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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美国家，“政治素人”当政
的例子越来越多，如刚当选斯洛伐
克首位女总统的苏珊娜·卡普托娃

是一位律师。当然，这些“政治素人”面对
的挑战不会轻松。

美国“市场观察”网 2016 年 11 月曾刊
文称，正在准备参加法国总统大选的马克
龙明确表示：“特朗普和我都是政坛‘局外
人’。”当他第二年5月7日当选后，就有法
国议员说：“马克龙很聪明，但没有治国经
验。”如今，持续5个多月的“黄背心”危机正
考验着马克龙，游行人群中经常有人喊出

“马克龙辞职”的口号。4月20日，巴黎依旧
有“黄背心”游行，有不满现政府的法国民
众告诉记者，2017 年大选第二轮投票的弃
投率超过 25%，是自 1969 年以来最高的一
次，“投票者中真正选择马克龙的法国人其
实只有2000多万”。当被问及“既然马克龙
让您失望，下次大选您觉得谁更能胜任”
时，很多人表现得矛盾、迷惘。公司雇员诺
艾米和中学教师迪迪耶给出的答案基本相

似，他们认为从极左翼“法兰西不屈服”的
梅朗雄到右翼共和党的沃基耶再到极右翼

“国民联盟”的勒庞，这些政坛元老都让他
们难以信服。

有法国媒体认为，“政治素人”当选国家
首脑在特定环境下可以成为大概率事件，但

“暂时的热度”不代表他们能持续获得坚实的
支持。在内政方面，据法国LCI电视台统计，
上任未满两年，前后有14位要员离开马克龙
政府，“创下第五共和国纪录”。在最新一次
内阁改组中，马克龙大胆启用39岁、获得法籍
仅3年的黑人女性恩迪耶担任政府发言人，被
反对党批评任人唯亲。在外交方面，马克龙
强硬、直率的作风也让波兰、意大利等国政要
公开批评他“没有经验、天真且傲慢”。

除选举中的“政治素人现象”，有时西方
国家为打破政治僵局、就组阁问题尽快达成
共识，也会任命“素人”出任政府要职。2018
年6月1日出任意大利政府总理的朱塞佩·
孔特此前既非议员也非政府要员，而是律师
和大学法学教授。意大利《晚邮报》评论说：

“孔特是一个纯粹的人，本不是政治人物，但他
持亲欧洲立场，是有着左派情怀的‘政治素人，
并获得‘五星运动与联盟党的支持。由于他在
被任命之前远离政坛，且口碑不错，使他成为
意大利第一个政治背景‘清白得好似火星人的
掌舵人。”意大利政治学家帕西尼认为，孔特的
当选在意大利历史上非常罕见。长期以来，意
大利总理的人选一般都是获胜的执政党领导
人。《纽约时报》认为，意大利政局的这种新变化
反映出民粹主义在该国逐渐兴起，打破业已运
行数十年的旧的政党制度。意大利路易斯大学
政治学教授罗伯托·达里蒙特此前对记者表示：

“意大利政治这一变化的深层原因是意大利经
济增长乏力严重影响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
此前的政策失灵和经济不振让绝大部分民众对
传统精英阶层失去信任。”

一年来，孔特在国际场合的形象和谈吐
得到很多国家领导人的尊重和肯定。但经济
不振等难题和挑战、处理与欧盟及域外国家
的关系，也让他领导的政府棘手。有意大利
媒体近日报道说，孔特上个月透露，任期结束
后将退出政坛，重回高校执教。或许，对“政
治素人”来说这很正常，就像人们可以预知，
特朗普卸任后还将是一位知名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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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命运的阴差阳错，

