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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底，临近原定“脱欧日”前后，英国社
会围绕“脱欧”问题的斗争愈演愈烈。综合外媒
报道，当地时间3月25日，议会暂时“剥夺”政
府在“脱欧”问题上的主导权，试图控制“脱欧”
进程。27日，议会正式确认推迟“脱欧”，并用

“排除法”否决了8种“脱欧”替代方案。29日，
原定“脱欧日”当天，英国首相特蕾莎·梅的

“脱欧”协议第三次被议会否决。而连日来，
近600万人在英国议会网站联名请愿，要求取
消“脱欧”。

熬过充满混乱、争吵和迷茫的3月，英国
的4月也注定不平静。英国“脱欧”这场持续近
三年的“分手大戏”将如何收场，人们期待早日
看到结局，然而结局似乎依然难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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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正变“拖”

“2019年3月29日，这个英国‘脱欧’
的日子原本像是已经刻到了石头上。但
当这一天终于到来，英国却并没有‘脱
欧’时，欧洲人能做的只是难以置信地摇
头。”美联社如是报道。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在3月
21日至22日举行的欧盟峰会上，英国首
相特雷莎·梅向欧盟提出延迟“脱欧”的申
请并得到同意。

3 月 27 日，英国议会下院经投票表
决，将原定的“脱欧”日期从法律中移除，
正式推迟原定“脱欧”日期。

根据欧盟提供的推迟“脱欧”时间
表，如果英国议会下院能通过“脱欧”
协议，将允许“脱欧”期限延至 5 月 22
日；如果未能通过“脱欧”协议，英国
必须最晚4月12日做出抉择，选项包括

“无协议脱欧”、延期“脱欧”或取消“脱
欧”，如果选择延期“脱欧”，意味着英国
必须参加5月23日到26日举行的欧洲议
会选举。

英国“脱欧”的下一个关键日期是 4
月 12 日。但达成“脱欧”协议的希望依
然渺茫。3月27日，英国议会下院举行

“指示性投票”，投票否决了8种“脱欧”
替代方案。

据英国《卫报》报道，3月29日，英国
议会以344票比286票否决了特雷莎·梅
政府“脱欧”协议草案中关键的“退出协
议”部分，进一步增加了英国“脱欧”的不
确定性。据法新社报道，英国议会第三次
否决特雷莎·梅的“脱欧”协议，这使“无
协议脱欧”或“脱欧”进程推迟的可能性

进一步增加。
一拖再拖，“脱欧”前景引发各方

担忧。据路透社报道，3月29日，英国
国际贸易大臣利亚姆·福克斯表示，由
于特蕾莎·梅的“脱欧”协议难以获得
议会批准，议会目前担心英国可能永远
无法脱离欧盟。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
得知投票结果后立即宣称，欧盟将在 4
月 10 日召开欧洲理事会紧急峰会，就
英国“脱欧”问题展开新一轮磋商。

“严重撕裂”

据美联社报道，3 月 28 日，特雷
莎·梅试图以首相身份为筹码促使“脱
欧”协议尽快通过。虽然赢得了一些反
对者支持，但特雷莎·梅提供的筹码似
乎并不足够。

“争论的重点从来就不是英国的未
来，而是谁能在党派竞争中获胜以及谁
将掌权。”埃菲社引述德国贝塔斯曼基
金会驻布鲁塞尔机构负责人斯特凡妮·
魏斯的话称，英国的“脱欧”进程显
示，“英国似乎根本没有搞清楚‘脱
欧’公投究竟意味着什么”。

“英国国内对‘脱欧’的态度一直处
于分裂的状态。要不要‘脱欧’、怎么‘脱
欧’，不同党派以及不同党派中不同派别
难以达成共识，表现在议会中就是所有
协议都被否决。政府和议会陷入对立，舆
论和民意严重撕裂。”中国现代国际关系
研究院欧洲所副所长王朔表示，英国政
府试图找到一种“能团结全英国”的“脱
欧”方式，但这一愿望恐难实现。

