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休兵 ” 近一个月后 ， 第二
轮英国 “脱欧” 谈判１７日在比利
时布鲁塞尔欧盟总部开启。

分析人士认为 ， 随着 “脱
欧” 谈判进入 “攻坚期”， 双方
围绕核心议题的争论将逐渐升
温， 在多方面因素的掣肘下， 谈
判难度也将急剧增加。 随着最后
期限日益临近， 留给双方讨价还
价的时间已然不多。

“难啃的硬骨头来了”
根据欧盟公布的日程， 本轮

谈判将从１７日开始 ， 至２０日结
束。

谈判双方均是有备而来： 第
一轮谈判后， 欧盟先后公布了１４
份立场文件， 涵盖司法管辖权 、
核材料以及保护装置、 在英欧盟
机构的地位权利等议题； 英国方
面则公布了三大立场文件， 涉及
英欧关系以及英国与欧洲原子能
共同体合作等事宜。

英国媒体用 “首次全面对
话” 来形容第二轮谈判。 在他们
看来 ， 第一轮谈判只是 “开胃
菜 ” ， 第二轮谈判才是 “动真
格”。 用欧盟英国 “脱欧” 事务
首席谈判官米歇尔·巴尼耶的话
说， 开启第二轮谈判意味着 “难
啃的硬骨头来了”。

巴尼耶曾警告英国， 如果不
能在 “公民权利” “分手费” 以
及 “欧盟－英国边界” 三个核心
议题上率先取得进展， 那么英国
政府迫切想要在 “分手” 前达成
的 “英欧新自由贸易关系” 等议
题一概免谈。

矛盾分歧越来越大
分析人士认为， 双方分歧目

前在 “纵向” 和 “横向” 两个维
度不断发酵 ， 原有矛盾不断深
化， 新矛盾层出不穷。

首先， 双方在核心议题上的

争执不断加剧 。 就公民权利而
言， 欧盟希望英国 “脱欧” 前，
在英国生活的欧盟其余２７国公民
的权利能 “一切照旧”。

但英国提出的方案却让欧盟
“大跌眼镜”： 在截止日期前， 已
经在英国生活满５年的欧盟国家
公民将获得 “定居身份”， 可以
继续留在英国， 在医疗、 教育和
养老金等方面享受与英国公民一
样的待遇。 在截止日期前在英生
活未满５年的欧盟国家公民， 将
被允许留在英国直到达到５年的
期限 。 而在截止日期后和正式
“脱欧” 前抵达英国的欧盟国家
公民， 将获得大约两年的 “宽限
期”。 在 “宽限期” 内， 他们只
能算是 “移民”。

值得注意的是， 英国政府目
前尚未确定 “截止日期”。

苏格兰欧盟事务咨询中心辩
护律师彼得·塞拉认为，通过设定
截止日期和宽限期， 英国政府实
际上准备将境内的欧盟公民与英
国公民“区别对待”，这与欧盟“维
持现状不变”的要求相去甚远。

在 “分手费” 问题上， 欧盟
强调英国必须遵守其作为欧盟成
员国时所承诺的金融义务。 英国
外交大臣约翰逊近日则强硬回应
称， 欧盟向英国索要过高的 “脱
欧” 费用是在 “敲诈”， 英国无
法接受。

与此同时， 双方在其他领域
的更多矛盾也在浮出水面。 在欧
盟机构搬迁问题上， 欧盟此前宣
布， 批准欧洲银行业管理局和欧
洲药品管理局从英国伦敦外迁的
程序。 而英方倾向于将这两大机
构总部留在伦敦， 并有意在 “脱
欧” 谈判中讨论该议题。

此外， 英国希望欧盟迅速出
台 “一揽子保障条件”， 以确保
欧盟境内１００万英国公民的相关
权利 ， 但欧盟认为此事相当复

杂， 应从长计议。

时间紧任务重
矛盾很多 ， 但时间已经不

多， 留给谈判双方可能仅剩一年
多时间。 根据欧盟法律， 欧盟和
英国需要在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９日前完
成 “脱欧 ” 谈判 。 而巴尼耶希
望， 能在２０１８年１０月前完成 “脱
欧 ” 协议的最终版本 ,以便欧洲
议会和欧洲理事会在最后期限前
批准该协议。

近来 ， 法德两国进一步走
近， 欧盟内部加强了在 “脱欧”
问题上的立场协调。 可以预见，
欧盟在今后谈判中腰板会挺得更
直， 其能在多大程度上展示妥协
意愿将成为影响谈判进程的关键
因素之一。

