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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
犀利之笔铸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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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 年 11 月，在福建永安，一位一
生投身于进步出版事业的先烈——邹韬
奋出生了。

从1909年开始，邹韬奋先后就读于
福州工业学校、上海圣约翰大学等，获得
文学学士学位。1922年，他在黄炎培等
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编辑股主任，
开始从事教育和编辑工作。1926年，邹
韬奋接任《生活》周刊主编，以犀利之笔，
力主正义舆论，抨击黑暗势力。

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坚决反对国
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主编的《生
活》周刊以反内战和团结抗敌御侮为
根本目标，成为国内媒体抗日救国的
一面旗帜。1932 年 7 月成立生活书
店，邹韬奋任总经理。生活书店成立
后短短几年，在全国各地的分支机构
扩展到56家，先后出版数十种进步刊
物和包括马克思主义译著在内的1000
余种图书。

1933 年 1月，邹韬奋参加了宋庆
龄、蔡元培、鲁迅等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
同盟，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不久被迫流亡
海外。 1935年8月回国后，邹韬奋积极
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创办了《大众
生活》周刊。同年12月，由于旗帜鲜明
地支持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大众生
活》周刊发行量达20万份，打破当时中
国杂志发行纪录。

其间，邹韬奋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
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
1936年11月，因积极宣传抗日，他同救
国会的其他领袖沈钧儒等被国民党当局
逮捕，成为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之一。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邹韬奋获
释，在上海创办《抗战》三日刊。上海沦
陷后，他转至武汉，继续主编《抗战》。武
汉沦陷后，到重庆创办和主编《全民抗
战》。这些以抗战为主题的刊物和生活
书店的出版物，在广大读者中间唤起了
巨大的爱国热情，把一批又一批青年引
上革命道路。

邹韬奋生前多次向中国共产党提出
入党要求，他还利用国民参政员的身份，
反对和揭露国民党反动当局消极抗日的
种种倒行逆施和专制暴行。1941年皖
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加紧了对他
的迫害，使他再次被迫流亡香港。1942
年秘密赴广东游击区，并辗转来到苏北
抗日民主根据地。后因病被秘密护送到
上海治病。

病中，邹韬奋口授遗嘱，再次表达加
入中国共产党的愿望和要求。1944年7
月，邹韬奋在上海病逝。9月28日，中共
中央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对
其一生及其从事的事业给予高度评价。

据新华社

黄魂原名符权重，1903年出生于琼
山石桥乡。在符方标家里，记者看到黄
魂唯一的一张“遗照”。照片中的黄魂仪
表堂堂、浓眉大眼、鼻梁笔挺，相当威
武。其实这并不是他本人的遗像，而是
依照他弟弟符权贵的照片临摹的。

“我二叔公很爱打抱不平，敢说敢
做。1922年考进琼山中学读书后，受革
命思想熏陶，更加活跃，是学生领袖之
一，经常组织学生走上街头贴标语、发传
单和演讲，大力宣传革命，揭露反动军阀
互相勾结，瓜分琼崖的阴谋和罪行。”符
方标说。

1926年3月，积极参加各种革命活
动的黄魂在琼山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成为该校第一批共产党员。毕业后，黄
魂又回到家乡和周边地区，成立农会，发
展党员，建立支部。父亲符经安、哥哥符
权尊和弟弟符权贵受其影响，也先后成
为共产党员。

上世纪30年代，由于敌人的疯狂
“围剿”，琼崖革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此
时宣扬革命思想的宣传阵地显得尤为重
要。原琼山县党史办主任王万江介绍，
1936年5月，黄魂被任命为琼崖特委常
委兼宣传部长，他撰写以及主持出版了
一系列文章和刊物，对党员、群众的教育
起到了积极的鼓舞作用。

1944年4月，黄魂被任命为琼崖独
立总队政治部主任，奉命回独立总队部
赴任。5月途经昌感县四荣乡上荣村附
近时，与日军“扫荡”马队遭遇，在激战中
黄魂身负重伤，为掩护战友撤退被俘，壮
烈牺牲。 据新华社

海南抗日英雄黄魂：
热血忠魂浩气长存

由于欧盟态度坚决，英国寻求与
欧盟达成新协议并在本月29日“脱
欧”大限之前提交议会通过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英国议会下院将于13日投票决
定是否“无协议脱欧”。若“无协议脱
欧”方案也遭否决，议会将在14日投
票决定是否延期“脱欧”。