中国人民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执
行主任闫瑾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英

国“脱欧”困境的症结所在，一方面是
反对者的疑虑，他们认为“保障条款”
会使英国“脱欧”后既失去参与欧盟决
策的权力，又仍然受制于欧盟的一些规
则；另一方面，英国担心欧盟在北爱尔
兰边界和关税的特殊规定，将破坏英国
主权。

“脱欧”从来不单是英国一国之事。王
朔认为，伴随欧盟东扩，欧洲一体化发
展进入“深水区”。欧洲一体化之梦与
民族国家各自的利益诉求屡屡碰撞冲
突，分歧的种子早已深埋。作为服务业
密集程度全球最高国家之一，英国认为
欧盟制定的一体化产业和贸易政策限制
了自身发展。债务危机、难民危机、失
业率居高不下、民粹势力在欧洲多个国
家抬头……欧洲大陆的窘境，也让英国
想要逃离。

分析指出，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
不可逆转，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英国“脱欧派”希望“重新拿回主权、边界
与金钱”，却无法和欧盟说分就分，这也
是导致“脱欧”谈判频频陷入泥潭的重要
原因之一。

“最后一搏”

留给英国犹豫纠结的时间不多了。
英国政府准备做“最后一搏”。《卫报》
报道称，特雷莎·梅希望 4 月 12 日之前
就“脱欧”协议进行第四次议会投票。
如果协议届时获得通过，英国依然能在
5月22日“脱欧”。

美联社报道，如果英国议会下院不
批准协议、不撤回“脱欧”却又无法获
得延期，英国将在4月12日23时无协议

“脱欧”。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国如果想

延期“脱欧”3个月以上，就必须参加5月23
日至26日的欧洲议会选举。否则欧盟将于
7月1日终止英国的欧盟成员国资格。

闫瑾认为，欧盟希望英国能够依据
里斯本条约第 50 条有序“脱欧”，达成

“脱欧”协议，因此对英国推迟“脱欧”持
开放态度。但欧盟疑虑即使“脱欧”时间
延长数月也难以解决英国内部分歧。

对于英国会如何抉择，英国智库
“变革欧洲中的英国”副主任阿什伍德
表示：“英国更可能申请一段 9 至 12 个
月的延期，但具体会发生什么，需要看
英国议会在当地时间 4 月 1 日指示性投
票的结果，重新大选的可能性在增加。”

对于可能出现的重新大选，欧洲开
放智库主任亨利·纽曼分析：“这对于所
有党派都麻烦重重，保守党在 3 年中没
能带领英国顺利‘脱欧’，工党目前对于

‘脱欧’并没有坚定清晰的立场。”
“3 月 29 日这个原定‘脱欧’日期已

过，英国没有‘硬脱欧’，说明英欧双方还
是希望达成一个‘脱欧’协定。”王朔表
示，“有协议脱欧”还有一线希望，但无协
议“脱欧”风险依然很大。

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欧盟一
直在为英国“无协议脱欧”作准备。

“在英欧的谈判博弈中，欧盟比英国
更强大。”闫瑾分析，英国无论以何种方
式“脱欧”，其结果对于英国和欧盟是一
场双输结局，离开欧盟的英国充其量只
是一个中等国家，没有英国的欧盟政治
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都会下降，欧洲
一体化进程将遭受重大挫折。

上图：3 月 29 日，英国首相特雷
莎·梅在议会下院发言。 新华社/美联

据德国之声网站报道，在德国与法
国的共同见证下，法德联合议会近日在
巴黎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例会。该机制将
围绕今年 1月签署的 《亚琛条约》，就巩
固德法两国关系与加强欧洲一体化发挥
作用。

表态积极

面对新机制，法德双方信心十足。
“德国和法国对欧洲负有特殊责任。”在
法德联合议会首次例会上，德国联邦议
院主席沃尔夫冈·朔伊布勒表示，“这一
举措强调了我们在欧洲范围内开展双边
合作的坚定信心。”

