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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根稻草落下

“梅的首相职位因内阁倒戈、议会哗变
以及选民在英国‘脱欧’问题上的强烈反
弹而陷入瘫痪。”英国《金融时报》称。

2016 年英国“脱欧”公投之后，肩负
“脱欧”使命上任的特雷莎·梅或许不会想
到，她最终又因“脱欧”被迫离开。

据路透社报道，特雷莎·梅与欧盟达成
的“脱欧”协议连续 4 次遭英国议会下院否
决，原定3月29日的“脱欧”日期被迫延迟至
10月31日。“脱欧”进程陷入停滞，英国保守
党内要求再次对首相进行不信任投票的呼
声持续不断，迫使特雷莎·梅尽早下台。

自 3年前临危受命以来，特雷莎·梅一
直努力寻找一份各方都可接受的“脱欧”
方案，却始终阻力重重。

3 月，特雷莎·梅曾表示，如果支持
“脱欧”的议员们愿意支持她与欧盟达成的
“脱欧”协议，她愿意辞去首相职务。

“那时已有些悲壮。特雷莎·梅想用自
己的下台换取‘脱欧’协议的通过，但没
有成功。”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
所长崔洪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

在5月21日公布的“最后版本”中，特雷
莎·梅孤注一掷，欲以同意议会决定是否举
行二次公投为条件，为协议做最后一搏，却
引发来自反对党工党的强烈反对和保守党
阵营的公开否决。下议院领袖利德索姆认
为新方案无法兑现公投结果，随即辞职，成
为压垮特雷莎·梅的最后一根稻草。

“布雷迪向梅明确表示，她所修改的‘脱
欧’协议不可能赢得英国议会的支持，而且她
所在政党已经对她失去了信心。”《金融时报》
称，24日，特雷莎·梅与保守党后座议员组成
的“1922委员会”主席格雷厄姆·布雷迪举行
会议后，最终“向不可避免的结果屈服”。

回望过去 3 年，为了完成“脱欧”使
命，特雷莎·梅可谓竭尽全力。

“在特雷莎·梅任职期间，整个英国社会
围绕‘脱欧’、‘留欧’的风险和收益进行了充
分讨论。虽然最终‘脱欧’协议文本没有得

到英国议会通过，但是在与欧盟多轮顽强谈
判之后，特雷莎·梅为未来英国‘脱欧’确定
了基本的方向和文本。”中共中央党校国际
战略研究院副教授赵柯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认为，这是特雷莎·梅的贡献。

然而，如分析所言，作为一名“脱
欧”首相，特雷莎·梅从一开始就在走钢
丝。为了换取支持，她每让一步，接踵而
来的是来自另一方阵营强烈的反对，直到
最终无路可走。

拖累英国和欧盟

自上台以来，特雷莎·梅的目标非常清
晰：让英国有序平稳地“脱欧”，避免英国
利益受到过度冲击。然而，初衷很美好，
现实很残酷。

“特雷莎·梅走到今天的一个根本原
因，在于她作为一个坚定的‘留欧派’，却
要领导‘脱欧’进程。这本身就是一个悖
论。”赵柯分析称，根据特雷莎·梅与欧盟
谈判达成的协议文本，英国在政治、经
济、社会、军事安全等各领域仍与欧盟保
持密切联系，只是在法律意义上脱离欧盟。

这份被指“过软”的方案，饱受来自英国
国内各派的争议：“硬脱欧派”批其“假脱
欧”，违背民众公投“脱欧”的本意；“留欧派”
认为协议有损主权，使英国仍需遵守欧盟各
项规则，却无法享有相应的权利和话语权；
工党虽然赞同“软脱欧”，却想自己牵头，不
愿与特雷莎·梅政府合作……基于各自利
益，各方激烈博弈，达成共识遥遥无期。