“无协议脱欧”意味着没有“脱欧
过渡期”，预计将对英欧双方政治经济
安排造成冲击。“全球化”概念首倡者
之一、英国知名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
劳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无
协议脱欧”将对英国造成伤害，甚至让

英国陷入政治混乱。
英国议会“脱欧”委员会主席、工

党议员希拉里·本12日说，下院议员
将在13日的投票中排除“无协议脱
欧”方案。

当地媒体认为，目前还存在反对
党再度发起对政府的不信任投票、首
相主动解散内阁从而提前大选、举行
第二次公投等多种可能性。

分析人士指出，特雷莎·梅政府仍
会推进“脱欧”进程。与此同时，欧盟
方面实际上一直在为延期“脱欧”做铺
垫，反复重申不愿意“无协议脱欧”，这
使得延期“脱欧”的可能性增加。

275家金融机构欲撤离英国
越来越多英国企业准备裁员

英国智库11日发布的最新报告
称，为应对英国“脱欧”，有275家金融
机构确认已经或计划从英国撤离。

这份题为《英国“脱欧”与伦敦
金融城——迄今影响》的报告由聚
焦资本市场的智库机构新金融发
布。距离 3 月 29 日英国法定“脱
欧”仅两周多时间，这份报告揭示
了“脱欧”对伦敦金融城及英国金
融服务业的深度影响。

报告称，该机构已确认英国有
275 家金融机构为应对英国“脱
欧”，已经或正将其部分业务、员
工、资产或法律实体从英国转移到
欧盟其他国家。其中，约有250家
机构已择定其英国“脱欧”后的欧
盟业务中心，有200多家机构已经
或正在欧盟设立新的实体来管理
其业务。

最新调查显示，随着英国脱离
欧洲联盟的不确定性加剧，越来越
多英国企业准备裁员或推迟雇用
新员工。

英国《卫报》12日援引IHS马基
特公司调查结果报道，英国企业雇
用员工的意愿为6年来最低。这项
调查涵盖9个不同行业的雇主。

万宝盛华集团对超过2000家
企业的一项调查显示，越来越多企
业准备在全英范围内裁员。其中，
金融和商业服务领域的企业在计
划裁员之列。将近五分之一的英
国工薪阶层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先前，英国官方数据显示，英
国经济去年创造将近50万个新就
业岗位；与就业率创新高同时，失
业率降低至上世纪70年代中以来
的最低水平。

只是，过去几个月，越来越多
企业宣布裁员，尤其是制造业和零
售企业。《卫报》分析，这主要归咎
于消费者需求改变和全球趋势性
变化。但经济分析师认为，“脱欧”
给这类行业带来重大风险。

IHS 马基特公司说，随着“脱
欧”引发的广泛担忧得不到缓解，
英国企业信心已下滑至2009年以
来最低水平。

英国面临艰难抉择英国面临艰难抉择

英 国 议 会 下 院 再 次 否 决“ 脱 欧 ”协 议

““脱脱欧欧””还还是是““拖拖欧欧””？

本组稿件综合
新华社、央视、国际在线

12日，议会下院经过辩论，最终
以391票反对、242票支持的结果第
二次否决了“脱欧”协议。因担心协议
中涉及“爱尔兰边界问题”的内容将导
致北爱尔兰地区被“留在”欧盟，保守
党及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部分议员投
了反对票。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投票结果
公布后说，她对议会否决“脱欧”协议
感到遗憾，自己坚信这份协议是英国
能与欧盟达成的最好协议。她强调，
议会否决“脱欧”协议，就要承担英国
最终根本无法“脱欧”的风险。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11日表示，

英国议会要表决的这份协议已是欧盟
提供的最后方案，“绝没有第三次机
会”。德国总理默克尔12日重申了容
克的观点。她说，欧盟其他27个成员
国11日晚再次就英国“脱欧”协议作
出让步，照顾了英国的关切，这是欧盟
提供的最后方案。

在这样的背景下，“脱欧”协议依然
未能通过。观察人士注意到，相比今年
1月份的“脱欧”协议表决，此次反对票
数虽明显减少，但距获得通过仍有较
大差距。正如英国反对党工党领导人
科尔宾在投票后所说，这意味着首相
提出的这份“脱欧”方案已名存实亡。

今年1月，英国议会下院曾以压倒
性优势否决了“脱欧”协议，并要求首相
与欧盟继续谈判，修改“脱欧”协议中涉
及“爱尔兰边界问题”的相关内容。

“爱尔兰边界问题”是“脱欧”协议
中的矛盾焦点。根据“脱欧”协议，如
果英国与欧盟在“脱欧”过渡期内无法
协商出一份关于北爱尔兰地区贸易的
更好方案，在过渡期结束时将启动“备
份安排”。

