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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欧’仍具不确定性”

“此次大选的结果不难预测。从目
前情况看，如果不出现意外，保守党
能赢，当然优势可能比较微弱。”中国
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
究员崔洪建对本报记者说，“在约翰逊
政府眼中，提前大选是‘破局’的手
段，因为不进行议会中的大洗牌，约
翰逊政府的快速‘脱欧’就无法实
现。目前民意对立严重，他不再指望
通过讨好选民拿到多数票，而是以明
确的立场为旗帜号召选民。目前看
来，相对于工党的立场不够鲜明，约
翰逊政府的策略比较成功。”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脱欧”的
前景会明朗起来。

崔洪建补充：“这是被‘脱欧’倒
逼出来的大选。但是，除非保守党以
绝对多数胜出，从而能主导议会通过
首相约翰逊的‘脱欧’方案，否则，

‘脱欧’仍然具有不确定性。”
“约翰逊曾表示，‘脱欧’过渡期

不会延长至 2020 年以后，但这种说法
是不现实的。我们认为，英国与欧盟
就未来贸易协议的谈判可能会需要更
长时间，且必须有所妥协。”景顺首席
环球策略师克里斯蒂娜·霍珀认为，妥
协之处在于英国要么延长“脱欧”期
限，要么会在过渡期结束时没有任何
协议地脱离欧盟，因此无协议“脱
欧”的情形仍有几率出现。

英国大选的选情也仍在变化中。
民调机构 ICM 为路透社进行的最新民

调结果显示，英国首相约翰逊所属保
守党相较在野工党的支持领先幅度已
在缩小。根据 11月 25日公布的民调结
果，保守党的支持度下降 1 个百分点，
成为41%；工党则上升2个百分点，来
到 34%。“本次大选是英国 1923年来首
次在 12 月进行选举，也将是多年来最
难预测的大选之一。”这是许多英国媒
体对此次大选的评价。

“一个危险的烂摊子”

据路透社报道，英国前首相托尼·
布莱尔发表言论称，英国现在是一个
危险的烂摊子。无论是科尔宾领导的
工党，还是现首相约翰逊领导的保守
党，都不应该赢得 12月 12日的议会大
选。他甚至指出，两个党派都只是在
兜售幻想，“真是一团糟”。

自举行“脱欧”公投以来，英国
真的很受伤。

荷兰银行高级经济学家比尔·迪维
迪表示，英国“脱欧”带来的政治僵
局拖累了英国经济，造成的损伤正在
增加且更加难以扭转。公投以来，英
国消费增长从 2015—2016 年的 3.3%的
平 均 水 平 下 降 ， 2017—2019 年 仅 为
1.7% 。 2019 年 英 国 投 资 增 长 预 期 为
零，远低于 2015—2017 年 3.0%的平均
水平。

英 国 的 对 外 关 系 也 遭 遇 巨 大 压
力。最近，美国和澳大利亚等 15 个国
家抱怨说，“脱欧”僵局影响了他们与
英国之间的贸易，要求英国及欧盟进
行赔偿。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则警

告称：只有作为欧盟的一部分，英国
才能扮演全球性角色。“脱欧”后英国将
沦为“二等国家”，再难参与大国竞争。

“从经济角度看，‘脱欧’的不确
定性在一定程度上终止了英国经济的
增长势头。英国经济虽然没有出现断
崖式下滑，但是，增速从公投前在欧
盟名列前茅到如今几乎垫底。从社会
角度看，不稳定性增加。‘脱欧’占用
大量资源，导致许多英国本来该做的
发展经济的大事无法推进。从国际影
响力角度看，‘脱欧’让英国拥有更多
自主权，却失去了欧盟集体谈判的倍
增效应和主动权。不能和欧洲其他国
家抱团，英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
发言权和影响力究竟还有多大，令人
存疑。”崔洪建说。

“前景难言乐观”

过去3年多来，英国民众在彷徨中
度过。令人沮丧的是，这条路还看不
到尽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10 月发布最新
一期 《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今年英
国经济增长预期从 1.3%下调至 1.2%。
事实上，受“脱欧”久拖不决的影
响，近期英国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均表
现不佳，服务业、制造业、企业投资
等实体领域下滑。分析普遍指出，即
使英国首相约翰逊在大选中如愿胜
出，他接下来仍会面临包括资本外撤
和贸易困境引发的额外经济冲击，英
国经济前景难言乐观。“而且，‘脱
欧’后的关税上升直接影响民众对未

