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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7 日一早 ，53 岁华裔女子韩
丽芳 （Lise Han）来到法国中西部小城
图尔市一座刑事法庭外 ，等候就 “ 中国
集体婚礼 ”贪腐案出庭受审 。 这起案件
颇受法国媒体关注 ，主要原因在于 ， 即
将和韩丽芳一起坐上被告席的还包括
曾担任图尔市长近 20 年 、与法国总统
奥朗德等政要关系密切的现任社会党
籍参议员杰曼 。

“当场崩溃”
从法新社和盖蒂图片社发布的庭
审现场照片来看，韩丽芳一身黑色职
业装、一头大波浪长发、一脸精致妆
容，眼神中却透着不安。
庭审开始后，5名被告中最受关
注的杰曼迟迟没有现身。警方稍后宣
布，在杰曼住所附近一座车库中发现
他的遗体，经调查认定他在开庭前几
小时饮弹自尽。杰曼留下一纸遗书，称
自己受指控是出于“政治原因”，以死
自证清白。
杰曼的死讯在法庭内外掀起轩然
大波。韩丽芳的辩护律师肖当说，韩丽
芳“当场崩溃”。
更为此案增添“戏码”的是，韩丽
芳向调查人员承认，自己与杰曼之间
有着“持续 6年”的“秘密情人”关系。
“金钱”、“政治”、“职场”，现在又
加上“感情”。眼看这个案子几乎凑齐
一部热播剧的几大要素，让人不禁“八
卦”起来：这名女子与 67岁的老市长
之间到底有些什么纠葛？

关系不错

法国媒体报道，韩丽芳出生于台
湾高雄，1991年加入法国国籍。她在
职业社交网站领英（LinkedIn）的个人
主页显示，她上世纪 80年代毕业于台
湾淡江大学广告公关专业，在台湾有
短暂工作经历，随后前往法国，在图尔
学习法语。她在法国的工作经历包括
进出口贸易公司职员、法院翻译等。

4 月 10 日 ，在日本茨城县?田市海岸 ， 当地政府工
作人员救援搁浅的瓜头鲸 。 当日 ，150 多只瓜头鲸在日
本中部海滩搁浅 。 当地居民对其展开紧急救助 。 瓜头鲸
因其尖瓜状的脑袋而得名 ，属海豚科 ，遍布世界各地的
热带及亚热带外海的深水海域 。 新华社 发

