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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德法荷现在大选，欧盟前景更不妙了

当全世界正努力消化特朗
普上台后的一系列冲击波时，
欧洲政坛的天空也正集聚着越
来越厚重的阴云。

在英国公投“脱欧”、特朗
普入主白宫、法国民粹势力高
涨的大背景下，德国总理默克
尔被西方国家视为最后一位靠
得住的旗手。然而，本周一德国
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默克尔
所在的联盟党支持率下滑约
2 . 5个百分点至30%。同时，竞争
对手德国社民党的支持率则大
幅攀升约10个百分点至31%。可
别小看这1%的逆转，这是自
2012年7月以来，社民党的民意

支持率首度超过联盟党。
随着社民党支持率陡增，

其党主席、总理候选人舒尔茨
成为默克尔谋求连任的最大拦
路虎。民调数据反映出的德国
民意变化，一方面有对已执政
11年的默克尔审美疲劳的因
素，另一方面也源于民众对默
克尔难民政策和部分经济政策
的不满。在当前美欧社会围绕
全球化和移民等问题普遍偏向
保守的情况下，与之逆行的默
克尔必然会面临考验。不过，目
前距9月24日德国大选还有半
年多时间，默克尔还有足够的
时间来与舒尔茨过招。

法国的形势显然更加复杂
和敏感。曾与德国一道组成欧
盟双发动机的法国，不仅经济
表现疲软，政治上也正经受着
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及其领
导人玛丽娜·勒庞的强力冲
击。这并非该党和勒庞家族首

次崭露头角。早在 1 5年前的
2 0 0 2年大选中，玛丽娜的父
亲、国民阵线创始人让·马
里·勒庞就曾杀入第二轮投
票，震惊法国和欧洲。这说明
在法国极右思潮一直有市场，
只不过当年是法国的政治传
统压制住了这股力量。

随着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
的蔓延，法国经济陷入低迷，使
得玛丽娜领导的国民阵线借
2012年大选又造了一回势。随
后，在难民危机和巴黎、尼斯等
恐袭事件的冲击下，法国社会
矛盾和民意风向转变，进一步
助长了国民阵线的影响力，把
法国这一对欧盟具有决定性影
响的大国推到了风口浪尖。

法国舆论研究所4日公布
的民调显示 ,主张退出欧元区
的疑欧派玛丽娜将在4月23日
第一轮投票中斩获25%的选票,
而独立候选人、前经济部长马

克龙和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理
菲永将分获20 . 5%和18 . 5%的选
票。但在5月7日的决胜轮投票
中 ,玛丽娜将以37%对63%的劣
势输给马克龙。

不过，政坛新星马克龙日
前被爆“婚外情”丑闻，不知这
是否会像菲永的“吃空饷”丑闻
一样拖累选情。而且民调预测
结果显然将法国“左右联合做
掉极右”的政治惯例考虑其
中，但这一惯例今年是否会奏
效也存在不确定性，毕竟法国
的社会环境较以往已发生巨
大变化，极右思潮从未像今天
这样在法国受到支持。预想中
的玛丽娜与马克龙的对决，意
味着保守与开放的搏斗，法国
大选可谓欧盟最大的不确定性
因素。

此外，3月15日荷兰也将举
行大选，而且目前民调领先的
又是极右翼政党自由党。荷兰

虽不像法德那样在欧盟中举足
轻重，但作为欧盟创始国之一，
荷兰的一举一动仍十分引人注
目。而且，回顾历史，荷兰人对
欧盟并非百依百顺，该国曾在
2005年公投否决了欧盟宪法，
去年还曾公投否决欧盟与乌克
兰联系国协定。面对以自由党
领导人威尔德斯为代表的极右
势力抬头，目前谋求再度连任
的荷兰首相吕特已通过调整竞
选策略拉拢极右选民。

在荷法德三国选情胶着之
际，欧盟还需要提防另一个不
稳定因素——— 希腊。今年7月，
希腊将有80亿欧元的债务到期
需要偿还欧洲央行，且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日前放话拒绝救助
希腊。一旦希腊救助计划失败，
那么欧元区危机将再度上演，
这将进一步鼓励“脱欧”势力和
疑欧派，欧盟的不确定性还将
继续增加。

