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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内瑞拉一个值得欢迎的信号
■ 王珍

经挪威斡旋，委内瑞拉政府和反对派代表
8日开始在加勒比海国家巴巴多斯举行第三轮
对话，为化解政治危机寻找解决方案。

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当天发表电视讲话
说，“我非常乐观……他们今天谈了 5个小时。

我认为，大家一步步推进，保持战略耐心，最终
会找到和平路线。”反对派要员、全国代表大会
主席瓜伊多 8日表示，他担心仅凭对话一种机
制难以化解危机。

委内瑞拉多年动乱，特别是自今年 1月 23

日瓜伊多自封“临时总统”造成“一国两总统”

局面以来每况愈下，朝野炽热对立，外国干预
加码，战争利剑高悬，小型兵变偶发，单边制裁
升级，民众苦状日甚。在国际社会推动下，委内
瑞拉政府和反对派 5 月以来在挪威首都奥斯
陆先后举行两轮对话，虽未就化解政治危机达
成协议， 但毕竟从街头冲突走向了谈判桌，给
人们带来和平的希望，给国家争取到一个多月
的相对平静。

在此期间，虽因政府调查、惩办兵变骨干
而发生过口舌之争和游行示威，但未有严重冲
突，外来军事干预的威胁亦有削减。马杜罗政
府在继续靠强军巩固控局能力的同时，多次高
调呼吁对话，积极开展国际交往，主动宣布部
分开放与巴西和哥伦比亚边境，同意今年早些
时候因参与“护卫”违禁出国归来的瓜伊多而
被驱逐的德国驻委大使返任，以此争取改善国
际环境。

人们注意到，7月 2日，马杜罗总统通过国
家电视台重申愿与“所有反对派团体对话”，通
过“对话、尊重宪法、和平、民主、发展和解决问
题”的路径，争取今年年底达成协议，表示对此
“有绝对信心”。此言一出，引起各方关注。瓜伊
多立即表示不再与政府对话。 但 7月 4日，俄
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委危机“应通过选举和对话
解决，而不能像瓜伊多那样自封总统”。瓜伊多
于次日作出回应， 表示准备与马杜罗展开对
话，并愿“认真听取俄方意见”。委政府和反对

派几乎同时宣布将在巴巴多斯重启对话就是
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这是个值得欢迎的信号，它至少表明以下
几个动向：其一，委朝野对话虽无协议，但并未
破裂，和平解决危机仍有希望。其二，继续对抗
徒劳无益，只会失去人心。因此，双方从战略和
策略考虑都需要从以斗为主转为以谈助斗。其
三，俄美关系处于微妙时刻，海湾形势牵制了
双方的注意力无暇西顾， 需要暂缓在委之争。

俄本就主张对话，美亦不得不调整政策。其四，

国际社会劝和促谈努力仍有余地。

委内瑞拉危机破局之路漫长，朝野对话困
难重重，达成协议难以预期，国际社会当继续
努力推动。关键在于当事各方真正从委回归和
平发展、委人民安居乐业和拉美地区和平稳定
的大局出发相向而行。 这是笔者的良好愿望，

也是所有善良人们的共同愿望。让我们期待并
关注事态进展。

（作者为中国前驻委内瑞拉大使）

俄批准建设“中国—西欧运输走廊”
预计 2020年完工，将大大缩短中国与欧洲间货运时间

■本报记者 廖勤

据俄罗斯媒体近日报道，一条贯穿俄罗斯
的新高速公路获得克里姆林宫批准。这条高速
公路建成后，将成为连接中国与欧洲大陆之间
的最短货运路线，将大大缩短欧洲和中国之间
的货运时间。

穿过俄“铁锈地带”

据俄罗斯商业日报《Vedimosti》报道，这条
名为“子午线”的高速公路总长约 2000 公里，

东起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接壤的边境，西至白
俄罗斯，靠近位于莫斯科和明斯克之间的斯摩
棱斯克。公路将穿过被称为“俄罗斯铁锈地带”

的贫困地区。

公路建成后将缩短中国西部和中欧货运
中心之间的货车运输路线，并有望提供比现有
三条铁路走廊（包括西伯利亚大铁路和苏伊士
运河）更快捷的替代方案。据《华盛顿时报》报

