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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交困 如何“脱欧”，未来存五种可能

历史性惨败后
梅姨再遭逼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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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华北事变，进
一步蚕食我领土，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
刻。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北平各校相继成
立了抗日救国会，黄诚当选为清华大学救国会
主席。救国会发表《告全国民众书》喊出了华
北学生的共同呼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
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2月9日，“一二·九”运
动爆发。黄诚作为清华大学学生请愿游行的
领队，带领同学们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以血
肉之躯呼唤抗日救国。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洗
礼中，黄诚于1936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6年9月，黄诚因担任中共北平学联
党团书记，担负起党对北平学联的领导工作。

卢沟桥事变后，黄诚等按党组织的要求，
投笔从戎，以全国救国会代表的名义到刘湘
部队作抗日救亡的统战工作，在川军中建立
了一个秘密的中共特别支部，黄诚担任书记。

1938年春，黄诚参加新四军。1941年
初，皖南事变爆发，黄诚不幸被捕，被关押进
上饶集中营。面对威胁，他视死如归，“革命
是我们的权利，牺牲是我们的义务”“从事抗
战，无愧于心，我绝不因斧钺在前而变初衷！”

1942年4月23日，黄诚从容就义，年仅
28岁。 据新华社

黄诚：学运领袖抗战先锋

黄诚，1914 年生于河北安次县（今
廊坊安次区）。1930年秋入北平第四中
学。1932年毕业后，考入天津北洋工学
院预科，1934 年夏考入清华大学地学
系。其间，参加“民族武装自卫会”“世
界语学会清华分会”等中共地下党领导
的爱国进步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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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投票前后局势的扑朔迷离，金融市
场观望气氛浓重。英国工商界人士呼吁政
府立即采取有效行动，尽快拿出新的“脱欧”
方案。

投票开始前，舆论普遍预测“脱欧”协议
将被议会否决。当天上午英镑基本平稳，下
午下行压力开始增大，截至投票开始时英镑
对美元汇率下跌1.24%，达到1比1.27。

15日晚投票结果公布后，一小时之内英
镑对美元汇率收复当天失地，随后小幅上涨，
英镑对欧元汇率则一度上升0.6%。

货币分析师卢克·特海瓦耶认为，“脱欧”
协议遭否决将让事情变得更加混乱，可能产
生一系列不同的“脱欧”结果。对英镑来说，
最坏的情况是议员们未批准首相的新“脱欧”

方案，英国遭遇“无协议脱欧”“但如果投资者
认为这或许会让‘脱欧’延期或者英国‘不脱
欧’，那么对英镑来说是利好。”

但不管怎样，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英镑在
近期继续波动在所难免。

英国工业联合会总干事卡罗琳·费尔贝
恩表示：“今晚每家公司都感受到‘无协议脱
欧’无限接近，新的方案必须立即制定。”

英国汽车制造商和经销商协会首席执行
官迈克·霍斯认为：“对汽车行业来说，现在已
经处于灾难性的‘无协议脱欧’悬崖边缘。如
果英国在无协议的情况离开欧盟，汽车行业
将没有任何过渡期进行缓冲，整个行业和就
业会立即面临风险。”

综合新华社、央视、国际在线等

外交部：
希望英国“脱欧”
进程平稳、有序进行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16日表示，稳定、开放、发
展的英国和欧盟符合各方
利益，中方希望英国“脱欧”
进程平稳、有序进行。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问：15日英国议会
下院以202票赞成、432票
反对的投票结果否决了英

“脱欧”协议和英欧未来关
系框架政治宣言。同日，
反对党工党对政府发起不
信任动议。请问中方对此
有何评论？

华春莹说，中方高度
关注英国“脱欧”问题，注
意到英国国内及英欧之间
围绕“脱欧”还存在一些分
歧。中方认为，稳定、开
放、发展的英国和欧盟符
合各方利益，中方希望英
国“脱欧”进程平稳、有序
进行。中方推动中英、中
欧关系并行发展的既定政
策不会改变。