反观英国， 国内各派就 “脱
欧”路径争执不休，政府内部立场
不统一。因此，与欧盟相比，英方
在本轮谈判中将面临更多掣肘。

英国国内各派围绕“硬脱欧”
和“软脱欧”的争论一直未休。英
国财政大臣哈蒙德１６日表示，为
更好地保护本国经济， 英国政府
认可“脱欧”需要过渡安排。

但英国媒体对哈蒙德的言论
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英国政府的
立场抱有疑虑 。 哈蒙德在去年
“脱欧” 公投中投下反对票， 一
直被视为特雷莎·梅内阁中的
“软脱欧” 拥趸。

分析人士认为， 哈蒙德的言
论进一步暴露出英国政府内部在
“脱欧”路径上的分歧，这些分歧
可能导致“脱欧”谈判“脱轨”。

英国前内阁秘书格斯·奥唐
奈评论说， 英国内阁成员之间似
乎尚未就 “脱欧 ” 事宜达成一
致， 更别提英国与欧盟之间了。
他认为， 在２０１９年３月的最后期
限到来前， 双方通过谈判达成一
致的希望渺茫。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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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耶路撒冷老城区
圣殿山 （穆斯林称为 “尊贵禁
地”） 氏族门外的广场１６日爆发
冲突， 造成４人受伤。 以色列警
方已迅速疏散该区域民众。

１６日下午 ， 约３００名穆斯林
在氏族门外的广场抗议以方在阿
克萨清真寺门口安装金属探测器
等更为严格的安保措施。 目击者
称， ４名犹太女性走过抗议示威
人群并发起挑衅， 愤怒的示威者
向她们扔了一瓶水， 随后爆发冲
突。

据冲突现场的一名红新月会
医生说 ， 有４人在冲突中受伤 ，
事件没有造成人员死亡。 以色列
警方在事发后迅速疏散了该区域
民众。

耶路撒冷老城１４日清晨发生
枪击事件， ３名袭击者在耶路撒
冷老城圣殿山外区域向３名以色
列警察开枪， 其中２名警察伤重

不治身亡。 袭击者随后被警方打
死。 事发后， 以色列封锁了阿克
萨清真寺 ， 禁止穆斯林前往礼
拜， 并封锁了约旦河西岸城市的
出口。

以警方１６日下午开始逐渐开
放阿克萨清真寺及其所在的圣殿
山， 通往圣殿山的入口已经加装
金属探测器， 所在区域将加装摄
像头。

穆斯林群体对此表示不满，
认为新的安保措施侵犯了神圣的
“尊贵禁地 ”， 改变了 “尊贵禁
地” 的现状。

位于耶路撒冷老城的圣殿山
（穆斯林称 “尊贵禁地”） 为犹太
教及伊斯兰教圣地， 长期以来是
以巴冲突的焦点。 以色列１９６７年
后控制了整个耶路撒冷老城， 但
根据以色列与约旦达成的协议，
圣殿山的管辖权仍归约旦， 治安
权则由以色列警方控制。

耶路撒冷圣殿山爆发冲突致4人受伤韩释放善意 半岛阴霾现微光？

英国“脱欧”谈判开始“动真格”

水熊虫是地球上最“难以毁灭”物种
新华社电 英国和美国研究

人员合作的一项新研究认为，水
熊虫是地球上最“难以毁灭”的物
种， 能在小行星撞击等所有可能
的天文灾难中幸存下来， 这或预
示宇宙其他星球也存在类似顽强
的物种。

水熊虫是缓步动物的俗称 ，
是一类极微小动物， 有４对脚，属
于多细胞无脊椎动物，只有约１毫
米大小， 用显微镜才能看清它的
面貌。

此前科学家已知水熊虫是地
球上生命力最强的物种， 不吃不
喝能活３０年，可忍受高达１５０摄氏
度高温，可以在南极、深海等极端
环境中存活。 一个欧洲科研小组
２００７年甚至把３０００只水熊虫送上
太空， 它们搭乘一颗卫星在太空
环境中暴露了１２天， 其中相当一
部分顽强地活了下来。

在最新研究中， 英国牛津大
学和美国哈佛大学研究人员考虑
了 ３种 可 能 的 天 文 灾 难 场 景 ，
分 别是小行星撞击 、 超新星爆

发和伽马射线爆发， 认为这三类
事件都不足以使地球上的水熊虫
消失。

“除非太阳消失，这个坚强的
物种几乎不可能从地球上灭绝。”
研究人员说。 相关论文已发表在
新一期《科学报告》杂志上。

对于小行星撞击， 研究人员
说， 目前仅有维斯塔、 冥王星等
数颗已知小行星或矮行星拥有足
够大的质量， 撞击地球后可产生
使海水沸腾的热量， 从而威胁到
水熊虫的生存， 但这些小行星或
矮行星的运行轨道不可能与地球
相遇。