乌克兰新当选总统泽连斯基此时

应该还在自己的演艺工作室里和

妻子叶莲娜·泽连斯卡娅一起写

着《人民公仆》第四季的剧本，而

现在，他已是有 70%乌克兰选民

支持、“货真价实”的新总统了。

放眼世界政坛，像泽连斯基这样

从演艺界跨界当上总统总理的还

真不少见。

从“特朗普现象”到“马克龙

现象”，再到“泽连斯基现象”，欧

美国家的选举近几年创造了一个

又一个奇迹。有人说，一些欧美

国家的民众受够了在政坛翻来滚

去的“老油条”们的说教，才会改

投“政治素人”的票。“政治素人

风暴”颠覆了人们对欧美政党政

治、民主选举的很多固定认知，

日渐成为一个有趣的话题——它

代表着西方政治的新旧之争，也

折射出失落民众的民意怒潮。

泽连斯基过去39年的人
生 可 以 说 充 满 了“ 意 外 ”。
1978年1月25日泽连斯基出

生于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
的一个犹太家庭，其父是基辅国立经
济大学教授，母亲是工程师。泽连斯
基曾把当外交官作为自己的理想。16
岁时，泽连斯基通过托福考试，打算去
以色列留学。可经父母劝说，他阴差
阳错地考进了基辅国立经济大学克里
沃罗格经济研究所法学院。不过，泽
连斯基对法律一点都不感兴趣，除了
学校实习，他一天律师都没干过。

1997 年，泽连斯基和同伴组建了
喜剧表演队“95街区”，他任队长、演员
和编剧。他的妻子叶莲娜也是“95 街
区”工作室的编剧，并且一手创造了火
爆乌克兰的《人民公仆》主人公形象，
为丈夫的成功奠定基础。

泽连斯基和妻子可谓青梅竹马，
他们的浪漫爱情发端于中学时代，在
克里沃罗格市第 95 中学新生见面会
上，泽连斯基对叶莲娜一见钟情，当
然，叶莲娜对泽连斯基也好感有加。
中学毕业后，叶莲娜考入克里沃罗格
理工大学建筑系学习。大学毕业后，
经过 8 年的爱情马拉松，他们 2003 年
步入婚姻殿堂。二人育有一子一女。
女儿亚历山德拉生于2004年，10岁时
曾在电影《八次约会》中扮演主角的女
儿莎莎。今年 4 月 12 日，泽连斯基夫
妇陪同女儿赴巴黎参加选秀节目并获
奖。儿子基里尔生于2013年，目前还
在小学学习。

随着泽连斯基当选总统，《人民公
仆》版“真人秀”也暂告一段落。这位跨
界当选总统的喜剧明星能否如剧中人物
那样成功呢？乌克兰人民正拭目以待。

不过，历史经验证明，跨界总
统玩转政坛的能力不容小觑，与美
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意大利前

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菲律宾前总统
约瑟夫·埃斯特拉达、利比里亚总统乔治·
维阿相比，泽连斯基只能算是跨界新秀。

美国前总统里根1981年成功当选美国
第40任总统，是美国历任总统中唯一一位演
员出身的总统。在好莱坞的20余年间，里根
共出演了51部电影，却总是个“二流演员”。
于是，在担任好莱坞电影工会主席时里根开
始涉足政坛。与泽连斯基一样，面对劲敌民
主党总统吉米·卡特，演员出身的里根并不
被看好。可是令所有人意想不到的是，里根
赢了。在任期间，里根成功改善美国经济停
滞的现状，4年后，他高票赢得竞选连任。

同为电影明星出身的还有菲律宾第13
任总统、现任马尼拉市市长埃斯特拉达，他是
第一个用艺名担任总统的人。埃斯特拉达
1937年出生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一个富商

家庭，早在12岁时
他就确立了自己
投身演艺事业的
志向，并成为一名

演员。比里根幸运的是，埃斯特拉达在20年
的演员生涯中积累了很高的人气，共主演了
100多部电影，他扮演的来自底层的英雄人物
帮他树立了积极的公众形象。1998年，埃斯
特拉达当选菲律宾总统，不过仅仅两年后，因
涉嫌贪污，他被迫下台。

被誉为“政坛不倒翁”的意大利前总理贝
卢斯科尼曾三次当选总理，是二战后意大利在
职时间最长的总理。出生于1936年的贝卢斯
科尼今年已经83岁了，在成为商界大鳄前，他
曾做过驻唱歌手。在读书期间，贝卢斯科尼就
与同学组建了一支乐队，自己作为贝斯手和歌
手在夜店表演赚钱，甚至曾到游轮上驻唱。即
使从政后，他也曾亲自创作歌曲送给自己的妻
子以挽回摇摇欲坠的婚姻。成为商业巨擘后，
贝卢斯科尼的目光投向了政界。1994年，贝卢
斯科尼创建意大利力量党，在大选中与北方联
盟联手赢得选举，他首次出任总理。此后虽遭
遇被迫辞职以及落选等失利，但又先后于
2001年及2008年当选总理。