另据法新社报道，法国国民议会议长
费朗表示，新的法德联合议会将是“独一
无二的”，这一机制的开启象征着法德之
间强有力的关系。他表示：“如果法德引擎
不起作用，整个欧洲都会放慢速度。”

法德联合议会脱胎于今年 1 月 22 日
法德双方签署的《亚琛条约》，该条约是继
1963年法德《爱丽舍宫条约》的补充，在条
约中，法德双方将继续深化防务、经济、文
教等一系列合作。据法新社报道，“设立法
德联合议会”是《亚琛条约》的主要内容之
一。联合议会原则上每年开会两次，轮流
在法国和德国举行。

然而，法德联合议会并不具有传统意
义 上 的 议 会 职 能 。 英 国 广 播 公 司

（BBC） 指出，该联合议会既不能出台具
有法律约束力的决议，也不具有重大问
题的决策权。分析普遍认为，在欧洲民
粹主义抬头的大背景下，法德联合议会
同 《亚琛条约》 一道，是激励“法德轴
心”在欧洲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的手段。

共促合作

“法德深化合作的背后，既有内忧，
也有外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
究所所长崔洪建在接受本报采访时指出。

首先，法德两国在共同事务的协调上
有待完善。正如德国《时代周报》举例称，

《亚琛条约》和法德联合议会的诞生将有利于避免诸如“德国擅
自关停境内德法两国共用核电站”等尴尬情况的发生。

英媒报道称，欧洲的民粹主义正在抬头。“一个充斥着离心
倾向的欧洲对法德双方有害无益。”崔洪建指出，法国一直将欧
盟视作巩固自身大国地位和提升政治影响力的平台，同时德国
也需要一个单一的欧洲市场以支撑国内的制造业，欧洲向着一
体化的大方向前进符合法德两国的利益。

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亚琛条约》是在“特殊时期”随着
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而来的。而法国总统马克龙则表
态，两国应“加强我们的欧洲以保护我们的人民”。

“放眼全球，法德合作的深化同时也是对美国的一种应
对。”崔洪建分析指出，当下美国大行单边主义，美欧渐行渐
远已是不争的事实。法德需要以深化合作这一形式来向世界
展示欧洲内部的团结和制衡美国的决心。

隐忧仍在

法德深化合作，基调向好，但隐忧仍在。
放眼欧洲，法德合作模式似乎难以复制。崔洪建表示，法德

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和解阶段，法德双边交流沟通机制
相较于欧洲其他双边关系也复杂、完善得多，且目前两国相互
借重，有着极大的合作需求。其他欧洲国家间鲜少有如此复杂
的外交历史，合作需求也不甚迫切，也就不需要以如此复杂的
形式来巩固双边关系。

在欧盟内部，法德合作似乎引起了其他欧洲国家的担忧，
甚至加重了部分右翼势力对法德的抗拒。据《卫报》报道，欧洲
部分政党领导人指责“巴黎和柏林正在创建‘超级欧盟’集团”。
分析指出，这体现了欧盟其他国家对于欧盟国家间发展不平衡
的焦虑。

崔洪建提醒，当下，“法德轴心”理应使自身名副其实，
但更应思考如何能够真正带动其他国家，使得欧盟各国的发
展相对平衡。

“此外，相比签订条约、拓宽沟通机制等形式层面的举
措，能够最大程度塑造法德关系乃至欧盟未来的还是政策领
域的进步，包括出台共同的产业政策、打造惠及整个欧洲的
工业体系、制定具体的防务合作措施等。”崔洪建说。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表态称，
法德两国“正在联手为一个能够采取行动的强大欧洲而战”。若想
真正实现法德关系“为了一体化的深化”，法德合作道阻且长。

“脱欧”会拖垮英国政府吗？
本报记者 贾平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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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个学区

