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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航空公司21日曝出无礼对
待乘客事件，一段该公司客机乘务
员与乘客发生口角的视频出现在社
交媒体上，当晚美国航空公司发表
声明，表示已将涉事空乘停职。

乘客苏拉因·阿迪安塔亚21日
在脸书网站上传视频、照片及文字
说明，说他当天下午乘坐美国航空
公司591航班，从加利福尼亚州旧金
山市飞往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按
照他的说法，飞机起飞前，一名空乘

“暴力拽走一名怀抱婴儿的女士手
中的婴儿推车，撞到这位女士，并且
差点伤到婴儿”。

在他上传的视频中，一名神色
不安的女性站在客舱前部，手中抱
着婴儿。她一边啜泣一边请求空乘
人员将推车还给她。旁边有乘客发
出指责空乘的声音，一名男性乘客
一边说着“看不下去了”，一边起身
走上前要求一名男空乘报上姓名。

这名男乘客与这名男空乘发生
口角，前者逼近后者，说道：“如果你

这样对我，我会把你打到站不起来。”
这名男空乘回应道：“（你）试试看，打
我吧。你不知道事情的原委。”男乘客
喊道：“你差点伤着一个婴儿！”

阿迪安塔亚上传的一张照片
中，当事女乘客两手各抱着一个婴
儿，似乎是一对双胞胎。他还写道，
这名母亲和她的孩子被赶下飞机，
她要求美国航空公司道歉，但是被
拒绝了。美国航空公司当晚发布了
声明致歉。 据新华社

在“啃老”中度过青春、甚至中年
的日本“单身寄生族”正面临“大龄
化”危机。青春不再、父母渐逝，早已
从工作和社会中“抽离”出的日本“啃
老族”将被迫面对残酷现实、“长大成
人”，否则，将成日本社会一大隐患。

五六十岁的人逐渐成为主力

根据一名“统计研究与训练机
构”学者的统计，截至2016年，约有
450万年龄在35到54岁的日本人和父
母同住。

日本从20年前开始出现年轻人
选择在家白吃白喝的“啃老现象”，
日本中央大学社会学教授山田昌弘
在1997年发明了“单身寄生族”一词
来形容这些“啃老族”。如今，这些“啃
老族”迈入中老年，五六十岁的日本
人逐渐成为“寄生”人群的主力军。

“单身寄生族”的队伍逐渐壮大，
这其中的原因其实很明显：省掉了租
房和许多日常生活花销，年轻人可以
将更多的收入用于其它消费，例如旅
行、娱乐和购买奢侈品等等。这种生
活状态尤其受到日本女性的追捧。

日本早在2001年时的调查就发
现，60.6％的女性对于和父母同住表
示“满意”或“还算满意”，只有16.3％
的女性表示“不满意”。而这一统计

中，31.3％男性表示“满意”，27.9％表
示“不满意”。

然而16年过去了，已迈入中老年
的“单身寄生族”逍遥生活似乎即将结
束。事实上，随着“单身寄生族”年龄的
增加，他们对于和父母生活的满意度
也在逐年下降，内阁府2012年的调查
显示，只有三分之一年龄在40多岁的
女性“单身寄生族”对自己的生活表示
满意，大大低于2001年的调查。

成了社保体系的威胁

由于20％的“啃老族”完全依靠
父母生活，一旦父母过世，“花光积蓄
和遗产的他们会接着‘啃食’政府，申

请救济，”山田教授说。“啃完”父母
“啃”救济，这无疑是日本社会保障体
系的一大威胁，给本就不景气的经济
再蒙一层阴云。

现在日本有40％的男性和50％
的女性是非正式员工，他们的收入远
低于正式员工，而且面临高消费、高
物价和逐渐上升的结婚生育成本。所
以说，越来越多的日本人不是不想结
婚，而是没能力结婚，他们中的不少
人最终选择“啃老”。

“啃老”加重经济不景气，经济低
迷导致收入下降，困顿让日本人没能
力结婚，没能力结婚则选择“啃老”。
日本社会似乎陷入无限的恶性循环。

作为欧盟最重要的两个国
家之一，法国大选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

在法国之外，欧盟正用忧虑
的眼光注视着这次大选。欧盟委
员莫斯科夫斯基甚至担心，“这
是我们所认识的那个欧洲的终
结”。在法国大选的四名领先者
中，勒庞和梅朗雄都以对欧盟的

“势不两立”态度著称。无论谁获
胜可能都将冲击欧元、欧股和欧
债市场，甚至欧洲格局可能重新
洗牌。更有市场人士担心，一旦
法国退出欧盟的影响，可能要更
甚于英国脱欧。