“英国国内政治斗争极其复杂，保守党
内进一步分裂，工党没有承担反对党责任，
这将特雷莎·梅拖入泥潭，使她提出的看上
去稳妥的方案最终无法达成。”崔洪建说。

实际上，这场熬人的“脱欧”拉锯
战，拖累的还有英国和欧盟。

路透社称，特雷莎·梅留给继任者的是
一个深陷分歧的国家，还有一群在如何、
何时以及是否“脱欧”的问题上陷入僵局
的政治精英。

自“脱欧”公投以来，“留欧”还是

“脱欧”，“软脱”还是“硬脱”，众多争论
前所未有地撕裂着英国社会。“英国政治开
始出现了极端化、碎片化的现象，没有共
识，各党派都在为各自的利益争斗，似乎
没有人去关心共同的国家利益并为此承担
责任。”崔洪建指出，英国本身也正因为

“脱欧”陷入一个困境。
欧盟同样不堪其扰。日前落幕的欧洲

议会选举就因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一度
面临席位分配难题。最终，因为“脱欧”协议
无法正式生效，英国不得不参加选举。

对此，经济学人智库分析师彼得·塞雷
蒂充满担忧：“英国参与选举将极大分散人
们对竞选期间更实质性欧盟政策问题的注
意力，为整个欧盟内的欧洲怀疑论者政党
提供反欧洲言论的弹药。”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也曾直言，英
国长期处于不退不留的状态，已经引发许
多欧盟国家对其带来连锁反应的担心。

各方是时候反思了

“后特雷莎·梅时代”即将开启。谁来
掌舵？“脱欧”路向何方？英国又将何去何
从？一系列问题潜藏着一系列变数。

自 6 月 10 日起，保守党将开始选举新
党首。候选名单包括前外交大臣约翰逊在
内的20余人。由于英国距离2022年大选还
有两年多时间，因此作为执政党，保守党
党内选举胜出者将直接出任新首相。

“新的领导人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脱
欧’接下来的方向。”崔洪建指出，选出一名既
能稳住保守党阵营又能避免“脱欧”极端选择
的新党首，是保守党需要走好的第一步。

不少英媒估计，作为“硬脱欧派”代

表的约翰逊胜出概率较大。一些分析由此
认为，英国最终选择“硬脱欧”甚至“无
协议脱欧”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不过，在赵柯看来，目前仍可对英国
“软脱欧”持谨慎乐观态度。“整个‘脱
欧’进程让更多英国人意识到与欧盟保持
紧密联系的重要性。此外，英国与欧盟的
政治精英，即便是‘硬脱欧派’，也都知道

‘无协议脱欧’存在巨大风险。‘软脱欧’
对双方更好，这仍是一个政治共识，也是
英国社会的一股强大民意。”

无论如何，英国“脱欧”走到这一步，是
时候需要反思了。而反思者，显然不只是无
力完成“脱欧”使命的特雷莎·梅政府。

“作为反对党，工党虽然主张‘软脱欧’，
却因党派利益，并未在很多议题上配合特雷
莎·梅政府，以致未能形成一个跨党派的共
识。”赵柯认为，工党的破坏性反对，而非建
设性反对，是特雷莎·梅的“脱欧”协议文本
在议会总是无法通过的原因之一。

欧盟也应从中警醒。自“脱欧”谈判
启动以来，欧盟始终态度强硬、条件苛
刻。压力之下，特雷莎·梅政府做出不少让
步，却使“脱欧”协议文本在英国国内激
起多次反弹。

“欧盟希望以此惩罚英国，让其吃尽
‘脱欧’苦头，并以儆效尤。但这应有限
度。”崔洪建指出，一方面，英国陷入“脱
欧”僵局，欧盟难逃负面影响；另一方
面，欧盟对英国的惩罚不能从根本上解决
其在一体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

“妥协不是一个肮脏的词语。生活在于
妥协。”在24日的辞职声明中，特雷莎·梅
借用人道主义者尼古拉斯·温顿曾经给她的
这句忠告，仍在试图呼吁各方妥协。不知
她的最后一次努力能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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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女首相被拖垮了
本报记者 严 瑜

“脱欧”协议4次遭遇否决 特雷莎·梅含泪宣布辞职

“脱欧”女首相被拖垮了
本报记者 严 瑜

“感谢让我有这个机会为我热爱的国家服务。”哽咽着念
完辞职声明的最后一句，特雷莎·梅转身走向唐宁街10号的
大门，背影极其落寞。从“梅”有办法到“没有办法”，在
经历了长达近3年的“脱欧”拉锯战后，英国历史上第二位
女首相即将黯然下台。