道，公路将于 2020年完工。

这条四车道的高速公路将允许车辆以接
近 112公里的时速行驶。 俄罗斯交通部估算，

货物将在 11天或更短时间内跨洲运输， 将分
担目前西伯利亚大铁路和苏伊士运河的部分
货运。

尽管目前俄罗斯与白俄罗斯的签证还不
是很方便，但是对于喜欢乘坐汽车旅行的西方
游客来说，这条新公路将改善通往俄罗斯西部
的通道， 同时也将极大提升欧洲与中亚国
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东部、吉尔
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之间的联系。

预计耗资 94亿美元

俄新社称，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上月批准
了这一高速公路项目的第一阶段。项目预计耗资
约 94亿美元，将采用公私合营方式建设。

公路建设将完全依靠投资者的资金，俄罗斯
政府不会从预算拨款。但政府承诺将帮助吸引包
括中国在内的新投资。据报道，梅德韦杰夫要求
内阁官员就该项目吸引投资事宜与发起人进行
磋商，包括来自中国的投资，并给予必要的支持。

考虑到诸如关闭边境的政治风险，投资者希望政

府能确保 5.5亿美元左右的最低收入。

这是一条四车道的收费公路， 容量巨大，未
来主要收入来源是向卡车和汽车收取的通行费。

项目发起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前副董
事长亚历山大·梁赞诺夫估计， 要实现收支平衡
可能需要 12至 14年。

目前，位于这条公路东端的萨加尔钦边防哨
所周围的建设工作已经开始。俄中分析中心主任
谢尔盖·萨纳科耶夫告诉《莫斯科时报》，这条高
速公路在经济上是合理的，可以为俄罗斯创造更
多的就业机会和新的运输收入来源。“但问题是，

梁赞诺夫是否拥有足够的财政和行政资源以及

合适的人员。我现在还没看到。”

“一带一路”项目之一

俄罗斯媒体称，这条高速公路项目是中国提
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所推动的众多改善地区基
础设施和互联互通的项目之一。《Vedomosti》援引
一位俄罗斯官员的话说，“子午线”是俄罗斯为中
国“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至少三条相互竞争的
高速公路之一，是俄罗斯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做出的贡献。

今年 4月，俄罗斯总统普京访华并出席“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说，中国的倡议将加强
欧亚国家的“建设性合作”，确保该地区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和经济增长。 普京也希望在其任内推行
一项雄心勃勃的基础设施计划， 包括建设具有战
略意义的“中国—西欧运输走廊”项目。“子午线”

高速公路是这一走廊项目的第一部分， 也是俄罗
斯—中国西部新公路的西部组成部分， 全长约
8046公里，最终将连接汉堡和上海的港口。

阅 兵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人们观看独立日阅兵式。委内瑞拉 5日举行
阅兵式，庆祝独立 208周年。 新华社发

没有输赢的比赛：英首相候选人激辩“脱欧”
约 16万保守党成员开始邮寄选票，投票结果本月 23日揭晓

■本报记者 张全 本报见习记者 陆依斐

当地时间 9日，挺进英国保守党党首争夺
战决战的两位 “选手”———英国前外交大臣约
翰逊和英国现任外交大臣亨特，参加了英国独
立电视台的电视直播辩论。 在 200 名观众面
前，两人进行了一场“脱去拳套、互不留情”的
决斗。

分析人士认为， 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比
赛———双方在“脱欧”时限、“无协议脱欧”上立
场相似，但在反对党、议会和分裂的英国民意
面前，这无异于“纸上谈兵”。《泰晤士报》评论
称，在一次对加强保守党团结前景毫无帮助的
交流中，双方情绪趋向爆发，场面令人尴尬。

对比鲜明的两人

现年 55岁的约翰逊是英国最著名的政治
人物之一。他曾担任伦敦市长、外交大臣，以善
于与选民沟通著称，被称为“可爱的流氓”。有
人说，约翰逊是“英国特朗普”，其不羁的金发
造型、 保守主义倾向以及不拘一格的风格，都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颇为相似。