来生活的预期趋于悲观。”崔洪建说。
“分裂”如今已经成为英国的心头

之痛。“围绕‘脱欧’还是‘留欧’，
‘硬脱欧’还是‘软脱欧’，英国社会
出现了界限分明的民意对立。”崔洪建
说。此外，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问题
也不容乐观。有望赢得苏格兰议会多
数地位的苏格兰民族党计划在 2020 年
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多数苏格兰人
在 2016 年公投中支持留欧，因此，一
旦英国“脱欧”，苏格兰独立公投的结
果将极不乐观。而新版“脱欧”协议
要在北爱尔兰和大不列颠之间建立新
的海关边界，过去模糊处理的边界问
题必须清晰化，也很可能造成北爱尔
兰局势重新动荡。

“大选之后，英国需要集中精力采
取措施弥补‘脱欧’带来的损失，比
如推出优惠政策、优化投资环境等。”
崔洪建说，“外交上，也需要英国更加
灵活。”

这注定是一条漫长的路。正如英
国 《镜报》 引用的英国前首相布朗的
话：“仅靠一场大选是无法修复英国
日益加剧的分裂格局的，我们可能要
用一整代人的时间来使国民生活恢复
常态。”

上图：10 月 28 日，在英国伦敦议
会大厦外，行人经过欧盟旗帜、英国
国旗和支持英国“脱欧”的标语牌。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当天在社交媒
体推特上表示，欧盟 27 个成员国已同
意英国提出的将“脱欧”期限推迟到
2020年1月31日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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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英国将举行大选，比预
定时间提前了3年。在“脱欧”拖到各方
都快要失去耐心的背景下，此次大选被
认为意义重大。约翰逊政府期待大选能
实现“破局”，反对党为拉拢选民不遗余
力，外界则指望大选能为“脱欧”带来
好消息。然而，对于英国的未来，唯一
确定的仍然是不确定性。回望来时路：
自“脱欧”公投以来，英国真的很受
伤；眺望前方景，大选也难以治愈“脱
欧”之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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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韩国与日美盟友的关系再
现裂痕。

在韩国决定有条件推迟韩日《军事
情报保护协定》中止日期仅两天后，日
韩围绕“谁先让步”的细节问题打起“口
水仗”，双方均宣称磋商发生在对方先
行妥协之后。韩国称“可随时终止《军事
情报保护协定》的效力”。

韩日看似赌气的口舌之争，反映了
双方的深层次矛盾。韩日矛盾症结在历
史问题，爆发在贸易领域，并扩大至安
保合作。在过去一年多里，从强征劳工
赔偿问题，到日本对韩国实施出口限
制，再到韩国威胁不再续订韩日《军事
情报保护协定》，韩日“你来我往”，双边
关系跌至谷底。

在韩日交恶之际，作为美日韩三
角关系中的关键变量，美国正借军费
问题向盟友“狮子大张口”。11 月 19
日，韩美最新一轮军费分摊谈判在进
行 80 分钟后草草收场。据韩媒消息，
美方将 2020 年的驻韩美军防卫费增加
了4倍，提高到约50亿美元。“由于双
方无法缩小分歧，美方谈判代表愤然
离席。”韩国《朝鲜日报》这样描述会
场内的情况。

当韩国面临来自盟友的双重夹击
时，11 月 25 日在韩国釜山开幕的韩国
—东盟特别峰会被舆论赋予了更多象
征意义。此次峰会是韩国总统文在寅
2017 年上台以来，韩国主办的最大规
模国际会议。韩国将与东盟关系提升
到比肩中美日俄的水平，宣布将进一步
与东盟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韩媒分
析认为，韩国此举体现了其推动外交关
系多元化的努力，将为韩国的“新南方
政策”注入新动力。

韩国有心开拓新的外交局面，但彻底摆脱日美盟友的
影响尚不可能。一方面，韩国在技术和产业上受制于日
本。据韩国经济研究院今年7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
韩国从日本进口的产品高达4227项，对日本进口依赖度超
过50%的产品高达253项。日本对韩国实施禁运的三种半导
体原材料均为韩国半导体产业的基础性材料。另一方面，
韩国在军事合作上仍依赖美国。据日媒透露，韩日 《军事
情报保护协定》 在最后时刻被挽救，主要归因于美国借口

“事关美国安保问题”对韩国的施压。
当面临日本贸易制裁和驻韩美军费用陡增带来的巨大

压力时，韩国在韩日 《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上做文章，颇
有借美日韩安保体系反击日本、同时向美国示威的意味，
但实属无奈之举。

