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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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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上海旅游节黄浦系列活动即将精彩呈现

9月 14 日晚，主题为“辉煌 70 年，美好与欢

乐”，来自 21 个国家和地区的 33 支表演方队、25

辆花车将在淮海中路进行巡游。由此，2019 年上海

旅游节的大幕正式拉开。今年的旅游节黄浦区共推

出 10项系列活动，融合传统经典与现代生活，联动商

旅文跨界合作。精心打造的系列活动，推陈出新，精彩

纷呈，让市民游客来一次黄浦“深度游”，领略“最上

海”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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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最上海”官微

今日聚焦

新闻分析

“瞪眼游戏”，谁会取胜？

■本报记者 陆依斐

《金融时报》报道，约翰逊已经准备好迎
接另一场为期一周的战斗， 试图从法律上阻
止“脱欧”延期。有政府官员透露，约翰逊团队
将“锯断任何挡在他们面前的东西”。

约翰逊决心有多大？

英国究竟会不会在 10月 31日“无协议
脱欧”？英国广播公司指出，尽管女王已经批
准阻止“无协议脱欧”法案，但这并不完全排
除英国在万圣节“无协议脱欧”的可能性。中
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洪建认
为，“无协议脱欧” 能否成真取决于约翰逊的
决心有多大 。目前议会已对“无协议脱欧”设
限， 英国与欧盟的谈判又卡在有关北爱尔兰
边界问题的“备份安排”上。“如果约翰逊非要
实现‘脱欧’目标，那就要拼个鱼死网破了。”

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
究院研究员叶江认为，鉴于女王已经批准阻
止“无协议脱欧”立法，英国 10 月 31 日“无
协议脱欧”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脱欧”局
势风云变幻，难以断言，预计缠斗还将继续。

欧盟让步可能性减少
欧盟对于这场闹剧的耐心似乎正在耗

尽。法国外交部长让－伊夫·勒德里昂日前表
示，除非英国能够团结起来，决定自己想要什
么， 否则他们不会支持再次延期。“我们不会
每三个月就（批准延期）一次。”

有分析称，在与欧盟实力不对等的情况
下，约翰逊大玩“瞪眼游戏”难以让欧盟买账。

尽管约翰逊近来与德法等欧洲大国领导人做
了沟通，但总体来说，约翰逊没有体现出解决
问题的务实态度，这从与欧盟领导人频频“打
嘴仗”、公开称要“赖账”等事件中可见一斑。

崔洪建认为，从英国议会目前的情况来
看，欧盟让步的可能性正在减少。“尽管欧盟
也想做爱尔兰的工作，但爱尔兰现在显然靠
着欧盟，不愿让步。”目前看来，英国既要在
10月 31日前脱欧，又要取消现有“脱欧”协
议中的“备份方案”，看似难度很大。

提前大选动议再遭否，英相陷“脱欧”怪圈
英国舆论甚至开始讨论：约翰逊若死扛“无协议脱欧”是否可能面临牢狱之灾？

■本报记者 陆依斐

当地时间周一晚，首相约翰逊所提提前大
选动议再遭英国议会下院否决，随后，议会开
始休会直至 10月 14日……分析认为，随着 10

月 31日这一大限逼近，各方角力加剧导致“脱
欧”滑向政治和法律边缘。随着局势变幻，英国
“脱欧”前景仍存不确定性。

众所周知，作为“脱欧”派的旗帜式人物，

约翰逊成功上位靠的就是“硬脱欧”招牌，因为
这迎合了人们希望早日摆脱“脱欧”僵局的普
遍心理。上台以来，约翰逊采取“要么生、要么
死”的要挟式打法，一再坚称无论如何英国将
于 10月底脱欧。而今，英国议会通过阻止“无
协议脱欧” 法案， 意味着在法律层面划出红
线———约翰逊将不能实行“无协议脱欧”。这一
招可谓釜底抽薪，让约翰逊招牌式的政治诺言
破产， 同时也等于逼着约翰逊 “戴着镣铐跳
舞”，去重走特雷莎·梅走过的路。分析认为，前
有欧盟不买账，后有议会划红线，约翰逊只能
在“脱欧”怪圈里打转，恐怕难有作为。

“多事”的一天

英国政坛周一发生了这几件大事。

其一，约翰逊所提提前大选动议再遭议会
下院否决。经过激烈辩论，大多数议员投票否
决约翰逊提出的在 10 月 15 日提前举行大选
的动议。上周，在议会下院通过旨在阻止“无协
议脱欧”的法案后，约翰逊也曾提出提前大选
动议，但未获通过。

约翰逊对议会表示，举行选举是打破“脱
欧”僵局的唯一途径。他告诉工党领袖科尔宾:

“如果你真的想推迟脱欧……那就投票选举，

让人民来决定。”但就像上周一样，反对党拒绝
了约翰逊的要求，认为需要首先排除“无协议
脱欧”的可能性。

其二，英国女王批准阻止“无协议脱欧”法
案。英国议会下院 4 日通过一项旨在阻止“无
协议脱欧”的法案，要求首相致信欧盟，申请把
“脱欧” 期限推迟 3个月 （至 2020年 1月 31

日），除非英国议会 10月 19日前批准一份“脱
欧”协议或同意“无协议脱欧”。

这一法案 6日在议会上院获得通过，9日
获得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签署，正式生效成为法
律。法案所述立场与约翰逊的“脱欧”主张对
立。约翰逊多次表示，无论英国与欧盟是否达
成协议，英国都必须在 10 月 31 日“脱欧”。眼