当地时间5月24日，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宣布，将于6
月7日卸任英国保守党领袖职务，并待新的领导人就位后，
辞去英国首相一职。

环 球 热 点

孟夏的青岛，万物并秀，活力盎然。5 月 24
日至26日，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青岛论坛
在此举行，来自 18 个上合组织相关国家的近 400
人云集会场，共商地方经贸合作大计。众多参会
政要、境外客商表示，论坛将为上合成员国经济
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挖掘上合组织合作新动力”

“当下，世界经济正处在深度调整阶段。贸易
保护主义抬头比较明显，国际贸易和投资发展较
为曲折，地缘政治因素错综复杂。在这样的背景
下，上合组织面临新形势和新任务。”国开行研究
院副院长朱文彬说。

本届论坛以“共商、共建、共享——打造上海合
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新局面”为主题，围绕“推进互
联互通、挖掘上合组织合作新动力”及“促进投资便
利化、助力上合组织新发展”两个专题展开讨论。

据悉，此次活动缘起上合组织青岛峰会。去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在青岛峰会上宣布，中国政
府支持在青岛建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
合作示范区。

据青岛市市长孟凡利介绍，2018年，青岛与
上合组织国家之间的贸易额达55亿美元。截至目
前，双向投资累计超过 19 亿美元。“这些成果充
分显示了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的蓬勃生机。”

“上合示范区为成员国经贸合作提供了绝佳的
平台。”上合组织秘书长弗拉基米尔·诺罗夫在致辞
中表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经济潜力仍有待发挥。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下，成员国之间必将建立

“更加广泛、开放、互利共赢和平等”的伙伴关系。
“本次论坛给中俄经贸合作提供了巨大机遇，

我们期待能与中国企业签约。”霍戈耶娃·玛丽亚
是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的农业企业代表。在接受
本报采访时，她兴奋地说，“这是我第五次来到中
国，青岛的美丽令人赞叹不已。”

“中国市场潜力无限”

俄罗斯的咖啡豆、吉尔吉斯斯坦的蜂蜜、乌
兹别克斯坦的干鲜水果、印度的细密画……作为
本届论坛的配套活动，上合组织国际投资贸易博
览会吸引了400多家中外机构和企业。

“这是俄罗斯的咖啡豆，你闻闻，多香！”见
到瓦伦蒂娜时，她正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向一
位女顾客详细介绍手中的产品。

23岁的瓦伦蒂娜来自俄罗斯，曾在哈尔滨学
过 2 年中文。谈及学中文的契机，她笑吟吟地
说：“我的祖上有中国血统，对我来说，从事对华
工作可以说是一件注定的事。”

在博览会现场，精通中文的境外客商不在少
数。“你好，欢迎尝尝我们阿塞拜疆的葡萄酒。”走近
阿塞拜疆展区，亲切的中文“吆喝”引人注意。3年
前，年轻的商人西姆在中国开启了自己的葡萄酒事
业。“北京、上海、青岛、成都……如今，在中国各大
城市，你都可以买到我们的商品。”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积极支持者，阿塞

拜疆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日益密切。”阿塞拜疆驻华
特命全权大使兼商务代表特穆尔·纳迪罗格鲁表
示，在上合组织框架下，中阿经济关系达到了新
的里程碑。

在乌兹别克斯坦展区，陈列在桌上的特色食
品吸引了不少顾客的目光。客商叶廖尔·尤尔达谢
夫说，“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上合组织博览会，我认
为中国市场潜力无限。”

“共享数字经济红利”

论坛开幕式上，山东省胶州市汇报了上合示范
区建设成果；山东省贸促会与胶州市就设立山东省
营商环境上合示范区监测站签订了合作备忘录。

据悉，为加快上合示范区建设，青岛市政府
拟从今年起每年举办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青岛
论坛，同期举办上合组织国际投资贸易博览会。

“在青岛峰会期间，我们的领导人集体呼吁，要
加强科技创新合作。”诺罗夫表示，这既是时代的要
求，也是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的共同利益所在。

