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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

【欧洲时报记者张新巴黎报
道】3 月 6 日，中国驻法大使翟隽
邀请法国著名学府、被誉为“领
袖与精英摇篮”的巴黎政治学院
（Science Po de Paris)“走进中国
大使馆”，与 70 余名师生进行亲
切的交流并举行座谈。这是中国
驻法大使首次邀请法国高等学府
师生代表到新馆做客，驻法使馆
关键公使、于江参赞、张伟参赞
等出席。

翟隽大使首先会见了巴黎政
治 学 院 公 共 事 务 学 院 行 政 主 任
古 塞 勒（Sana de Courcelle)、 国
际事务学院副院长马洛尼 (Mark 
Maloney)、巴黎政治学院驻华代表
安明兰，带领师生们参观孟德斯
鸠公馆并为师生们讲座，学生们
欣赏旅法青年钢琴家张晓茉演奏
的钢琴曲、品尝中国美食，感受
中国文化和历史，逐渐“走近”
中国。

在中国驻法使馆大使翟隽及
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学生们分批
参观了使馆新址孟德斯鸠公馆。
孟德斯鸠公馆始建于 1778 年，于
1945 年被列为法国历史文化保护
建 筑， 由 中 国 政 府 在 2010 年 12
月购得，并于 2014 年正式动工改
造。

翟隽向学生们介绍说，为了
保留孟德斯鸠公馆的历史风格，

翟隽为法国精英摇篮学生开课

最近一本由巴
黎太平洋通出版社
出版的讲述法国总

统府生态的书在华人群体中悄悄
流行开来，许多人对其赞誉有加。
这就是在法国政府工作经年、现
为法国劳动部、社会团结与卫生
部、体育部中央行政主任专员的
朱元发博士所著的《五月爱丽舍
宫——马克龙政权和法国政治生
态》。作者以长期的观察和对法
国政治体系的深刻了解，全面阐
述了这个被世人称为“马克龙现
象”的来龙去脉。书中的多个章
节还介绍了法国公务员制度和党
派运作，生动而完整地展现了法
国的政治生态。

对于生活在法国的许多华侨
华人来说，每次的总统大选都是
热热闹闹，但是对其中的运作形
式真正了解的却并不多。而对于
生活在香榭丽舍大街北面的那座
神秘的院落内部的事情所能了解
的则更是寥寥。朱元发 1999 年考
取法国政府公务员，2001 年毕业
后进入法国社会事务部工作，18
年来在政府内滚打摸爬，对法国
的政治生态可说是烂熟于心，因
此，由他来解析马克龙入主爱丽
舍宫的内幕，确实是别人无法比
拟的。

朱元发 1979 年从湖北京山县

朱元发《五月爱丽舍宫》受热捧
欧洲时报记者 黄冠杰的黑冲冲山坳考入珞珈山上满园樱

花的武汉大学。他的专业是图书馆
学。在那里他与法国十八世纪启蒙
运动的思想家“相遇”：孟德斯鸠
的《论法的精神》和《波斯人的信
札》、伏尔泰的《哲学通信》和《路
易十四时代》、卢梭的《社会契约
论》等，都成了他爱不释手的书籍，
虽是懵懵懂懂，却也启迪心灵。而
读傅雷先生翻译的法国小说则是他
业余最大的爱好。巴尔扎克的《人
间喜剧》、雨果的《巴黎圣母院》、
司汤达的《红与黑》、福楼拜的《包
法利夫人》……那时武大率先实行
了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
班生制、导师制等制度，朱元发还
选修了中国古典文学、现代文学、
美学、心理学、外国文学等。朱元
发说，特别是江伙生老师演戏般的
法国文学课，栩栩如生，同学们如
醉如痴，完全是一种享受。于是乎，
他偷偷地爱上法国。到法国留学成
了他日夜难释的梦。恰逢国家选派
出国博士研究生，朱元发成功考取。
于 1984 年 7 月 2 日与那时中国的
120 多位幸运者同机踏上浪漫的法
国之地。