前市长被控贪腐，庭审前自杀以死证清白

法国政要
命案背后的

华裔女人

韩丽芳4月7日在法庭外 。

从目前已知的信息来看，韩丽芳 “中国集体婚礼”项目火热推进的 政厅调到卢瓦尔河谷旅游局工作，负
与杰曼工作上的交集始于 2007年前 这几年，韩丽芳与杰曼的关系应该不 责“国际发展事务”。这一职位后来被
后。时任图尔市长杰曼把韩丽芳招聘 错。至于两人有没有“要好”到“超越工 检察人员怀疑是杰曼专为韩丽芳而设
如果留意一下律师肖当 7日庭
进图尔市政厅，负责市政府亚洲事务、 作关系”，记者从法国媒体和社交网站 的虚职。旅游局负责人勒马尔尚告诉
主要是推动图尔市与中国的关系。杰 等渠道没有找到可靠证据。
调查人员，韩丽芳在旅游局工作由杰 审时的发言，会发现韩丽芳方面的说
曼发起主要针对中国新婚夫妇、旨在
不过，图尔市政府的代理律师德 曼亲自出面安排，自己“被迫雇佣”。不 法似乎前后不大一致。与莫佤桑先前
促进图尔旅游业的“法兰西浪漫婚典” 莱尔对韩丽芳的说法予以否认。他说， 过，杰曼在遗书中驳斥：
“怎么可以相 关于韩丽芳与杰曼“多次冲突”的说法
不同，肖当说，韩丽芳从未说过不利于
项目后，韩丽芳成为直接负责人，负责 杰曼“从未承认过”自己与韩丽芳有暧 信勒马尔尚的谎言？”
实施和推广这一项目。
检察机关 2013年初就欺诈、非法 杰曼的话。
昧关系。
法国最大华文报纸《欧洲时报》网
应该说，作为项目负责人，韩丽芳
牟利、藏匿公款等罪对韩丽芳展开调
的工作业绩不俗。法国媒体报道，
“中
查，当年 5月立案。几个月后，杰曼也 站援引当庭人员的话报道，得知杰曼死
国集体婚礼”从 2007年到 2011年总
成为调查对象，被指控挪用公款等罪。 讯后，韩丽芳称杰曼为“善良的好人”；
关于两人的“冲突”，法国媒体倒
“鉴于杰曼的
共吸引大约 200对新人参加，将图尔
对于自己所受指控，杰曼大呼冤 肖当则当即向法庭申请：
这个古城堡密布、法兰西风情浓郁的 是有不少报道，当然出现在“中国集体 枉。他当年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 死讯给所有人带来了悲痛，尤其是韩丽
卢瓦尔河畔古城游客数量提高了 3 婚礼”由浪漫创意变成贪腐丑闻之后。 说，他对“蓝莲花”是韩丽芳私人产业 芳，建议法庭取消对她的司法监控。”
2011年，
“中国集体婚礼”项目因 一事并不知情，理由是韩丽芳先后把
据法国《新共和报》报道，韩丽芳
倍。这一项目受到法国媒体热捧，成为
一封匿名举报信而叫停。法国讽刺报 这家企业转到她两任丈夫名下，
杰曼最引以为豪的政绩之一。
“我怎 2013年 5月遭羁押，需缴纳巨额保释
纸《鸭鸣报》爆料称，韩丽芳“身兼公私 么会知道他们是她的丈夫和前夫？”杰 金。接下来几个月里，她不止一次申请
二职，挣了双份钱”。她不仅每月从图 曼的律师则向媒体表示，他受到韩丽 保释，最终借助变卖房产等方式取保
尔市政厅领取 3000多欧元薪水，还 芳的欺骗和操纵。
候审，受到司法监控。
把参加集体婚礼新人的化妆、拍照、观
如果说肖当那番发言重点在“取消
另一边，韩丽芳把责任推到上司
光等生意交由她私人创办的“蓝莲花” 头上。她接受法国《自由报》采访时说， 司法监控”，那么韩丽芳自曝与杰曼“关
公司受理，每对新人收费数千欧元。项 自己参与“中国集体婚礼”项目期间没 系好”会不会至少也是部分出于他意？
目运行期间，“ 蓝莲花”获得总额 95 有过错。她的律师莫佤桑向《世界报》 杰曼突然离去导致 7日临时休
还获得图尔市政 辩解，韩丽芳是“代人受过”。“我的当 庭，庭审推迟至 10月 13日。此案另
左为韩丽芳在庭审现场照片 ， 万欧元的商业合同，
府
8
0万欧元资金。
事人只是小职员，最近她与杰曼发生 外 3名被告中，两人分别是韩丽芳的
右为前图尔市长让·杰曼资料照片 。
丑闻曝光后，杰曼把韩丽芳从市 了多次冲突。”
前任和现任丈夫。 （新华社特稿 ）

说法不一

“多次冲突”