“备份安排”的主要内容是不在北
爱尔兰地区与欧盟成员国爱尔兰之间
设置“硬边界”，即避免设置实体海关
和边防检查设施。持反对意见的人认
为，这将使北爱尔兰地区受制于欧盟
的贸易规则，从而在现实中将北爱尔
兰“留在”欧盟，造成英国分裂。

为此，特雷莎·梅在本次投票前一
日赶赴欧盟，就修改“脱欧”协议进行紧
急商谈。英国内阁办公厅大臣利丁顿

11日在英国议会下院说，英国已与欧
盟就修改“脱欧”协议达成一致，修改内
容涉及“爱尔兰边界问题”，以防止出现
北爱尔兰地区在“脱欧”过渡期结束后
被“无限期留在”欧盟内的情况。

然而，这并未真正化解难题。英国
检察总长杰弗里·考克斯12日公开表
示，最新的修改让北爱尔兰地区受制于
欧盟条款的风险“仍然不变”。这一表
态影响了部分议员对协议的态度。对
投票结果起关键作用的北爱尔兰民主
统一党随后宣布，该党议员将对协议投
反对票。 事实上，英国各党派内心都
清楚，对“备份安排”的态度关乎英国主
权和欧洲关税同盟的完整性，短期内很
难找到各方均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英国天空电视台12日公布的一
份民调显示，约有53%的受访者认为，
新交付议会表决的协议与1月被否决
的协议相比并无实质改进。

“脱欧”协议名存实亡
容克：“绝没有第三次机会”

关键矛盾依然难解
“爱尔兰边界问题”难谈拢

延期“脱欧”可能增加
“无协议脱欧”破坏力太大

表决
“无协议脱欧”方案

13日

表决
是否延期“脱欧”

14日
表决

“脱欧”协议
结果：否决

12日

深度
观察

英国议会下院 12
日再次否决英国政府与
欧盟达成的“脱欧”协
议。议会下院将在未来
两日继续投票，在“无协
议脱欧”与延期“脱欧”
之间作出艰难选择。

此间观察人士指
出，延期“脱欧”的可能
性正在增加。离英国
2016 年公投决定“脱
欧”已经过去近三年，英
国不仅依然深陷社会分
裂，未来发展也面临更
多不确定性。

英国政府 13 日宣布，如果面临
“无协议脱欧”局面，英国将推出针对
绝大多数进口商品免除关税的临时措
施，旨在尽量降低企业和消费者成本，
同时保护脆弱行业。

根据这项临时关税措施，一旦英
国出现“无协议脱欧”，英国将对占总
进口额87%的商品免除关税，即实行零
关税，但对部分农产品、汽车等商品保
留关税，以确保本国相关行业的稳定。

英国政府强调，该关税免除为临
时性措施，适用期最长可达12个月，
政府将密切关注其对英国经济的影
响，并对更为长久的关税方案进行全
面磋商和评估。

英国国际贸易部官员表示，针对
“脱欧”前景，英国必须为所有可能性
做好准备。如果没有达成协议，临时
关税措施将有助于支持英国就业，并
避免价格飙升打击贫困人口。

最新
动态

英国公布临时关税措施
应对“无协议脱欧”可能

尼日利亚经济中心拉各斯13日
上午发生一起楼房坍塌事故，造成多
人伤亡，目前仍有多人被困在废墟下。

现场一名救援人员告诉新华社记
者，发生坍塌的是一栋三层楼房，这座
楼房顶层是一所小学，所以被困人员
中有可能有孩子。目前部分伤者已被
送往附近医院接受救治。

有目击者告诉新华社记者，这起
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上午10时左右，
当时有许多人在楼里。

据法新社报道，至少有10名学生
被困。

另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消息，坍
塌发生时，有数名学生正在上课，加
上建筑物内的居民，初步被埋人数
近百人。

据尼日利亚国家应急管理机构发
言人易卜拉欣·法林洛伊称，目前还没
有具体的伤亡情况报告。

截至北京时间14日凌晨，救援工
作仍在进行。 据新华社、央视

尼日利亚一楼房坍塌

顶层是一所小学
多人被困废墟下

3月12日，在英国伦敦，英国
首相特雷莎·梅（中）出席议会下院
辩论。 新华社发

3月13日，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市，救援人员在建筑坍塌现场工作。新华社发

特雷莎·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