每逢佳节胖三斤？减肥容易保持难

今天是农历正月十五，一
般来说，这一天也意味着“过
年”的结束。过年期间，各式各
样的美食加上胡吃海喝，不少
人又认真贯彻了“每逢佳节胖
三斤”的原则。这不，年后他们
又开始忙着减肥了。但最近英
国的一档电视节目告诉我们：
减肥或许不难，可保持住减肥
后的苗条身材，却难倒了很多
减肥者。

七年前，来自英国南安普
顿市的哈莉特·詹金斯成为了
那年最耀眼的减肥明星。身高
1 . 7 2米、体重165公斤的哈莉
特，通过15个月的节食，以每月
掉6 . 35公斤肉的速度，成功减
掉大半个自己，将体重降到了
70公斤。减肥成功的她，那年身
着一条小黑裙，金发披肩，出现

在舞台上，仿佛奥斯卡颁奖典
礼上的明星。在当年拍摄的一
张照片中，哈莉特满脸笑容地
展示一条她减肥前穿过的牛仔
裤，裤腰简直可以装下两个减
肥后的她。

然而，七年后，当再次见到
哈莉特时，你一定会大吃一惊：
虽然不愿意透露自己的体重，但
她显然又吃回了减肥前的体重。

原来，当年减肥成功后，哈
莉特的体重就开始反弹，而且
和减肥时的速度一样，以每月
6 . 35公斤的速度增加。原因很
简单———“我知道自己一定会
复胖，因为我吃得太多了。”哈
莉特说。

除了哈莉特，英国4频道的
这档节目还采访了另外两位几
年前的减肥“励志名人”，包括

59岁的简·霍尔和50岁的勒罗
伊·威尔逊。简在2012年减掉了
50 . 8公斤，如今又长回了31 . 7公
斤。勒罗伊更夸张——— 当年医
生告诉他，再这么胖下去，他很
可能得心脏病，因此，他定下了

“要么瘦，要么死”的减肥目标，
7个月内狂甩108公斤。勒罗伊
一时成了名人，又是上封面又
是拍广告，甚至还有很多女孩
给他写来求爱信。然而，如今的
他又恢复了146公斤的体重，虽
然部分原因在于他因病服用过
激素类药物，但另一方面，勒罗
伊自己也说，“从胖到瘦，不适
应这种变化。”

对于这几个“减肥冠军”的
“复胖”，有专家认为，主要原因
在于两方面：首先是在心理上，
他们不适应这个仿佛重塑自我
的过程，又容易在名噪一时后放
松自己；而体重反弹后再回想起
当初的辉煌战果，可能导致沮丧
而更加自暴自弃。更重要的是，
他们长期以来形成的饮食习惯
本来就容易让人发胖，而用节食
作为减肥手段又不是长久之计，

所以，想把减肥成果保持到底，
确实不容易。数据显示，有四成

“极端减肥者”在减肥成功后复
胖，最多的胖了127公斤。

专家说，即使那些正常减
肥的人，恐怕也很难避免反弹。
每年英国约有三千万人在减肥，
但在减肥成功三年后，约有10%
的人又会回到减肥前的体重。

看到这里，你会不会有点
绝望：到底怎样才能彻底告别
肥胖？别难过，也不是没有正面
案例。31岁的丹尼尔·惠勒2012年
把体重从139 . 7公斤减到了89公
斤，但与上述三人不同的是，现
在他仍保持着匀称的体型。惠勒
的秘诀就是：他早早就意识到，
靠节食不如靠健身。他辞掉了原
先的营销工作，如今是一名健身
教练，正是每天的锻炼帮他保
持住了减肥后的身材。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健康心
理学教授曼恩说，那些成功保
持减肥后身材的人有一个共同
点，就是每天至少锻炼一个小
时。“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
情，就是控制体重。”

最近这段时间，美国总统
特朗普上台后签发的一系列政
令很是吸引眼球，尤其是那道
一口气禁止七个穆斯林国家的
公民入境美国的限制令，更是
惹来了一场泼天的抗议潮，美
国“自由派”的政客和民众激烈
地批判特朗普“违宪”甚至违背
了“美国立国精神”。