1992 年朱元发以《战后法国
社会学发展》博士论文获得巴黎索

邦大学社会学博士，但是虽然是博
士，工作却是难找。

在明白了自己不是“打工”这
块料后，他决定报考公务员。功夫
不负有心人。1999 年他成功考取
法国公务员，并进入里尔地方行政
学院，系统地学习法国政治、经济
和社会制度，三十载有余，耳濡目
染，热衷法国政治。

工作之后，朱元发自己爱好阅
读的习惯没有改，相反，随着法
语的不断进步，他对法国政治生态
了解越来越深刻了。通过阅读《费
加罗》报，学习其写作方式。他
喜欢阅读传记、回忆录和政论。
如法国著名记者、政治评论家弗朗
兹 - 奥利维尔· 吉斯伯特 ( Franz 
- Olivier GIESBERT,1949 年 1 月
18 日生 ) 的作品。朱元发读过他
的书有：《（密特朗）总统》(Le 
Président,1991) 等等。他还喜欢密
特朗特别顾问雅克·阿塔利 (Jacques 
ATTALI, 1943 年 11 月 1 日生 ) 的
书：《 一 字 不 漏 》(Verbatim)、
《 密 特 朗 轶 事》(C'était François 
Mitterrand)、《打击和伤害：50 年
与密特朗共享的秘密》等。朱元发
告诉记者，对于每位法国第五共和
国的总统和总理，他所读的书籍均

治轶事来揭法国政坛的底。一发
而不可收。每篇在他的微信发表
之后，总有有识之士点评和与他
互动，除了那些让我沾沾自喜的
无数外交式、社交性的和真诚的
点赞之外，更令人兴奋，最欣慰
的是那些留言，给了他激励。其
中，热心阅读他政评的，就有巴
黎太平洋通出版社的社长朱人来，
他对朱元发亦庄亦谐的文章风格
赞誉有加，认为其把一个严肃的
政治事件幽默表达出来，很有创
意，就有了帮其整理出书的想法。
两人一拍即合，经过整理修改，
最终于 2017 年 11 月出版。

书中有许多爆料：如总统的
年 收 入 是 多 少？ 总 统 有 哪 些 待
遇？总统有哪些权力？如何制约
总统的权力？密特朗、萨科奇、
奥朗德等有哪些风流韵事？等等。
当然，最重要的是对马克龙成功
入主爱丽舍宫的分析。马克龙的
成功并非就是“天上掉馅饼”砸
到头上了，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
原因，书中对此进行了剖析。除
此之外，还加入了中法词语对照，
对一些社会、政治领域的词语进
行了注释，非常实用。

现在， 一向低调的朱元发成
为侨学界“红人”，很多活动邀
请他到场，他的工作是两项：谈
法国政治生态，签售自己的新书。

巴黎政治学院师生做客中国大使馆

▲翟隽邀请法国著名学府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 Po de Paris) 学生走进中国大使馆并合影。                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由薛超 摄 ▲翟隽开讲，并回答学生提问。

▲会场座无虚席，气氛热烈。 使馆聘请了法国专家进行设计改
造和修复，采用了与 18 世纪建筑
风格统一的室内配饰与家具。同
时，还邀请中国美术学院及故宫
博物院专家进行艺术品的策划与
创作，加入了不少中国元素。翟
隽在现场向学生们介绍了关山月、
傅抱石等中国画家的画作，讲解
了墙纸图案中“喜上眉梢”的中
国文化寓意。学生们纷纷感叹，
中法文化元素相得益彰，更增添
了孟德斯鸠公馆的文化韵味。

翟隽大使还“揭秘”了他办
公室里一张照片的背景：那是他
与中国主席习近平的合影。“照
这张照片的时候是在 2013 年底，

当时恰逢法国代表团访华，我虽然
还没有正式就任驻法大使，但已经
决定了要来法国。当时访华的埃罗
还是法国总理。”

“听大使讲课”是当日活动的
一大亮点，也是 70 余名巴黎政治
学院师生最为期待的重头戏。翟隽
大使向学生介绍了当前的中法关
系状况。他说，中法是相互欣赏的
两大文明，是全方位合作的战略伙
伴，是多边主义的共同维护者，中
法关系已成为世界稳定的重要因
素。年初，马克龙总统实现了首次
访华，翟隽就访问成果做了简要介
绍，并指出此访促使中法关系得到
了巩固和加强。

