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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料热线：

英议会阻击硬脱欧
约翰逊遭遇三连败

图为当地时间 8 月 31 日，英
国伦敦，近万英国民众聚集在伦
敦 唐 宁 街 示 威 ，抗 议 首 相 鲍 里
斯·约翰逊“暂停议会”
。

24 小时内的三连败
协议脱欧的议员击败约翰逊，控制了议会
议程。
“反水”的保守党议员包括前财政大
臣哈蒙德、二战时期首相丘吉尔的曾孙索
姆斯和在下议院担任议员最长时间的肯
尼斯·克拉克。据英国广播公司（BBC）3
日晚间报道，所有 21 名“反水”议员都已被
赶出保守党。
自此，英国脱欧进展出现了戏剧性变
化：首相约翰逊遭遇同僚倒戈，保守党同
时也失掉了议会大多数议席。第二天，约
翰逊又没能阻止由反对派发起的“阻止无
协议脱欧法案”，
再遭重击。
当地时间 9 月 4 日下午，英国议会下
院开始就“阻止政府无协议脱欧”的法案

进行辩论和分阶段投票。法案内容为要
求政府如果无法在 10 月 19 日前与欧盟达
成新的协议，就必须向欧盟申请将“脱欧”
期限再度推迟三个月至明年 1 月 31 日。
最终，议会下院以 327 票赞成、299 票反对
的结果三读通过这项法案。按照议会立
法程序，接下来，该法案于周四（5 日）提交
上议院，
通过后将给女王批准。
最后，约翰逊还输掉了提前大选动议
的投票。在议会通过阻止无协议脱欧法
案后，约翰逊当即提出解散议会于 10 月
15 日提前大选的动议。但是政府只获得
了 298 票，而约翰逊至少需要 434 名议员
投票支持这项提议才能获得成功。约翰
逊的提前选举计划被迫暂时搁置。

朝野各党博弈不断
“阻止政府无协议脱欧”的法案通过
后，约翰逊指责这部法案“旨在推翻我们
历史上最大的民主投票”，而国会议员投
票支持则是对职责的亵渎。他称，现在必
须在 10 月 15 日举行选举，国会的决定除
了让公众再选首相之外已别无选择。同
时，他还表示，如果 10 月 31 日他还是首
相，他一定会带着更好的协议按时脱欧。
但他提出的提前大选动议在未获工党支
持下，仅获 298 票支持，未获得三分之二的

足够票数。
在提前大选的投票失利后，约翰逊抨
击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称他是“我国
民主历史上首位拒绝接受选举邀请的反
对党领袖”。科尔宾则指责约翰逊“玩了
一场不诚实的游戏”，迫使英国“无协议脱
欧”。科尔宾表示“支持”提前选举，但他
称约翰逊“绝对没有”脱欧方面的政策；因
此，他期待选举，期待将内阁赶下台的那
一天。科尔宾指出，除非阻止硬脱欧的法

案已获落实，否则不会支持提前大选，以
避免对方借下月中的大选而令国会来不
及阻止硬脱欧。科尔宾还说，约翰逊的选
举提议“有点像邪恶的女王给白雪公主的
苹果”。他补充称，
“ 让这项法案获得通
过，获得王室的同意，然后我们将支持选
举，
这样我们就不会崩溃”
。
苏格兰民族党和自由民主党也都批
评约翰逊的提议是一个“无协议脱欧”的
阴谋。

欧盟呼吁做好准备
欧洲联盟委员会发言人米娜·安德烈
耶娃 3 日说，英国以无协议方式脱离欧盟
的可能性已经“非常明显”，欧盟民众和商
界应做好准备。安德烈耶娃当天回答媒
体记者提问时，表示英国“脱欧”的最好结
果是依据协议，但就现状而言，
“无协议脱
欧”的可能性“非常明显”，这是欧盟要求
相关方面做好应对准备的原因。
据法新社报道，4 日，欧盟高层消息
称，对英国能在 10 月 31 日前达成新协议
信心不大。该名官员称，
“ 要假设在十月

底前的几天内，
就可以拟好协议草案、完成
谈判、获欧盟峰会支持，
再先后获欧洲议会
和英国国会认可，似乎是个很‘异想天开’
的假设”
。
据悉，欧盟领导人一直在关注英国议
会这场闹剧，他们似乎和其他人一样，对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感到困惑。
据 CNN 报道称，一位欧盟外交官指
出，布鲁塞尔的共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
部剧的走向、剧本是什么、结局是什么”。
这位外交官表示，布鲁塞尔方面意识到欧

盟正被用作“竞选的背景”，并补充称，与
约翰逊谈判毫无意义，因为他目前无法达
成协议。
安德烈耶娃还指出，虽然英国与欧盟
的磋商有所加速，但没有取得突破。欧盟
希望英国以达成协议的方式“脱欧”，但同
时准备应对英国
“无协议脱欧”
“
。英国政坛
现在可能发生变动，但我们的立场一贯。”
安德烈耶娃说，
“我们愿与约翰逊首相建设
性合作，
审视他可能提出的任何提议，
只要
这些提议与退出（欧盟）协议相符”
。

英国政坛动荡的一周
这一波接一波的震荡，其实要追溯于
一周多前、8 月 28 日的一场
“放假”风波。
8 月 28 日，
约翰逊放出
“大招”
：
让议会
延长休会期，
在 9 月和 10 月
“停摆”
五周，
从
9 月 9 日至 10 月 14 日女王讲话后才重新开
启，
而脱欧的最后日期则是 10 月31 日。
得知这一消息，议员们都炸了锅。因