在英国脱欧公投之后，法
国大选是否会再度飞起“黑天
鹅”？现在，欧洲的“央妈们”已
经 如 临 大 敌 。欧 洲 央 行 管 委
Ewald Nowotny表示，法国大选

第一轮投票过后，如有需要欧
洲央行可以向法国的银行提供
紧急流动性。瑞士央行表态，如
果投资者蜂拥至避险货币，为
了“捍卫”瑞郎，这家央行已经做
好了降息和市场干预的准备。意
大利央行行长Ignazio Visco表
示，“央行应当为任何冲击做好
准备。如果真的出现冲击，央行
将当在必要时进行流动性支持，
以及提供廉价再融资。”

根据美银美林最新的调查
显示，华尔街对法国大选似乎
根本没有做好防备，欧元汇率
目前仍处于高位、而欧股仍最
受股市投资者青睐。一旦大选
结果出人意料，华尔街可能又
会被弄得措手不及，市场可能
会遭遇巨震。

（证券时报）

左右互搏，
看得欧盟心惊胆战

““几十年来最纠结几十年来最纠结””
““在法国之外在法国之外，，欧盟正用忧虑的眼光注视着这次大选欧盟正用忧虑的眼光注视着这次大选””

““无论是谁赢得大选无论是谁赢得大选，，法国现在都是一个怀疑欧盟的国家法国现在都是一个怀疑欧盟的国家””
““勒庞和梅朗雄等的对决勒庞和梅朗雄等的对决，，将会给金融市场带来一次心悸将会给金融市场带来一次心悸””

法 国
昨天开始
总统选举
第一轮投
票，胜出的
两名候选
人将进入
第二轮投
票一决高
下。

法 国
巴黎政治
大学政治
研究中心
秘书长迈
达尼·舍尔
法说，这是
堪称法国
第五共和
国建立以
来局势“最
纠结”的一
次选举。

一 般
来说，法国
总统选举
在3月中旬
局势就会
明朗，但此
次大选与
众不同：主
要候选人
都未能取
得压倒性
优势。

在 欧
洲面临难
民危机、一
体化进程
停滞的背
景下，这一
场选举广
受关注。谁
能胜出？法
国会走向
何方？欧盟
和欧元前
途如何？中
法关系的
前景呢？

此轮选举共有11名候选人，选前民调显示，
极右翼“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等4名候选
人选情胶着，难以预测谁能最终胜选。

其中，被誉为法国“女版特朗普”的勒庞尤其
受到世界媒体关注。

这位在竞选中毫不犹豫反全球化、主张强硬
对待难民的候选人，1968年出生在法国巴黎，是
国民阵线前任主席让-玛丽·勒庞的小女儿。

1998开始从政，2004年先后当选巴黎地区议
会议员和欧洲议会议员，2011年1月16日当选为
国民阵线主席。

“退出欧元区”“赶走移民”等极端主张外，勒
庞明确支持保护主义，主张对雇用外籍员工的企
业加税。

她还有一个响亮又耳熟的口号：“法国优先！”

>> 怀疑欧盟？
已经历过“脱欧”公投的英

国人，对法国选举有一种隔岸观
火的心态：

英国《卫报》的一篇文章，题
目就是《法国2017年选举：“左右”
分裂引发政治动荡》，《每日电讯
报》关注的点则更为直接：《无论
是谁赢得大选，法国现在都是一
个怀疑欧盟的国家》。

看法国进行选举，最紧张
的可能是德国人。德国贝伦贝
格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霍尔格·
施米丁最近就发表了题为《法
国决定欧洲》的文章：“相比于
法国决定命运的大选，今年关
于荷兰和德国选举中的忧虑都
可以往后放。”

>> 极右倾向？

新华社驻柏林记者张远说，
今年9月份德国将迎来议会选
举，德国国内舆论和民情都很关
注法国选举的动向和情况，德国
主流声音一直对勒庞这样的“极
右倾向”保持高度警惕。

张远说，从历史角度看，德
国的主流舆情不希望“右翼势
力”上台，但目前德国内部面临
难民管理等诸多问题，圣诞集
市、多特蒙德恐袭事件都在拷问
民众的心理，民意暗流涌动。如
果勒庞未能得势，德国舆情上就
会感到更安全。