从美国立场来看，当前美国对日韩盟友的控制力、影
响力正在弱化，在“美国优先”外交理念的影响下，美国
对介入韩日冲突并不积极。但美日韩同盟是美国在东亚战
略布局的关键一环，也是美国推动构建所谓“印太战略”
的重要基础，美国不会任由韩日关系彻底破裂。11 月初，
韩美签署首份“印太战略”合作文件，有韩媒将该协议视
为“美国用于维持韩日协议的一个筹码”，代表韩美的“相
互妥协”。

可以预见，未来一段时间内，在美日韩同盟框架之
外，韩国将继续积极寻求外交关系多元化。在韩日、韩美
矛盾难以彻底解决的情况下，韩国与日美盟友将在摩擦与
妥协中蹒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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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4日，法国巴黎香榭丽舍大街
点亮彩灯迎圣诞。从即日起至 1 月 8 日，
整条香榭丽舍大街都将被喜庆的节日灯
饰点亮。图为人们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参
加点灯仪式。

新华社记者 高 静摄

“超时已久”“冰点速度”——英国 《卫
报》 11 月 25 日报道澳大利亚驻联合国大使米
奇·法菲尔德当天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时这样
形容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进程。据联合国网站
11月 25日信息，联大当日就安理会扩大问题举
行年度辩论。多国代表重申增加非常任理事国
席位、提高安理会代表性的主张。

扩大规模 势在必行

据联合国网站信息，德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霍伊斯根在大会发言中表示，安理会成员的扩
大，尤其是非洲代表性的提高，能够阻止安理
会过时。

能否“与时俱进”，是安理会面对的主要质
疑。

当前，安理会由 15 个理事国组成，包括 5
个常任理事国和 10个非常任理事国。目前的规
模自 1965 年确定后延续至今。非常任理事国由
联大选举产生，席位按地区分配，任期两年。
1945 年成立至今，联合国会员国已增长至 193
个，然而，目前仍有超过 60个会员国从未担任
过安理会理事国。

成员代表性关乎安理会决策权威。据伊朗
《金融论坛报》 11 月 26 日报道，成员代表性不
足，已使安理会陷入信誉危机。

扩大安理会规模势在必行。意大利常驻联
合国代表萨皮亚在辩论中表示，席位的扩大应该
有利于代表性不足的地区。而且，增加非常任理
事国席位得到了所有会员国的支持，是推进安理
会改革的基础。

具体“操刀”多种声音

就扩大安理会规模，各成员国达成了一定共
识。然而具体如何“操刀”？多种声音莫衷一是。

1993 年，联大成立安理会改革工作组，并于
2009年2月启动了有关安理会改革问题的政府间
谈判，围绕新增安理会成员的类别、否决权问题、
区域席位分配、扩大后的安理会规模及工作方法
展开讨论。

外交学院教授郑启荣接受本报采访时指
出，就安理会改革，各方思路存在巨大分歧。
当前，没有任何具体的改革方案能得到会员国
的广泛支持。

据 《印度时报》 报道，由日本、德国、巴
西和印度组成的“四国集团”在 9 月举行的 74 届
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举行会晤，四国再次力主

“入常”，要求安理会“全面改革”。
郑启荣认为，“四国集团”“非洲集团”等

各有诉求，反映了围绕常任理事国席位与“一
票否决”等核心机制的纷争。他指出，这些机制
源于二战后的国际格局，与当前各国实力变化不
完全挂钩，因此成为安理会改革分歧最大、也是
最难解决的问题。

短期之内 难有进展

“由于涉及国际权力的再分配，安理会改革
短期内难以取得进展。”郑启荣指出，在提高安
理会工作的效率方面，联合国曾做出尝试。“例
如冷战后的五大常任理事国协商机制，部分重
大地区问题在五大国进行协商一致之后，再交
由安理会讨论，曾经取得一定成果。”然而，随
着单边主义倾向出现，国际合作机制面临挑
战，安理会工作增加了难度。

郑启荣表示，有代表性的安理会未来可恢
复世界对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信心，但任何
单一策略都不能解决这一复杂问题。

“安理会改革涉及各国共同利益，不能由少
数国家‘说了算’。任何施压与强行表决都只会
增加分歧。”郑启荣指出，“需要以循序渐进、
协商一致的办法来稳妥地解决这个问题。”

安理会改革急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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