美洲峰会开幕 古巴首次参加

美古领导人握手私语
只是互致问候，并没有进行实质对话

新闻 分析

美古将如何
“互动”
古巴领导人劳尔 卡斯特
去年 月 美古两国宣
·

罗 9 日晚抵达巴拿马城 ，这是
古巴自 1994 年美洲峰会机制
创立以来首次参会 ，其外交举
动备受国际社会关注 。

12

，

布启动关系正常化进程 。 迄今
为止 ，两国已在华盛顿和哈瓦
那进行了三轮谈判 。 双方均表
示取得进展 ，但在一些问题上
分歧依旧 。 在此期间 ，以恢复
第七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 10日晚在
“面对面”
外交关系为核心目标 ，美古在
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举行开幕仪式，来自
首先 ， 此次峰会为劳尔· 公开及秘密渠道互动不断 。
美洲 35个国家的首脑和代表出席会议。
卡斯特罗与美国总统奥巴马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
要“发声”
“ 面对面 ” 创造了良机 ， 这将是
特罗在仪式前碰面，两人握手，互致问候。
两国开启关系正常化进程以
其次 ，古巴为此次峰会派
这是美国首次同意古巴参加美洲峰
来一次重要的会面 。 美国国务 出了一个人数众多 、阵容强大
会，也是美古去年底宣布启动双边关系正
院此前确认 ，峰会期间美古领 的代表团 ，拟全面参与各个分
常化进程以来两国领导人首次共同出席
导人将有机会进行 “互动 ”。 论坛和平行论坛活动 ，充分发
多边活动，双方如何互动备受关注。
由于美古两国领导人将 出古巴的声音 。
此间有分析人士认为 ，作
以何种形式 “ 互动 ” 目前仍是
个谜 ， 观察人士推测 ， 双方的 为加勒比地区重要的国家 ，古
“ 互动 ” 或在峰会间隙 “ 自然进 巴长期受到美国的制裁和封
开幕仪式在巴拿马城一个会议中心
行 ”， 也有可能开赴某酒店会 锁 ，它有向区域内各国展示自
举行。奥巴马和劳尔如何“互动”早已成为
己的强烈愿望 。 一名采访美洲
面。
媒体关注焦点。
9 日晚 ， 美国国务卿克里 峰会的古巴记者说 ：“ 我们需
委内瑞拉一家电视台的记者捕捉到
与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巴 要更加自信地展示自己 。 ”
奥巴马和劳尔碰面的情景，拍下视频，上
拿马会晤 ，这是两国断交半个
在区域内 “发声 ”，也是古
传网络。视频显示，美、古领导人互致问
多世纪以来举行的最高级别 巴出于自身经济调整的需要 。
候，握手，还进行了一番小对话。当时，联
4 月10 日 ，劳尔·卡斯特罗在开幕式前与奥巴马交谈 。
外交会晤 。 有媒体分析说 ，此 自古巴宣布经济模式更新以
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及古巴外交部长罗德
虽然奥巴马和劳尔力图展示善意，但
10日晚还发生一段小插曲。美联社 次会晤是在为两国领导人在 来 ， 外国投资在古巴有所发
里格斯站在一旁。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积极评价美古 分析家认为，奥巴马和卡斯特罗不太可能 报道，主办方巴拿马邀请参加峰会的美洲 峰会期间会面 “预热 ”，并就一 展 ，但由于美国长达半个世纪
试图改善外交关系的举动，称通过此次美 进行实质性对话。正如奥巴马所说，美古 各国领导人一同乘坐大巴参加私人晚宴， 些具体问题交换意见以达成 的制裁和封锁 ，外国资本想要
初步共识 。
落地古巴并生根结果也面临
洲峰会，美洲地区正以“历史性手段弥合 关系正常化仍需时日，两国立场不同，在 不少领导人同意了。
着不少困难 。
一些地区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意见。
不过，奥巴马坚持选择自身安保车
长久存在的分歧”。
罗德里格斯在巴拿马城
白宫方面说，两国领导人的这次“互 队，劳尔也未乘大巴，因而错过了主办方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米汉证
出席商务会议时表示 ，古巴欢
实，奥巴马和劳尔在美洲峰会开幕仪式前 动”是非正式的，他们只是互致问候，并没 安排的一次合影机会。
迎南美洲和北美洲的企业到
有进行实质对话。
本次首脑会议的主题为“繁荣与平
互致问候。
古巴 ，与古巴政府谈生意 。 古
奥巴马和劳尔上一次握手还是 2013 媒体预计，奥巴马和劳尔当地时间 等：美洲国家合作的挑战”，与会国家首脑
巴外贸和外国投资部长罗德
年底在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的葬礼上。劳尔 11日可能有更多接触。美联社报道，如果 将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就卫生、教育、环
里戈·马尔米耶卡也将在峰会
两国领导人真正对话，将是 50余年来的 境、能源、安全、民主、国家治理和公民参
当时报以微笑。
上大力推介古巴首个经济特
第一次。
与等议题展开讨论。
—— 马里埃尔发展特区 。
区—
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后，美国于
本次峰会除讨论常规话题外，还将触
古巴首次亮相美洲峰会 ，
1961年与古巴断绝外交关系，并于次年宣 及一些地区敏感议题，如古巴首次出席美
通过与其他国家积极互动
、主
奥巴马与劳尔碰面之前，美国国务卿 布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 洲峰会、美委争端以及阿根廷对马尔维纳
2013 年 12 月 10 日 ， 奥巴
动发声
， 将有助于传递一个更
克里 9日晚已经和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
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要求 马在南非与劳尔
·卡斯特罗
为自信的国家形象 ，为与各方
（新华社特稿 ）
会晤，这是两国半个多世纪来最高级别官
等。
相遇并握手
。
进一步合作打下基础 。
员会议。

简短交谈

非正式的

错过合照

扬州晚报地址 ：扬州市文昌西路 525 号扬州报业传媒集团大厦 电子信箱 ：yzwbxw@sohu.com 邮政编码 ：225009 总编办公室 87863131 要闻部 87863194 社会新闻部 87863126 国内国际部 87863123
财经部 87863127 社区部 87867199 周刊部 87863165 文娱部 87963606 体育部 87863166 摄影部 87863132 江都记者站 ：18952781872 广告部 87863148 发行投诉 87863191 87863261 878632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