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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英国而言，1月 15日注定要
在历史上刻下深刻的印记。这一天，
英国议会投票决定是否接受首相特
雷莎·梅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
这一天，将决定英国未来何去何从。

“脱欧”这场大戏，或许有人猜
中开头，但未必有人能猜到结尾。

2016 年 6 月，英国将是否脱欧的
决定交给了全体民众。各有算盘的各
派势力将英国的命运放上了“赌桌”。
同 意 脱 欧 占 51.9% ，同 意 留 欧 占
48.1%……这一令世界震惊的公投结
果，不仅为一个没有英国的欧盟拉开序
幕，也让世界看到了英国撕裂的民意。

一力推动公投的时任首相卡梅
伦没想到，豪赌失败，只好黯然辞职。

亲手投下公投票的民众有些忐
忑。“二次公投”的声音此起彼伏。

只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2017 年 6 月 19 日，英国“脱欧”谈
判正式启动。这一“世纪谈判”一
波三折，各种博弈令人眼花缭乱。
2018 年 11 月，英国与欧盟就“脱
欧”协议内容达成一致，终于实现
谈判一年多来的重大突破。然而，
英国国内的反对声音迫使首相特雷
莎·梅将原定去年 12 月 11 日的议会
表决推迟到1月15日。

如今，英国站在了岔路口。面
前的任何选项都令这个曾经的帝国
体会到切肤之痛。

“有协议脱欧”，英国将面临高
额“分手费”和注定更加痛苦的谈
判。“无协议脱欧”，一切都会变得
更加混乱与不确定。在这两种情况
下，英国都将真正地成为欧盟之外
的国家，曾经习惯的一切，从人员
和资金的流动到货物和贸易的关
税，都将彻底改变。

当然，还有不断被提及的“二次公投”选项：迎合民
意，再次将选择权交给全体民众。然而，有了前车之鉴，
这一选项会令所有人再次把心揪紧。不过，正如特雷莎·
梅所说，“二次‘脱欧’公投”是对英国民主的“严重背
叛”。如果真的出现“二次公投”，西方的所谓“民主”无疑
将遭遇沉重打击。

“脱欧”这场大戏，注定没有赢家。
欧盟与英国为谈判耗费了巨大精力，更重要的

是，这场“黑天鹅”事件无论是对欧盟还是英国都已
经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这场“分手”给双方带来
的远不止经济上的损失。重要创始成员国选择退出，
这本身就让曾经雄心勃勃的欧盟遭到沉重打击。

用公投票决定自己国家未来的英国民众越发彷徨
无奈。他们无非是希望通过手中的选票为自己赢得一
个美好的未来，却想不到，换来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
过程。而且，迄今为止，仍然看不到任何光明。

对英国而言，1月15日将开启另一段坎坷的旅程。

朝美对话或加速

“金正恩结束访华，朝美对话列车能
否加速？”《韩民族新闻》 近日发出这样
的疑问。前美国国务院对朝政策特别代
表约瑟夫甚至猜测，第二次美朝首脑会
谈估计会在2月末或者3月初举行。

“金特会”前景目前仍然不稳定。不
过，各方均释放出积极信号。

据英国广播公司网站近日报道，美
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对记者说，正在
与朝鲜进行“良好的对话”。他说，他收
到了金正恩写的一封“很棒的信”，“我
们正在协商会面的地点”。此前，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正
在对第二次美朝首脑会谈的候选地点进
行踩点。报道指出，外交官和研究朝鲜问
题的专家们普遍认为，越南、印度尼西亚、
蒙古国、美国夏威夷和位于韩朝之间的非
军事区都有可能成为会谈候选地点。

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再次强调，构
建朝鲜半岛永久和平机制是朝方的一贯
立场，他准备好在任何时候与特朗普会
晤。金正恩8日在与中国领导人的会谈中
表示，朝方将继续坚持无核化立场，通
过对话协商解决半岛问题，为朝美领导
人第二次会晤取得国际社会欢迎的成果

而努力。
韩国总统文在寅 10 日在新年记者会

上也表示，期待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
在近期举行。他还说，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近日访华，对可能的朝美领导人
第二次会晤将起到积极作用。

上半年是机遇期

“2019年上半年是解决半岛问题的机
遇期。去年底，半岛局势出现波折。但
是，2019 年一开始，朝核问题的解决就
出现了新动力。随着中朝首脑会晤、第
二次‘特金会’等朝美互动，我预期今
年上半年会成为解决半岛问题新的窗口
机遇期。”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
究院中国周边战略研究室主任王俊生对
本报记者说。