美国总统特朗普 7 日傍晚通过社交媒体
推特突然宣布，取消原定于 8 日分别与阿富
汗总统加尼及塔利班主要领导人在戴维营举
行的秘密会晤，叫停美方与塔利班的和谈。
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的这一表态无疑
为本已迎来曙光的和谈蒙上浓重阴影，阿富
汗和平之路再添波折。

“临门一脚”突遭叫停

当地时间 9 月 4 日，英国议
会下院投票通过阻止无协议脱
欧的法案，英国新任首相约翰
逊随即提出提前大选的动议，
但遭到否决。继 3 日 21 名保守
党成员“倒戈”后，在不到 24 小
时的时间里，约翰逊先后遭遇
三次挫败。英国脱欧进程迎来
关键而又混乱的时刻。

丢失议会议程掌控权、无协议脱欧受
阻、提前大选被否，约翰逊领导的政府失
去了三次关键的议会投票，英国脱欧未来
走向备受关注。
约翰逊的“三连败”是从 3 日的议会掌
控议程控制权的投票开始的，保守党反对
派议员与反对党议员联手，夺得了脱欧控
制权。
英国议会 3 日结束夏季休会后复会。
保守党下院议员奥利弗·莱特温当天提交
申请，要求立即就是否从约翰逊手中夺取
议会议程控制权进行投票。当晚，英国议
会举行约翰逊当选首相以来的第一次实
质性投票，投票结果是 301 票对 328 票，其
中包括 21 名“反水”的保守党议员，反对无

与塔利班和谈
“急刹车”
特朗普在唱哪出戏？

为此举将使他们在脱欧议题上被“架空”，
若议员们想介入脱欧进程，尤其是寻求立
法阻止
“硬脱欧”
，时间将不充裕了。
议会的“被禁声”，还引发英国的大范
围抗议。上个周末，数百名抗议者将唐宁
街 10 号围得水泄不通；本周预计进行 80
多场示威活动，遍布数十个城镇；保守党

及在野党留欧派等，也批评首相“践踏宪
政”
“绑架民主”
等等。
当地时间 4 日，苏格兰最高法院法官
裁定，首相暂停议会的计划并不违法。也
就是说，
议员们想介入脱欧进程，
留给议会
的时间就只有 9 月3 日至 9 日的短短 7 天。
（据《法治日报》
）

特朗普在推特上说，
加尼和塔利班主要领
导人原本计划于 7 日晚间抵达美国，
参加在戴
维营的会晤。
“令人遗憾的是，为了增加筹码，
他们（塔利班）承认在喀布尔发动袭击。这次
袭击导致 1 名美军士兵和 11 名其他人员死亡，
我立即取消了会晤并叫停了和平谈判。
”
美国国防部此前表示，1 名美军士兵当
地时间 5 日在喀布尔一次爆炸中身亡。而阿
富汗塔利班宣布制造了这起袭击事件。
特朗普声称，如果塔利班在与美方的和
谈期间都不能同意停火，那么他们恐怕也没
有能力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协议。
分析人士指出，从特朗普表态看，塔利班
近期的做法激怒了他。这导致他直接叫停了
即将达成协议的美国和塔利班之间的谈判。
不过，曾在阿富汗法希姆元帅国防大学
担任教授的加法尔·加尔德齐在接受新华社
记者采访时表示，特朗普之所以做出这一决
定，很可能是因为美国与塔利班之间达成的
协议草案不符合美国的利益，遭到不少美国
政客反对。

一年努力付诸东流
美国 2001 年发动阿富汗战争推翻塔利班
政权后深陷泥潭，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但阿
富汗局势持续动荡，
近年来塔利班在阿富汗的
势力更是不断壮大。为尽快从阿富汗抽身，
美
国和塔利班代表去年以来进行了多轮谈判。
美国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扎尔
梅·哈利勒扎德本月 1 日说，美国与阿富汗塔
利班代表日前在多哈举行的第九轮谈判已结
束，双方即将达成协议。
塔利班驻多哈政治办事处发言人苏海
勒·沙欣 7 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塔利班与
包括哈利勒扎德在内的美国代表于本月 4 日
至 5 日举行一场临时谈判，取得积极进展。
而特朗普 8 月 29 日也表示，美国与阿富汗塔
利班
“接近达成协议”。
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特朗普周末叫停谈
判实在出人意料，而这对于美国与塔利班和
谈的
“杀伤力”究竟有多大仍需观察。
《纽约时报》评论说，此番特朗普宣布取
消和谈，无疑可能会令哈利勒扎德过去近一
年的努力付诸东流。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无法断定和谈这扇
大门是否会永久性关上，毕竟协议和撤军都
是美国需要的，特朗普此前还指望这些能成
为明年竞选连任的加分项。
加尔德齐认为，
特朗普并没有完全终止与
塔利班之间的和谈，
和谈很可能在未来继续。

安全形势更趋复杂
当前，阿富汗局势正处于关键阶段。美
国和塔利班和谈的进展关系到阿富汗总统选
举能否在本月如期举行。分析人士认为，接
下来阿富汗安全形势可能会更趋复杂。
特朗普宣布叫停和谈后，
阿富汗总统府发
表声明称：
“阻碍阿富汗实现和平的是塔利班
持续不断发动的战争与暴力行为。除非塔利
班停止杀戮、
接受停火并开启与阿富汗政府的
直接对话，
否则阿富汗不可能实现真正和平。
”
加尔德齐说，取消与塔利班的和谈将对
阿安全形势产生巨大影响，有可能加剧阿境
内冲突，塔利班以及北约驻阿联军都将加强
在阿境内的军事行动，双方将不得不在战场
上展现出更多武力。
阿富汗政治分析师贾瓦德·拉希米在接
受阿富汗黎明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的
这一决定将令阿局势朝危险方向发展。他认
为，塔利班有可能会在城市地区发动大规模
袭击，
以迫使美国恢复和谈。 （据新华社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