>> 终结欧元？

施米丁则进一步解释德法
两国对欧元和欧盟命运的影响。

他说，巴黎和德国是欧洲大
陆政治和经济康复的基础，但如
果勒庞取胜，她很有可能终结欧
元并“敲响欧盟的丧钟”。

不过，施米丁同时分析称，
“欧洲一体化50多年进程出现失
败”的概率并不太高。

法国选举选情波动，对欧元
的影响仍十分明显。欧元对美元
汇率近期承压下跌，法国对德国
基准10年期国债收益率息差飙
升，更体现了投资者的焦虑。

“勒庞和梅朗雄等的对决，将
会给金融市场带来一次心悸。”法
国巴黎银行在报告中写道。

中国在法华侨华人人数众
多。另据法国高等教育署的数据
显示，目前在法国就读的中国留
学生人数近4万。每年，约有逾1
万名中国学生赴法留学。

截至2017年1月，法国是中国
在欧盟内第四大贸易伙伴、第四
大实际投资来源国、第三大投资
目的国和第四大技术引进国。中
国是法国亚洲第一大、全球第五
大贸易伙伴。

新华社驻巴黎记者韩冰说，
此次选举的最终结果可能直接
影响我们方方面面的生活，比如
中国企业到法国投资是否像以
前一样方便，以后办理法国长签
会不会更加麻烦，来法国留学会

否更加容易等。
韩冰说，马克龙的亲信幕

僚、外交政策顾问奥雷利安·
勒舍弗里尔曾强调，马克龙明
白 和 中 国 持 续 发 展 关 系 已 是
法国政商界的广泛共识；即便
保守如勒庞阵营，虽然经常对
中 国 商 品 的 价 格 问 题 说 三 道
四，也在接受采访时称，如果
中 国 企 业 和 投 资 能 够 帮 助 法
国解决就业等问题，他们仍持
欢迎态度。

他还说，不能排除新总统当
选后短期内对中方关系基调会
有影响，但长期来看，我们应对
中法关系的友好发展抱有信心。

据新华社、新华国际

法国总统选举投票于当地时间23日8时（北
京时间14时）在法国本土全面展开，11名总统候
选人参加角逐。

本次选举，法国本土有注册选民约4500万
人，设有6.6万多个投票站。由于时差原因，法国

部分海外省、海外领地和驻外使领馆提前开始投
票。本土大部分市镇投票站于23日19时关闭。巴
黎等一些城市和地区投票站于20时关闭。

法国政府当天在全境部署5万多名警察、
宪兵以及约7000名军人，以保证总统选举投票
安全举行。目前，法国仍处于“全国紧急状态”
中，反恐形势十分严峻。20日晚，巴黎香榭丽
舍大街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名警察死亡、两
名警察受伤。

法国宪法规定，总统任期5年，经普选产生，
选举采用多数两轮投票制。在第一轮投票中，如
果没有候选人获得逾半数选票，则得票居前的两
名候选人参加第二轮投票角逐，以决出胜者。

投入5万多警察宪兵、
7000名军人保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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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大选 如何影响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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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性不言而喻
全球市场严阵以待

日本数百万“啃老族”已成大叔大妈
残酷现实能逼他们真正“长大”？

“啃老族”老了，“啃完”父母“啃”救济

动粗威胁乘客 美航空乘被停职

现年54岁的田中裕美就是
其中之一。她告诉路透社记者，
她曾经帮流行音乐团体和音，但
是生活不稳定，于是决定和父母
同住，目前靠少量的教唱课程和
母亲的养老金过活。

田中目前没有任何养老计
划，也没有任何积蓄，而且来上课
的学生也越来越少，她说：“我的父
亲去年去世了，所以养老金减少了
一半，如果按照目前的状况发展，
我和母亲以后会一起崩溃。”

日本政府4月份公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到了50岁还没有结婚
的人口比例，男性为1/4，女性达
1/7。山田昌弘教授指出，日本90
年代中期的“泡沫经济”时代，二
十多岁的年轻人们想的是如何
尽情玩乐，因为他们觉得自己三
十多岁的时候就会结婚，但结果
到了五十岁时，他们中的1/3仍
然单身。 （新华国际）

现 / 实 / 案 / 例

54岁女子：

没有养老计划
没有任何积蓄

女乘客哭求归还婴儿车

被誉为法国“女版特朗普”的勒庞

54岁的田中裕美生活前景不明，是日本的“单身寄生族”之一

梅朗雄

日本海上自卫队23日在官方网
站发布声明称，日本两艘驱逐舰将
于当天开始与美国“卡尔·文森”号
航空母舰打击群举行联合训练。

声明说，日本海上自卫队“足
柄”号和“五月雨”号两艘驱逐舰将
与“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在西
太平洋举行联合训练。共同社援引
政府相关消息说，联合训练将持续

几天，主要内容包括阵型战术、通信
演练等。

“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包
括“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海军第
二航空队、两艘“阿利·伯克”级导弹
驱逐舰和一艘“泰孔德罗加”级导弹
巡洋舰。美国副总统彭斯 22 日称，

“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将在本
月内到达日本附近海域。 据新华社

日本两艘驱逐舰 将与“卡尔·文森”号联合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