除了演员和歌手，利比里亚总
统乔治·维阿则是足球明星出身，
2017 年当选时曾被中国媒体称为

“从CCTV5走到CCTV1的男人”。这位前
AC米兰和巴黎圣日耳曼名宿，在绿茵场上
就已足够传奇。维阿出生在贫民窟里，从
小父母离异，目睹自己的祖国战乱不断，分
崩离析。他凭着素质全面、速度惊人的表
现，踢出非洲，驰骋欧洲赛场。1995年一举
拿下欧冠最佳射手、世界足球先生、金球
奖、非洲足球先生，成为首个也是目前唯一
一个来自非洲的金球奖得主。但昔日球场

“乔治王”，踏入政坛却只是政治素人，更因

为文化水平不高
屡屡失利，曾挂
出本科学位，却

被“扒”出为“野鸡大学”。痛定思痛，维阿
回归课堂，终于在41岁获得高中文凭，进而
拿到本科和硕士学位。读书之余，他不遗
余力展示个人影响力，曾经的“国家偶像”
最终当选国家总统。维阿曾在2018年中非
合作论坛前夕接受记者采访。戴上眼镜的
维阿已颇有政客风范，但一谈到足球，他就
立刻神采飞扬。

此外，危地马拉总统吉米·莫拉莱斯曾
是当地家喻户晓的喜剧演员，海地前总统
米歇尔·马尔泰利则是以奇装异服闻名的
流行音乐人，泽连斯基和这些前辈们走过
的路都大同小异，并没什么稀奇。

跨界当总统跨界当总统

泽连斯基不泽连斯基不是第一个是第一个

意大利“素人”总理：任期结束重回高校执教

从喜剧演员到总统 影星、歌手都是前辈

足球运动员的逆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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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沙利文就是斯诺克界的王者，但狮子也
会打盹。在4月23日的斯诺克世锦赛首轮，他8
比10不敌业余选手卡希尔遭遇一轮游，爆出了
斯诺克历史最大冷门。

只要出现在比赛当中，奥沙利文就永远是
人们眼里的夺冠热门。但这一次他让观众大跌
眼镜。北京时间4月23日，斯诺克世锦赛首轮，
世界排名第一的“火箭”竟然8比10被业余选手
卡希尔淘汰。奥沙利文则创出 16 年来最差战
绩。事实上，卡希尔以业余选手的身份出战世
锦赛，已经创造了历史，更没人能想到他居然还
能在奥沙利文面前取得胜利。被淘汰后，坐拥5
届赛会冠军的奥沙利文不得不接受世锦赛一轮
游的尴尬，上一次他打出如此成绩，已经是在
2003年。

美国总统特朗普应英国女王的邀请，将于6
月首次对英国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4 月 23 日
报道，白金汉宫将很快宣布这一访问。特朗普
此前于2018年7月前往英国进行了工作访问，
而不是正式的国事访问。此次，英国女王根据
英国政府的建议对特朗普发出了国事访问的正
式邀请。CNN报道称，如果特朗普在6月访问
英国，这个时间对于英国将是一个非常微妙的
时刻。此前，英国脱欧陷入僵局，英国政府已经
决定将从欧盟脱离的时间延长6个月，如果英
国在10月31日之前未同意通过脱欧协议或提
出新的替代计划，那么英国将面临无协议脱欧
的可能。而此前访问英国时曾“批评”过特雷莎
的特朗普再次访问英国，将有可能使得特雷莎
本已经被削弱的领导权更加摇摇欲坠。

4月23日，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对内阁进行
了小幅调整，宣布财政部长王瑞杰将升任副总
理。新加坡媒体称，王瑞杰将出任新加坡第四
位总理已几乎没有任何悬念。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23日报道，总理公署
文告说，王瑞杰将兼任财政部长，他也将继续领
导新加坡未来经济委员会和国家研究基金会。
报道称，今年58岁的王瑞杰在去年11月获推出
任人民行动党第一助理秘书长，确立他为第四
代新加坡领导班子的领军人物。他也因此普遍被
视为是总理接班人选的“领跑者”。而此次内阁重
组中，王瑞杰升任为副总理，意味着他成功“出
线”，出任新加坡下一任总理已几乎没有悬念。

奥沙利文竟输业余选手

特朗普将在6月首次访问英国

新加坡财政部长升任副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