朝鲜半岛局势在 2018 年发生重要的
积极变化。6月，特朗普与金正恩在新加
坡举行首次会晤并签署联合声明。此
外，朝韩领导人先后三次举行会晤，半
岛南北关系实现缓和。可惜的是，此
后，朝美谈判陷入僵局。

2019 年伊始，世界欣喜地注意到了
半岛局势的积极趋势。“今年金正恩在新
年贺词中表示不再制造、实验、使用、
传播核武器，这是对美国国内某些怀疑

声音的回应。我想，美国政府应该是比
较满意的。而且，‘特金会’之后，美朝
双方各层级交流频繁：蓬佩奥数次访
朝，双方公务级别的接触比较频繁，包
括书信往来，这增加了互信。”王俊生
说，“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国际合作方面
出现积极态势。比如，去年中美首脑会
谈后，特朗普表示，中美决定在朝鲜问
题上100%合作。”

目前，分析普遍对半岛局势表示乐
观。“美国要求朝鲜先弃核然后解除制
裁，朝鲜则认为自己已经释放诚意，双
方应该同步走，包括部分解除制裁和提
供安全保障等。”王俊生认为，“双方最
大的分歧在于解决问题的顺序而不是解
决问题本身。”

和平进程或提速

“过去一年我们亲眼见证只要努力就
可以获得和平，今年半岛和平进程会更
加提速。”韩联社引用文在寅新年记者会
的话说。

俄罗斯 《生意人报》 10 日引述俄科
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学者洛
马诺夫的话称，近来，华盛顿—平壤—
北京间外交活动频繁。这表明，朝鲜半
岛事务主要参与者准备根据去年达成的

协议让朝鲜半岛和解取得新进展。为了
进一步推动谈判进程，美朝必须相互作
出重大让步。不管特朗普是否愿意，他
离不开信誉良好的调解人和未来与平壤
达成协议的保证者。在当前条件下，只
有中国能够发挥这一作用。

“长期来看，我对半岛局势持谨慎乐
观态度。第二次‘特金会’将触及实质性问
题，双方不仅要展现诚意，还需要智慧。朝
核问题毕竟涉及到双方的核心安全利益，
根深蒂固而且长期复杂。”王俊生说。

要解决朝核问题，离不开相关各方
的共同努力。“中美朝韩都有各自需要承
担的角色。朝美是最直接的关键方自不
必说。韩国的角色也不可替代，在关键
时候，韩国需要穿针引线进行斡旋。至
于中国，要促使半岛相关问题得到平衡
的解决，中国的作用毋庸置疑。”王俊生
说，“简而言之，要解决朝核问题，一方
面需要朝美直接谈而且谈出成果，另一
方面则需要相关各方构建国际合作机
制，提供外交保障，弥补朝美之间的互
信缺失，推动半岛无核化进程。”

上图：1月6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离
开华盛顿白宫前往戴维营时向媒体发表
讲话。特朗普表示，美国和朝鲜正在就美
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的地点进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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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表态 引发不满

近日，日本安倍政府在日俄争议岛屿问
题上频繁表态。

日本首相安倍在 4 日召开的年初记者会
上称：“北方四岛 （俄称南千岛群岛） 上有
许多俄罗斯人在居住。如果岛的归属变更为
日本，必须要让他们理解。”

据共同社报道，安倍 5 日在选区发言时
表示，2019 年日俄和平条约谈判将达到高
潮。据报道，为化解与俄罗斯的领土争端，
日本政府打算在缔结日俄和平条约的同时，
与俄方签署确认双方放弃争议领土相关索赔
权的协定。

安倍的表态引发俄罗斯不满。俄外交部
于9日召见日本驻俄大使上月丰久，抗议日方
近期就日俄争议岛屿发表的不当言论。

11 日，俄外交部就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访
俄一事发表声明，重申要求日本全面承认包
括俄对南千岛群岛拥有主权在内的所有二战
结果，并称这是双方进行和平条约谈判的重
要条件。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
员姜毅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日俄两国均
在积极推进双方关系的改善，但日俄争议岛
屿的问题始终是双方关系中的“心结”。

释放信号 推动谈判

近年来，日方关于争议岛屿归属问题的
态度呈现出更为现实的调整。姜毅表示，二
战结束以来，“四岛一并归还”始终是日本的
基本立场。如今，安倍政府在这一问题上，做
出了较大的调整，希望尽快得到解决。