与魅力四射、 不拘小节的约翰逊相比，52

岁的亨特“是一个鲜明的对立面”，这位现任外
交大臣被评价为“通情达理、谨慎温和”。他自
2010年起便在内阁效力，曾任文化大臣和卫生
大臣。此次竞选中，他将自己定义为“严肃”的
候选人，带着“非鲍里斯”的标签登场。他也被
一些英国媒体称为“穿裤子的特雷莎”。

他们二人，谁将问鼎首相宝座，将由本月
23 日公布的保守党党员投票结果决定。4 天
前， 选票已经发出，16万名党员中相当多数人
据信已参加邮寄投票。这也意味着，两位候选
人在辩论中的表现不一定能“改写”结果。即便
如此，患上“拖欧疲劳症”的英国民众还是渴望
倾听：未来的党首，或者说未来的首相对“脱
欧”有何思路。

唇枪舌剑的交锋

“面对面交锋”开始前，两位玩家都难掩跃
跃欲试的心情。 约翰逊词锋一如既往地犀利，

称将在一场“裸泥摔跤比赛”中击败亨特、抢占
头条。身材高挑的亨特则依旧严肃认真，称阐
明立场的一刻“已经等了 30年”……英国广播
公司（BBC）称，在一场气氛活跃、不时发脾气
的电视辩论中，约翰逊和亨特就“脱欧”策略、

英美关系、政治风格，以及自己为何最适合担
任首相等问题唇枪舌剑。

约翰逊指责亨特的“管理式”政治风格，称
他在某些问题上摇摆不定。约翰逊说，很欣赏
亨特经常“改变主意”的能力，其实是对亨特当
初支持英国“留欧”，后又转变态度的讽刺。亨
特则试图把约翰逊描绘成在“脱欧”问题上闪
烁其词、“兜售乐观主义”的人。亨特讥讽道，英
国需要一位领导人，而不是一位“报纸专栏作
家”，他指的是约翰逊曾在英国《每日电讯报》

工作。亨特开玩笑说，他很欣赏约翰逊“回答问
题的能力”，“他一脸微笑， 你就会忘记问题是
什么， 这对一名政治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品
质，但对一名首相来说不一定。”

搞笑的一刻发生在主持人朱莉·艾钦厄姆

提问阶段。她要求两位“辩手”如果对 10月 31

日前完成“脱欧”有信心，就举手示意。结果两
位候选人都举起手，但约翰逊冲着亨特说：“杰
里米！你本可以骗过我的。”观众席上爆发出笑
声。此前，亨特“脱欧”方案与约翰逊最大的不
同在于，他认为 10月 31日并非“脱欧”大限。

《卫报》认为，最激烈的交锋发生在两人就
“脱欧”前景发生冲突之际，亨特问道：“如果不
能在 10月 31日之前让英国‘脱欧’，你约翰逊
会离开唐宁街吗？”在亨特看来，约翰逊在这个
问题上的模糊立场表明，他成为首相的动机是
个人抱负，而非领导力。作为反击，约翰逊反指
亨特明显“没有完全承诺”会在 10 月 31 日前
完成“脱欧”，称他是“失败主义者”。约翰逊在
整个竞选过程中反复表示， 无论能否达成协
议，他都会让英国按时“脱欧”。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认
为， 辩论反映出两位候选人顺应国内民意期
待，即“拖欧”总得有个了结。约翰逊的“硬脱
欧”旗帜鲜明，比中规中矩的亨特更强势更坚
决，其提出的方案（涉及“边界问题”）也比亨特
的方案（谈到补贴安排）更明确，相对更抓住问
题的关键。但英国国内在“脱欧”问题上民意分
裂，保守党内部、保守党与反对党之间、政府与
议会之间意见不一， 当选者要说服 “另一半
人”、走出“结构性困境”并非易事。

两人的分歧还在于约翰逊拒绝排除暂停议
会运行（即休会）以强行通过“无协议脱欧”的可
能性，而亨特表示他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

当天早些时候，试图阻挠政府让议会休会
的一项修正案以一票优势在议会下院通过，为
保守党政府谋求“无协议脱欧”增添难度。

除了“脱欧”，特朗普时代的英美关系也成
为辩论焦点之一。近日，泄露的秘密电文显示

英国驻美大使金·达罗克曾批评特朗普“无能”