她表示，关于英国反对
党对政府发起不信任动议，
这是英国内政，中方不作评
论。 据新华社

“脱欧”迷局更迷离

周四033 日本 VS 乌兹别克斯坦
比赛时间：2019-01-17 21：30

已经提前出线的两队将在最后
一轮小组赛展开F组冠军之争。自
1992年本土夺冠以来，日本队已经
连续第8届闯入亚洲杯淘汰赛，这
也是亚洲杯赛的一项新纪录。而在
2011年小组赛首轮战平约旦队之
后，日本队已经取得了亚洲杯小组
赛的7连胜。不包含点球大战，日
本队过去30场亚洲杯正赛仅有一
次 失 利（2007 年 半 决 赛 负 于 沙
特）。首战幸运击败阿曼队的乌兹
别克斯坦队第二场小组赛4球大胜
其中亚邻居土库曼斯坦，目前暂以
净胜球的优势力压日本，排在F组
首位。最后一轮小组赛，他们将有
主力中卫克里梅茨复出助阵。日本
队前两场小组赛完成了以最小代价
取胜的目标，体现出在这个小组较
为明显的实力优势。

周四034 阿曼 VS 土库曼斯坦
比赛时间：2019-01-17 21：30

阿曼队前两场小组赛先后负于
本组前两档球队，其中首战是在占据
着绝对场面优势的情况下惜败给乌
兹别克斯坦，次战则无悬念的0比1
小负明显留力的日本队。从目前积
零分的4个小组第三球队的净胜球
数据来看，阿曼队最后一轮若能如愿
击败本组实力最弱的土库曼斯坦，就
很有希望成为四个成绩最好的小组
第三名之一。土库曼斯坦队作为F
组的第四档球队，尽管其实力不像开
赛前所想的那般羸弱，但可能难逃小
组垫底的命运。

周四035 黎巴嫩 VS 朝鲜
比赛时间：2019-01-18 00：00

两队前两轮小组赛均告失利并
且一球未进，其中两战净丢10球的
朝鲜队已经遭遇到亚洲杯正赛7连
败，仅差一场就会追平科威特队8
连败的耻辱纪录。上一场停赛的前
锋韩光成本场解禁复出，队长郑日
冠和后卫李日镇最后一场双双停
赛。从E组前两轮赛事的情况来
看，朝鲜队应是这个小组实力最弱
的球队，他们与黎巴嫩队在亚洲杯
预选赛中就分在同一个小组，预选
赛中的成功经历无疑让黎巴嫩的信
心大增。

竞彩周四强档：
日本、沙特力争第一出线

沙特队前两场小组赛兵不血刃的
先后击败了也门和黎巴嫩，打进6球
的同时一球未失，而且两场比赛都完
全控制了场面。队长多萨里本场累计
两张黄牌停赛，主力左后卫亚西尔·
沙赫拉尼有伤在身。卡塔尔队前两
场小组赛同样完胜两个对手，第二场
6比0横扫更是创造了队史最大比分
的亚洲杯胜利纪录。沙特和卡塔尔

可以说是目前西亚阿拉伯国家中实
力最强的两支队伍，在双方最近6次
的交手过程中，卡塔尔队取得了3胜
3平的不败战绩。不过也要看到，双
方最近的一次交手还是在2014年，
而目前的这支沙特队已经完成了新
老更替，整体实力已经重返亚洲一
流，阵容相对年轻的卡塔尔队此战想
要延续胜利困难不小。

中国体育彩票提醒广大球迷及购
彩者：快乐购彩，理性投注，请注意控
制购彩金额。 （摄影 雷远东）

周四036 沙特 VS 卡塔尔
比赛时间：2019-01-18 00：00

432票反对，202票支持。
英国议会下院 15 日以 230 票之
差否决了首相特雷莎·梅精心准

备的“脱欧”协议，英国脱离欧盟的进程再
添变数。

自2016年6月公投决定“脱欧”以来，“硬
脱欧”“软脱欧”“无协议脱欧”……各种新名
词层出不穷，让很多普通英国民众听得云里
雾里。然而在政界，怎么“脱欧”，甚至要不要

“脱欧”，大家也一直没有达成一致意见。
根据议会下院此前决定，英国首相特雷

莎·梅将在21日前提出新“脱欧”方案，并再

次提交议会表决。
才在“议会关”前折戟沉沙，特雷莎·梅又

遭到了反对党的“逼宫”：投票结果公布后，英
国反对党工党领导人科尔宾向议会下院提起
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英国议会将于 16 日
对这份动议进行辩论和投票。一旦不信任动
议获得通过，英国新政府需要在14天内组成
并获得半数以上议会下院议员支持，否则英
国将提前举行大选。