下，法案生效意味着约翰逊将不能在法律层面
实行“无协议脱欧”。

这项法案也受到批评，被指削弱了英国政
府在与欧盟谈判中的地位。英国外交大臣多米
尼克·拉布表示，这项法案“糟糕透顶”，政府将
遵守法律，但也将“非常仔细地”研究对该法案
的“解释”。

其三，议会下院开始休会。据报道，英国首
相府发言人 9日表示，英国议会将于当晚结束
议程后休会至 10月 14日。约翰逊 8月底提出
议会休会请求， 得到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批准。

由此， 英国议会在 9月 9日至 12日期间择日
开始休会，并计划于 10月 14日女王在议会发
表讲话后恢复运行。

舆论批评约翰逊此举挤压议会议事时间，

为议员阻止政府“无协议脱欧”设置障碍。约翰
逊称， 政府将在议会休会期间继续努力与欧盟
谈判达成协议，同时做好“无协议脱欧”的准备。

《纽约时报》指出，从约翰逊的角度来看，

议会休会暂时让他有机会松一口气。在经历了
动荡的一周后，议员们不再有机会令他遭遇尴
尬和失败。但这也意味着英国在 10月 31日前
举行大选的可能性已经消失。

还有一个政治动荡的迹象是议会下院议长

约翰·伯科表露辞职之意， 并向政府发出警告：

不要“贬低”议会。据报道，伯科将在目前设定的
英国“脱欧”日期的同一天，也就是 10月 31日
辞职。 现年 56岁的伯科自 2009年以来一直担
任议长，他在支持议员们强行推迟“脱欧”的过
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视保守党视为“眼中钉”。

约翰逊带领英国 10月 31日如期 “脱欧”

的计划这两周内接连遇挫。上周，议会下院成
功夺取控制权，通过阻止“无协议脱欧”法案，

约翰逊所提提前大选动议折戟，约翰逊的胞弟
乔以及就业与养老金大臣安伯·拉德辞职……

CNN称，“脱欧”僵局令英国政坛陷入了一
种荒谬而扭曲的不确定状态，这充分体现了英
国政府无休止的政治瘫痪。资深记者兼历史学
家安德鲁·马尔说：“我们的政治体系、 我们的
宪法正在开始崩溃。”

约翰逊还剩四个选择

约翰逊遇挫后再次强调，不会向欧盟申请
延期“脱欧”。约翰逊之前多次强调，英国必须
在 10月 31日前完成“脱欧”，即便代价是“无协
议脱欧”。他近日甚至表示，自己“宁愿死在沟
里”也不愿向欧盟申请延期“脱欧”。但眼下阻止

“无协议脱欧”已经成为英国法律，约翰逊还能
怎么出牌？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崔
洪建指出，约翰逊目前在法律层面的选择越来
越少，但不排除他可能还有其他办法。约翰逊
现在的主要目标是提前大选，他的团队应该还
在想办法，比如让民众助其一臂之力。崔洪建
认为，在议会休会的情况下，提前大选仍有空
间，关键在于约翰逊有多大勇气“打擦边球”，

突破现有法律框架。

《华盛顿邮报》称，约翰逊似乎已经走投无
路。为了摆脱困境，他还剩 4个选择，其中一个
是坐牢。

其一，约翰逊可与欧盟重新谈判一项新的
“脱欧”协议，这似乎是解决“脱欧”危机最直接
的办法。但欧盟已明确表示拒绝让步。欧洲高级
官员称，他们没有看到任何实质性谈判的迹象。

其二，约翰逊可以根据阻止“无协议脱欧”

法案向欧盟申请推迟“脱欧”，尽管他曾坚称自
己不会这么做， 但约翰逊并不是以信守诺言而
闻名的。 他可能还会寄望于欧盟拒绝延期 “脱
欧”，这一决定需要 27个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

其三，约翰逊可以自愿辞职，或对自己的
政府提出不信任动议。不过，《纽约时报》指出，

对于这样一位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并成功
问鼎英国政界最高职位的政治家来说，放弃权
力可能是一个艰难的决定。

其四，约翰逊可能会入狱，这一想法听起来
疯狂，却在伦敦引起了关注。再说，英国“脱欧”

发展到今天， 曾经难以想象的事情已经不止一
次地发生了。崔洪建认为，如果约翰逊继续推进
“无协议脱欧”，他可能面临牢狱之灾，“脱欧”正
处于政治和法律的边缘。

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
院研究员叶江认为，在女王批准阻止“无协议
脱欧”法案后，约翰逊对于“无协议脱欧”和推
迟“脱欧”的立场是否会松动值得关注。如果约
翰逊政府无法与欧盟达成新的“脱欧”协议，或
是协议无法在英国议会通过，在女王批准阻止
“无协议脱欧”的法案情况下，英国政府只能向
欧盟请求延期三个月。如果约翰逊仍然拒绝延
期，“脱欧”就将从一个政治问题变成一个法律
问题。政府是否违法将由最高法院判定。

英国《金融时报》分析称，如果约翰逊本周
无视阻止“无协议脱欧”法案，势必进一步煽风
点火，并可能面临牢狱之灾。无视该法案可能
会在 10 月下旬引发最高法院的紧急司法审
查，导致法官、政府和议会之间的冲突。

9月 9日，在英国伦敦，人们在议会大厦外抗议。英国首相府发言人 9日表示，英国议会将于
当天晚间结束议程后休会至 10月 14日。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