“不靠谱”“不称职”。在这番贬损言论激怒了特
朗普后， 约翰逊拒绝排除解雇达罗克的可能
性，“我不会如此冒昧地认为我会这样做。”“但
让我们面对现实， 我们与美国的关系非常重
要。”“我和白宫的关系很好。 我们应该与美国
保持密切的友谊和伙伴关系，这很重要。”约翰
逊说。

在强调英美“特殊关系”的价值时，约翰逊
坚称，只有他作为英国首相，才会做出“重要且
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决定，比如由谁在美国代
表英国。而亨特在辩论中重申了他对达罗克的
支持，“我会让达罗克留任直到他退休。”此外，

特朗普近日对达罗克的批评殃及特雷莎·梅，

亨特在辩论中对梅的声援赢得现场观众掌声。

英国外交部 10日表示， 达罗克已经宣布
辞职。

各有千秋的策略

有评论称，此次竞选中，双方的竞选策略
各有特色，也基本达到预期效果。

先看约翰逊。BBC 政治编辑劳拉·昆斯伯
格认为，容易“祸从口出”的约翰逊这次没有
“踩到香蕉皮滑倒”，并设法避免在一些争议问
题上做出承诺。利物浦大学英国政治学讲师戴
维·杰弗里指出，约翰逊的战术在于，首先希望
通过强调亨特的管理风格，将他与梅及其前任
卡梅伦 “不受欢迎” 的执政岁月联系起来。其
次，尽管欧盟一再表示不会就与梅达成的“脱
欧”协议进行重新谈判，但约翰逊继续向欧盟
保持威胁，即英国将在 10 月 31 日后“无协议
脱欧”，迫使欧盟采取行动。

英国保守党研究负责人安东尼·里奇—纽

曼说，约翰逊在辩论中涉及两个关键领域（英
国“脱欧”和经济）时表现最为强劲。“鲍里斯非
常善于逗人开心、说笑话，把人们拉到一边，这
也是他吸引保守党相当大一部分人的特质。”

亨特的表现同样可圈可点。他成功地向对
手发起攻击。在长达一小时的辩论中，他大部
分时间都指责约翰逊从不回答问题。这种“进
攻性” 与他平时谨慎的行事风格形成鲜明对
比。分析认为，亨特在民调中落后，因此在辩论
中采取攻势， 将此视作阻击约翰逊的最后机
会。

英国舆观调查公司（YouGov）近期一项保
守党党内民调显示，74%受访者支持约翰逊，

高出亨特 40个百分点。 但亨特在全体选民中
比约翰逊赢得更多支持，尤其在约翰逊与女友
吵架一事曝光之后。此外，亨特赢得了前英国
首相梅杰和英国下议院领袖、 英国前外相威
廉·黑格的力挺。

“真正的较量开始了。”英国埃塞克斯大学
政府学教授保罗·惠特利认为， 亨特成功扭转
了约翰逊的策略，迫使他开诚布公，接受更多
问题。不过，激怒约翰逊也有风险，因为会“迫
使他站出来进行报复。”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
建指出，与亨特相比，无论是党内受欢迎程度、

政治经验 （约翰逊有着从地方到中央政府的执
政经验）、接地气的形象，约翰逊的条件都更有
利。不出意外的话，约翰逊赢面更大。亨特无论
出身还是做派， 容易使人联想起卡梅伦那一类
家族特征明显的传统精英政客。 在当下的英国
民众心目中，摆脱官僚气和精英面孔、带有民粹
主义色彩的约翰逊，更符合他们的要求。

无可奈何的欧盟？

至于欧盟对两人持何种态度， 崔洪建认
为，从观感上，约翰逊更不受欧盟欢迎，因为他
与主流政治矛盾更大。但从“脱欧”本身来说，

如果两位候选人都走“硬脱欧”路线，甚至不惜
以“无协议脱欧”为代价，那么对欧盟都不是好
的选择。另一方面，欧盟也没其他太多办法，尽
管“拒绝重谈”，但一旦保守党形成支持“硬脱
欧”的多数派，欧盟不得不应对，调整目前强硬
的策略。因为如果“硬碰硬”导致“无协议脱
欧”，欧盟不但会遭受损失，英国还会把脏水泼
到欧盟头上，对欧盟更不利。