“建议上合组织各方加强协作，共享数字经济
的红利。”中国商务部欧亚司副司长王开轩认为，
推动服务贸易与电商合作，将有效带动上合组织
国家间贸易提质升级。

实际上，经贸领域的新变化已经悄然发生。
博览会上，数家中国科技公司令人眼前一亮。

机器人、智能录音笔、5G产品、VR动感技术……其
中，重工企业雷沃工程机械集团在智能化道路上连
连发力，向上合组织成员国展示了民族品牌由“中
国制造”到“中国智造”的发展路径。

在国内科技品牌争相“出海”之际，电子商
务的发展也为上合组织其它国家带来了新的机
遇。“如今，中国顾客可以通过海淘，在网上轻松
购买我们的农产品。”叶廖尔表示，他的家乡纳曼
干州也乘上了电商贸易的东风，开设网站向海外
顾客推介当地特色产品。

“上合示范区为经贸合作提供绝佳平台”
陶紫东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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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时 讯

伊拉克愿调解美伊紧张局势

伊拉克外长哈基姆 5 月 26 日表示，伊拉克反
对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针对近期美国和伊朗关
系持续紧张，伊拉克可在两国间发挥调解作用。

哈基姆当天和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长扎里
夫举行会谈。哈基姆在会谈结束后举行的联合记者
会上说：“我们与邻国伊朗站在一起，经济制裁是无
用的并且给伊朗人民造成了巨大苦难，因此我们反
对这种封锁。”他说，伊拉克反对美国的单方面措施，
如果需要，伊拉克可以充当双方的“适当调解人”。

扎里夫说，伊朗并未违反伊核协议，希望欧
洲国家在美国退出后努力维护伊核协议。在谈到
美伊紧张局势时，扎里夫表示，伊朗有能力应对
战争威胁。

伊拉克议长办公室当日发表声明说，议长哈
布希 25日在会见扎里夫时指出，伊拉克将在缓解
美国和伊朗紧张局势的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以
避免该地区矛盾升级。

冲突使加沙地带损失惨重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官员 5 月 26 日说，加沙地
带最近经历的一次军事冲突造成当地经济损失逾
950万美元。

加沙地带公共工程和住房部门负责人纳吉·萨
尔汉当天在加沙地带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冲突
波及农业、卫生、教育、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他呼
吁有关捐助方和国际机构进行干预，保护巴勒斯坦
民众免受以色列的一再侵犯，解除以色列对加沙地
带封锁，并提供必要资金使重建工作得以开展。

5月4日以来，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派别与以
色列军方爆发大规模冲突，截至6日凌晨停火时，巴
武装组织自加沙地带向以境内发射约690枚火箭弹，
造成4名以色列人死亡、70多人受伤。以军则轰炸
加沙地带350多个目标，导致2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50多人受伤，还造成加沙地带数百所房屋损毁。

2007 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
斯） 夺取加沙地带实际控制权，以色列开始对当
地实施严密封锁，严格控制人员和物资出入。长
期封锁导致加沙地带物资极度匮乏，经济状况不
断恶化，人道主义危机频发。据巴方统计，加沙
地带失业率和贫困率均已超过50%。

委总统将继续与反对派对话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 5 月 25 日表示，将派代
表团前往挪威继续与反对派对话。委议会主席瓜
伊多随后也发表声明说，将派多名代表前往挪威。

马杜罗当晚在个人推特账户上表示，政府代
表团将由委新闻和通信部长豪尔赫·罗德里格斯、
米兰达州州长埃克托尔·罗德里格斯和外交部长阿
雷亚萨组成。

马杜罗对挪威政府的斡旋努力表示感谢，并
表示已做好准备继续推进已经商定的议程，希望
与反对派在达成协议方面更进一步。

瓜伊多在声明中说，将派出议会副主席斯塔
林·冈萨雷斯等多名代表前往挪威。但他同时表
示，受邀前往挪威的目的是为了讨论马杜罗下台
和重新进行选举的可能性等问题。

挪威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证实，委内瑞拉朝
野双方决定下周在挪威首都奥斯陆继续推进经挪
威斡旋的进程。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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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6 日，美国芝加哥举行一年一度的湖滨大
道骑行活动，吸引数千名骑行爱好者参加。

图为人们参加湖滨大道骑行活动。
新华社记者 汪 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