去年11月，安倍与俄总统普京在新加坡
会晤，商定依据1956年签署的《日苏共同宣

言》 加快日俄缔结和平条约谈判进程。《日
苏共同宣言》第九条规定，双方将继续就缔
结和平条约进行谈判，苏联在条约缔结后把
四岛中的齿舞、色丹两岛交给日本。

安倍频频通过言论释放出想要尽快达成
基本共识的信号。这不仅是想抓住普京 6月
访日的时机，也出于对紧随其后的日本参议
院选举的考量。有分析指出，根据谈判情
况，安倍可能配合参议院选举而解散众议院
实施大选。

今年11月，安倍预计将在成为日本历史
上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专家认为，安倍并
有意把谈判成果作为实现“战后日本外交总
决算”的政治遗产。

态度积极 前途未卜

“我不会预判 （和平条约） 谈判的结
果，但我希望与普京总统一起，尽可能推动

（谈判），”安倍说，“我们两人不希望这件事
拖到让下一代人解决。”

此前，安倍已多次就争议岛屿问题与普
京进行谈判。针对其谈判的坚定决心，共同
社评论称，“这是一场‘危险赌博’，完全来
自首相自上而下的决断。他的政治愿景是作
为战后最长政权而‘青史留名’。在余下3年
内，修改和平宪法和缔结日俄和平条约将成
为其努力的主要目标”。

俄罗斯国内各界对将争议岛屿移交给日
本的反对声音很高。有日媒分析称，俄方之
所以在双方和平条约谈判前频向日方发难，
既是顾虑国内舆论及议会的反弹，也是有意
牵制日方以提升谈判门槛。

姜毅指出，从最近几年的情况看，日俄
双方均采取了相对积极的态度发展两国关
系，但解决领土问题面临着一系列政治、法
律、外交问题。在客观的环境和条件面前，
两国关系的发展恐怕不是一帆风顺的事。

半岛和平或迎来新窗口期
本报记者 张 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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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红

第一次“特金会”和“文金会”曾让
世界一片叫好。然而，朝核问题并未因此
就一路坦途。201 9年伊始，半岛出现积极
态势，世界对二次“特金会”充满期待。
随着中朝首脑会晤、朝美互动频繁，半岛
迎来了201 9新年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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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俄岛争再起波澜
徐莹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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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1 2日至1 6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访问
俄罗斯。据报道，除商讨日俄缔结和平条约外，
河野此行的另一项任务是磋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本月晚些时候的访俄事宜。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4日报道，安倍可能于1 月21 日访俄。近来，日
俄关系因为争议岛屿问题而备受关注。

据法国内政部和法国媒体 13 日消息，12 日巴黎市第九区
发生的爆炸事件遇难者人数已升至4人。

图为12日，在法国巴黎，消防员在爆炸现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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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月
1 月1 3日，埃及议会通过塞西签署

的总统令，将全国范围紧急状态自本月
15日起再延长3个月。

根据该总统令，在紧急状态下，军
队和警方将采取必要措施打击恐怖主
义，维护国内安全。

201 7年4月，埃及北部城市坦塔和
亚历山大分别发生针对教堂的爆炸袭
击，造成至少45人死亡，极端组织“伊
斯兰国”宣称制造袭击。埃及议会随后
表决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为期3个月
的紧急状态，之后于 201 7年和 201 8年
共延长六次，每次延长3个月。

3200万美元
1 月1 1 日，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

雅里克说，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将拨款
3200万美元用于支持也门人道主义行动。

迪雅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
笔拨款将帮助世界粮食计划署加强对也
门人道主义物流业务，包括增加空运货
物数量、运送更多工作人员以及提升应
急通信能力等；拨款还将支持联合国相
关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对也门的援助工作。

迪雅里克说，联合国对也门有关方面
决定为人道主义工作者发放更多签证表
示欢迎，同时欢迎也门严查粮食援助遭
偷盗且严惩责任人的决定。

140亿美元
1 月1 1 日，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

病和疟疾基金会在巴黎宣布，将在2020
年至2022年期间募集至少140亿美元的
资金，用于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三
大疾病，以预期拯救1600万人的性命。

该基金会发表声明说，法国总统马克
龙和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当天在
法国首都巴黎举行会晤，马克龙对基金会
的第六次募资目标表示支持，并强调需要
通过全球合作来结束三大疾病的流行。

法国将于 201 9 年 1 0 月在里昂主办
该基金会第六次募资会议。

（均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