丁纯认为，欧盟会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展
示一定的灵活性。坚持原则是因为欧盟厌倦了
英国没完没了的闹剧。欧盟有些人宁愿忍受混
乱“脱欧”的痛苦，而不是进一步的乱局。欧盟
委员会主席容克日前哀叹：“所有人都懂英语，

但没有人搞得懂英国。”丁纯说，最让欧盟懊恼
的是， 好不容易与首相谈成一个最好的协议，

但拿到英国国内立即遭否定，那么跟谁谈才有
定局？更何况，要“离婚”的是英国，欧盟自一开
始就有坚守立场、对英示强的理由。

另一方面，保持灵活性是因为欧盟意识到
“无协议脱欧”是把双刃剑，伤及英国的同时自
己也不好过。既然英国的政坛出现变化，立场
与梅时代有所不同，那不妨开放大门，保持一
定的弹性。此外，欧盟新领导层、机构也在重
组，其中不少国家与英国利益相关。这一变量
可能也会让双方对话“柳暗花明又一村”。

7月 9日，在英国索尔福德，两名保守党党首候选人、前外交大臣约翰逊（左）和现外交大臣亨
特在电视直播辩论中交锋。 东方 IC

“脱欧”仍在纸上谈兵

■本报记者 张全 本报见习记者 陆依斐

英国《太阳报》认为，虽然辩论中碰撞出
火花，但在“脱欧”问题上其实双方立场差距
并没那么大。有评论称，无论什么方案，都无
异于“纸上谈兵”。

方案大同小异
两位候选人都希望并相信英国能于 10

月 31 日前“有协议脱欧”，只不过亨特不想
把最后期限定死，担心“脱不了”的话触发大
选，令保守党失利。双方也都同意将“无协议
脱欧”作为“最后手段”，并分别做出了政策
上的准备———早些时候，约翰逊提出“拆分
协议”；亨特则罗列“十点计划”。

约翰逊的“拆分协议”是指从梅与欧盟
达成的协议版本中剔除糟粕，“选取能用的
部分”。在他看来，首先，应保留协议中的欧
盟侨民权益部分，协议规定的约 390亿英镑
“分手费”金额庞大，英国就“何时和如何”支
付应尽力模糊。其次，欧盟应给予英国一段
时间作为“执行期”。

“执行期”与协议规定的“过渡期”并不
同。“执行期”内英欧关系维持现状，以便双
方找出解决英国北爱尔兰地区与爱尔兰“硬
边界”问题的技术方案并就“脱欧”后双方关
系达成协议。

亨特的“十点计划”则包括组建“无协议
脱欧”特别工作组；为“无协议脱欧”推出削
减企业税收的预算案；为受到世贸组织关税
影响的英国粮食和农业行业制定 60亿英镑
的减免计划等等。

选择余地有限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

崔洪建认为，梅被迫辞职后，保守党内在“硬
脱欧”期限、方式上形成相对清晰的立场。在
期限上，他们认为梅之所以黯然下台，就是
“拖得太厉害”，因此力求在规定节点内“当
断则断”。

而在方式上，他们也不再讳言“无协议
脱欧”的可能性。这次辩论中，两位候选人都
反映出上述主流立场。只是，在“无协议脱
欧”问题上，双方都怕过于明确地表达政策
会承担责任，故而仅展示开放态度。这也是
政治家们惯用的投机做法。

但是，“无论什么方案都是纸上谈兵。”

崔洪建认为，“‘无协议脱欧’后果无法估量，

不是几十亿英镑补贴或者‘执行期’的问题。

正因为‘无协议脱欧’是‘硬脱欧’的极端情
况，两位候选人不得不提出一些计划来安抚
选民，但又拿不出具体可行的办法啃下硬骨
头。”

在崔洪建看来， 无论谁上台，“脱欧”选
择余地都不大。“约翰逊上台，‘脱欧’进程更
激烈一些，摇摆性更大。毕竟他有揣摩民意、

迎合民众的特点。而亨特的风格，决定他可
能会追求更稳妥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