， 法国前总统
尼古拉·萨科齐
11月 29日赢得
首场政治胜利，
以64.5%的支持
率当选法国右派
反对党———人民
运动联盟主席。
法国媒体报道，
接下来， 萨科齐
将以此为重要的
“政治跳板”，谋
求再次入主爱丽
舍宫。不过，分析
人士认为， 来自
党内同僚的有力
竞争、 丑闻缠身
以及糟糕的个人
形象都可能成为
萨科齐竞选道路
上的绊脚石，因
此， 萨科齐入主
爱丽舍宫， 恐怕
没那么容易。

▲
▲

萨科齐28岁当选市长，34岁成为
议员，38岁担任部长，52岁当选法国总
统。

2007年至2012年担任总统期间，
萨科齐行事高调，尤其是打破了法国
政坛长期存在的禁忌，敢于向民众公
开私生活。当政期间，他与第二任妻
子离婚， 公开追求前名模布鲁尼，并
在2008年与她结婚。为此，许多媒体
将萨科齐形容为一名“华丽的
总统”。

人物

萨科齐：曾是“华丽总统”

法国媒体曝光的总统私会照片。

奥朗德

萨科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