日前，第十二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法国预选赛在巴黎
亨利四世中学举行，来自全法10个学区21所学校的70多名中学生参赛。

赛场上，选手们以“学会中国话，朋友遍天下”为主题进行自由演
讲，用中文讲述自己与汉语及中国的情缘。选手们还通过声乐、舞蹈、
诗朗诵、相声、乐器演奏、武术等多种形式的才艺展示，表达了对中华
文化的理解与热爱，共同交流汉语学习成果。经过激烈角逐，来自圣日
耳曼昂莱的两名高中生亚历山大·贾里特和卢·安·巴蒂斯特获得特等奖。
他们将代表法国参加今年秋季在中国举行的第十二届“汉语桥”世界中
学生中文比赛总决赛。据介绍，法国目前有超过11万人学习汉语，其中包
括4.5万名中小学生。 （均据新华社电）

2000多位

3月29日，世界工业设计大会组委会在维也纳宣布，2019世界工业
设计大会暨国际设计产业博览会将于10月在中国山东省烟台市举行。

据了解，2019 世界工业设计大会由世界工业设计大会组委会主
办、中国工业设计协会承办，并得到总部位于维也纳的联合国工业发展
组织的支持。来自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位行业代表将参加
大会。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贸易、投资和创新司司长贝尔纳多·卡萨迪利
亚-萨缅托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工业设计在提升质量、增加附加值
和提高制造业、服务业竞争力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更好的工业设计和
创新能以更环保、更具包容性和更可持续的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

由陕西省人民政府、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侨务办公

室、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联合主办的“己亥（2019）年清明公祭

轩辕黄帝典礼”，将于2019年4月5日（清明节）在陕西省延安市黄陵

县桥山祭祀广场举行。今年除举行公祭轩辕黄帝典礼外，还将举行

多项系列活动，突出展示陕西省文化创新成果。

系列活动分别是：4月1日至5日，举行“清明祭初祖 文脉传华

夏”网络主题活动；4月2日至5日，举行“海外华文媒体寻根祭祖陕西

行”系列活动；3月至6月，举行2019“我心中的黄帝陵”少儿书画活动；

3月30日，在黄陵县举行中华始祖堂揭牌仪式，并在中华始祖堂举行

陕西省重大文化项目建设成就展；3月至5月，在黄陵县中华始祖堂举

行“新中国成立70周年黄帝陵保护发展”图片展；3月29日起在黄陵

县桥山祭祀广场举行为期一周的陕北民俗文化艺术展演，4月4日在

黄陵县文化中心举行陕北民俗文化艺术晚会；4月2日至5日，在西安

人民大厦举行2019年清明祭祀人文初祖黄帝学术论坛；4月初，受邀

参加黄帝学术论坛的学者在陕西省委党校大礼堂开展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专题讲座；4月2日至7日，在黄帝陵和延安举行“缅怀初祖·四海

同钦——寻根祭祖游延安”活动；4月4日至6日，在西安亮宝楼举行

“清明公祭轩辕黄帝（第十二届）海峡两岸名家书画展”；4月4日，在陕

西宾馆举行己亥年公祭轩辕黄帝活动欢迎会，并在陕西宾馆大礼堂

举行“国风·秦韵——华夏同根主题音乐会”；4月5日，在黄陵县桥山

分别举行“侨胞林”“炎黄子孙林”“思源林”“侨心林”植树活动等。

今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系列活动新增“海外华文媒体寻根祭祖

陕西行”“陕西省重大文化项目建设成就展”“新中国成立70周年黄帝

陵保护发展图片展”“陕北民俗文化艺术展演”和“中华始祖堂揭牌仪

式”等多项内容，进一步扩大清明公祭轩辕黄帝活动的影响力。

今年的公祭活动以溯源、寻根、凝心、铸魂为主旨，通过阐释、挖

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强化文化担当，赓续中华文明

之“脉”，构筑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

己亥（2019）年清明公祭轩辕黄帝典礼4月5日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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