分析人士指出，15日的表决结果让英国
“脱欧”前景更加扑朔迷离。有媒体称，英国
政治陷入“二战以来最大危机”。

在经过5天辩论后，英国议会下院当天
以432票反对、202票支持的投票结果否决
了“脱欧”协议。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在执政的保守党内
部、保守党与反对党工党之间、保守党与政治
盟友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之间、英国与欧盟
之间，均存在政治博弈。英国最终将如何“脱
欧”甚至是否“脱欧”均有待观察。

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存在多方博弈，英国“脱
欧”前景仍错综复杂，目前存在五种未来可能：

第一种可能：新方案被通过
第一种可能是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三

个议会工作日内、也就是本月21日之前拿出
协议草案的修改版，由议会重新表决，并在第
二次表决中获得通过。但英国媒体普遍认
为，在这么短时间内拿出一套让议会满意的
修改方案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第二种可能：提前举行大选
第二种可能是特雷莎·梅为摆脱目前僵

局提出解散议会、提前举行大选，或由反对党
领袖在议会下院发起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动
议、经下院投票同意，提前举行大选。在这种

情况下，特雷莎·梅可能需要被迫为目前的困
境埋单，承受败选的高风险。

第三种可能：重新与欧盟谈判
第三种可能是英国议会迫使政府重新与

欧盟谈判，争取达成不同的“脱欧”协议。这
就要看欧盟方面是否愿意做出让步。

第四种可能：“二次公投”
第四种可能是再次举行全民公投，将“脱

欧”前途的决定权再度交还到英国民众手
中。从目前的民调来看，多数英国民众会选
择继续留在欧盟内，也就是说“脱欧”最后证
明是场闹剧。但此间观察家认为，“二次公
投”将进一步加深英国“分裂”，有可能引发

“三次公投”“四次公投”的“民主困境”。

第五种可能：“无协议脱欧”
最后的一种可能，也是英欧双方都最不愿

看到的，那就是英国继续推进“脱欧”，但无法
在3月29日之前与欧盟签署“脱欧”法定文
件，而选择“无协议脱欧”。这意味着“脱欧”后
没有过渡期，欧盟与英国将面临关税水平提升
和贸易壁垒增加等问题。

“脱欧”协议被否决后，英国下一步怎么
办成为焦点。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发表声明，要求英
国“尽快澄清其意图”，因为“时间已经所剩无
几了”。

按照欧盟法律，英国将在启动“脱欧”程
序两年后，也就是2019年3月29日正式脱
离欧盟。换言之，不论双方在“脱欧”安排
上是否达成协议，英国都将在那个时间脱
离欧盟。

如果一旦发生“无协议脱欧”，英欧既有
的很多便利将消失。例如，之前原本可以自
由流动的货物贸易即将面临海关边检，原本
直接开入英国的卡车可能因为需要在法国港
口接受检查而“大排长龙”，对商业活动甚至
民生造成较大影响。

关于英国的未来，还有一种讨论是再次
举行全民公投，将“脱欧”前途的决定权再度

交还到民众手中。不过，此前特雷莎·梅已多
次表示不会举行“二次公投”，认为那是对英
国民主的“严重背叛”。

当这些选项被摆在英国面前，一些英国
民众有点懵。

@Katie Hopkins：不信任动议、提前大
选、二次公投……这些你们当初在2016年6
月23日“脱欧”的选票上一个都没写啊。

对目前的英国“脱欧”乱象，有网友是这
么理解的。

@Laurie Penny：想象一下两个互相嫌
弃的上流人士堵在马上要倒的大楼门口不停
地谦让“你先走”“不，还是你先走”，而困在楼
里面的6600万人不得不等他俩在门口浪费
时间。这就是“脱欧”。

英国民众留言中也说出了自己的焦虑：
“最坏的一种选择就是‘无协议脱欧’，真怕会
走到了这一步。”

民众“嫌弃”“最害怕的，是‘无协议脱欧’”

商界忐忑 分析人士：英镑近期波动在所难免

英 国 议 会 下 院 否 决“ 脱 欧 ”协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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