其实，“自由派”们批判特
朗普用不着这么上纲上线。若
说特朗普的禁令违宪，那美国
历史上违宪的事儿还真没少
干，远的不说，20世纪初的“排
华法案”执行了那么多年，那会
儿美国宪法哪儿去了？“美国立

国精神”何在呢？真正变化的是
那些抗议者，漫长的和平而富
足的生活让这些人患上了“圣
母病”，忘记了他们的祖先曾怎
样攫取血淋淋的第一桶金而不
那么讲究“政治正确”。

那么，特朗普能治好自己
民众们的“圣母病”，让美国重
现那种不那么政治正确的“伟
大”吗？前景很不乐观。因为上
追一千多年，西方历史上曾经
出现过一位也想要力挽狂澜的
人，可最终却不仅给自己留下
了一世骂名，还加速了帝国的
分裂和灭亡。

罗马帝国皇帝、叛教者尤
里安是在公元361年登基称帝
的，他继位的时间点十分微妙，
在他接手江山前不久，他大爷
君士坦丁大帝刚刚宣布将基督
教立为罗马帝国的国教。这个
转变看似只是个宗教信仰问
题，但实际上对罗马来说是个

很要命的问题。首先是军事，古
罗马多神教是十分强悍尚武
的，士兵出征前都要到战神庙
前集合宣誓，而早期基督教徒
却拒绝服兵役，甚至拒绝触碰
武器，这就导致了罗马立刻陷
入征兵困难的窘境。其次，基督
教讲究人人平等，于是罗马遵照
该精神把公民权赋予了境内每
个自由民（相当于普发签证），这
个政策的初衷虽然很好，却让原
先有公民权的那部分罗马人丧
失了优越感和公民心，而拿到公
民权的新移民们也不领情，不把
罗马当自己的祖国建设，罗马
人心进一步瓦解。

原本信奉基督教的尤里安
上台后立刻搞起了复辟，宣布
废除基督教的国教地位，要求
罗马回到过去的多神教传统中
去，以图让罗马重新伟大。

应当说，皇帝本人为此干
得十分卖力，他放弃了基督教式

的君权神授光环，而重新拿起了
“平等者中的第一人”这个古罗
马“民选皇帝”的称号，甚至穿上
托加袍跑到元老院和广场上去
演讲，苦口婆心地劝说民众们重
拾罗马旧日的精神和荣光。

然而，承平日久的罗马人
已经没有祖先的那副铁石心
肠，他们厌恶多神教的那种血
淋淋的祭祀，认定古罗马有条
件的公民权是一种野蛮。更糟
糕的是，尤里安的宗教复辟还
撕裂了罗马内部已然脆弱的共
识，多神教的支持者们在忍受
基督教多年的扩张后已经憋了
一肚子火，如今有皇帝撑腰，可
算逮住了秋后算账的机会，他
们上街打砸抢、公开抢夺基督
徒的教产，而基督教徒立刻予
以针锋相对的回击，整个罗马
内部几近陷入内战。

尤里安对罗马内部的混乱
束手无策，最终只好宣布远征

萨珊波斯以转嫁国内矛盾。尤里
安被很多人认为是继图拉真之
后最会打仗的罗马皇帝，然而，
在对萨珊波斯的征战中，这位皇
帝表现出的却只有蛮勇，他屡屡
身先士卒，冲到第一线“找死”。
最终，一支波斯箭射穿了他那颗
登基以来饱受煎熬的心脏。

这就是叛教者尤里安的故
事，他有超拔的眼光、坚强的毅
力，却掰不过时代的手腕。在他
死后一千多年，一位俄罗斯作
家以他的故事为题材创作了小
说《诸神之死》。的确，在尤里安
个人悲剧的背后，是罗马帝国
精神的衰亡，而在这个帝国沦
落的背后，是古典多神教文化
的被摒弃和没落。

这就是尤里安人生悲剧的
真相——— 如果一种文化已然被
人淡忘，一个人的力挽狂澜留
下的也许不是伟岸的身影，而
是不解与嘲笑。

叛教者尤里安与罗马帝国的衰亡

7年前，减肥成功的哈莉特和

减肥前的自己（人形立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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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哈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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