翟隽以“数说经济”的方式阐
述了应如何看待中国经济。他说，
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经济总量稳步提升，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取得重要进展，新动能蓬勃发
展。但是，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还不够足，创新能力还不够强，脱
贫攻坚任务艰巨，城乡区域发展和
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这些领域
将是中国继续努力的方向。在讲解
中国外交时，翟隽强调，中国外交
总目标是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翟隽还呼吁
学生们关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参与此次活动的学生来自 20
多个国家，其中多是来巴黎进修的
各国外交官以及国际关系学界的
研究生，堪称是一次“小联合国”
式的交流。大使结合自己的外交经
历，为学生们上了一堂精彩的“外
交课”，同师生们深入交流，有问
必答，取得良好效果。在课上，学
生们认真聆听，不少还拿出纸笔记
笔记。问答环节，学生们提问积极
踊跃，翟隽一一回答了中方“一带
一路”倡议的成效及带来的机遇、
中法新能源合作、朝鲜核问题等热
点问题，获得现场阵阵掌声。

巴黎政治学院尼日利亚籍学
生阿加吉是国际能源领域的研究
生，她用中文向大使提问了中法核
能合作的具体现状。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她说：“中国驻法使馆带给
我们的完全超出了预期！使馆从
装修到装饰无一处不体现出中国
对法国文明的尊重和对世界的开
放。我非常满意翟隽大使的回答，
他是一位真正睿智的外交家。我的
梦想就是将来能够到中国工作，为
解决世界能源问题、尤其是为核电

废料处理找到妥善的解决之道。”
这是中国驻法使馆首次邀请

法国一流学府师生代表到新馆做
客。参加此次“走进使馆”活动的
师生们为中国驻法使馆新馆改造
在保护文化遗产、蕴涵人文精神、
体现文明互荣互鉴等方面所展现
的新时代中国的大国形象、大国气
度、纷纷“点赞”。

据悉，巴黎政治学院学生“走
进使馆”活动报名教师和学生代表
共约 70 人，主要来自法国、美国、
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瑞士、
英国、波兰、捷克、加拿大、澳大
利亚、印度、韩国、泰国、越南、
厄瓜多尔等近 20 个国家。专业为
国际关系、公共事务，多为硕士在
读，有不少人参与复旦大学等中国
高校与法国高校的联合培养或研
究项目。此次活动主要由巴政国
际关系部和巴政主要学生社团之
一——“青年外交官倡议”学生社
团承担外方的具体组织工作。“青
年外交官倡议”学生社团具有一定
规模和影响，成员主要包括来自法
国及多个国家的国际关系学生和
进修的年轻外交官。

超过 5 本。久而久之，开始对法国
政坛的那些事熟悉起来了，慢慢积
累不少背景知识，与法国政治记者
和政治专栏作家交谈，觉得能说得
上话了，也就是说能谈到点子上
了。

朱元发认为，读的书籍多了，
看的多了和听的多了，就有了动笔
的念头。而 2016 年开始的总统大
选正给他储蓄已久的思想水库有
了开闸放水的机遇。

分析和批判现实总是那么简
单，但自己动笔就不那么容易了。
朱元发说，文人都有眼高手低的通
病，自己也不例外，但是，他坚信
只要用心做文章，肯定能有相应
的收获。中国有句俗语：烟出文
章酒出诗。这就是他的“圣经”。
点上一支烟，灵感即升，休闲山庄
的《法国总统大选漫淡》随即成篇
了。法国 2017 年总统大选，事实
上从 2016 年初就拉开了序幕。朱
元发开始了撰写大选政评。他表
示，写作既没有理想，也没有计划，
也不用投稿和算报酬等等。当时的
想法很简单：用幽默的口吻和调侃
的方式，通过一系列事关重大的政

▲巴黎政治学院师生认真听取翟隽大使讲座。           张新 摄
▲翟隽大使为巴黎政治学院师生做新使馆“导游”，并带领他们参

观办公室。                                                                            张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