超新星爆发是恒星走到生命
终点时发生的剧烈爆发现象。伽
马射线爆发是宇宙中最强的爆炸
现象之一， 通常认为伴随大质量
恒星的超新星爆发而出现。 研究
人员认为， 距地球０．１４光年之内
的超新星爆发或４０光年之内的伽
马射线爆发才能对水熊虫构成威
胁， 但这两种情况的发生概率都
可以忽略不计。

美亚利桑那州山洪暴发至少9人遇难
新华社电 美国亚利桑那州

官员１６日证实， 当地一个景区山
洪暴发已造成至少９人遇难。

据当地媒体报道， 由于突降
暴雨， 亚利桑那州通托国家保护
区内的一个山谷１５日下午暴发山
洪， 奔流直下的湍急河水卷走了
正在谷中水潭内游泳的１４人。

截至目前， 搜救人员共发现
９名遇难者遗体， 年纪最大的有
６０多岁， 最小的是一名年仅两岁
的女童。

据警方介绍， 警方在现场成
功救出４人， 但尚不能确认事故

发生时山谷中共有多少人。 目前
搜救人员还在搜寻一名失踪者，
但后者生还希望渺茫。

亚利桑那州州长道格·迪塞
１６日发布声明， 对遇难者表示哀
悼。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表示 ，
目前尚没有接到中国公民在事故
中遇难的通报。

据报道， 当天午后， 通托国
家保护区一个多小时内的降雨量
超过２５毫米， 而当地７月的平均
降水量约６１毫米。 气象部门警告
说， 由于仍面临持续降雨， 当地
可能暴发新的山洪。

韩国１７日向朝鲜提议， 分别
于７月２１日和８月１日在板门店举
行双方军事会谈和红十字会工作
会谈。

分析人士认为， 韩国此次对
缓和南北关系释放善意， 给此前
阴云密布的半岛局势带来些许微
光。 但朝韩关系突破坚冰乃至改
善， 仍有待双方突破以往禁锢，
将步子迈得更大。

【新闻事实】
韩国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 ，

提议于７月２１日在板门店朝方一
侧统一阁举行韩朝军事会谈， 商
讨停止在双方军事分界线附近恶
化军事氛围的所有敌对行为。 韩
国国防部还提出， 希望恢复此前
被切断的军事热线。

此外 ， 韩国方面还提议于８
月１日在板门店韩方一侧举行韩
朝红十字会工作会谈， 商讨今年
中 秋 节 举 行 离 散 家 属 团 聚 活
动事宜。

在２０１５年１２月朝韩副部长级
会谈后， 南北官方已经时隔１年
零７个月未进行对话。 朝韩上次
离散家属团聚活动于２０１５年１０月
在朝鲜金刚山景区举行。

【深度分析】
分析人士认为， 军事会谈提

议 是 韩 国 总 统 文 在 寅 送 出 的
橄 榄 枝 ， 是 他 本 月 初 访 问 德
国 时 提 出 的 “ 柏 林 构 想 ” 的
一部分。

文在寅属于韩国左翼政党 ，
对朝较为友好 ， 其对朝政 策 与
卢 武 铉 和 金 大 中 时 期 较 为 类
似 ， 主 张 对 朝 对 话 。 文 在 寅
认为， 只有通过对话才能解决问
题， 并强调政治可以和人道主义
分开， 主张展开和推进人道主义
和民间交流。

分析人士认为， 韩方的提议
符合双方停止敌对军事活动的呼
吁， 如果朝方做出积极回应， 有
望为半岛局势带来转圜。 但就算
朝方积极回应， 双方仍有各种细
节和对会谈前提条件理解不同等
问题需协商， 未必能马上启动。

【第一评论】
韩方就缓和半岛局势释放积

极信息， 迹象自然是好的。
但站在历史视角看， 韩方提

议并无太多新意， 向前迈的步子
较小。 历史上， 朝韩双方有过数
次 “握手 ” “破冰 ” 等缓和关
系、 恢复对话的突破时刻。

更形象一点来说， 韩方的提
议仿佛是半岛上空出现的一丝微
光， 但并不足以穿透笼罩半岛的
阴霾， 月朗星稀更是言之尚早。

这也从一个侧面凸显目前南北双
方的历史之结难解， 让人多少有
些无奈。

当然， 一切爱好和平的人士
都企盼， 半岛阴霾能尽快散去。
这更加需要南北双方领导人能真
正从半岛和地区和平出发， 真正
为半岛人民福祉着想， 拿出更大
魄力， 突破以往禁锢， 将步子迈
得更大。

【背景链接】
７月６日， 文在寅在德国柏林

发表演讲， 提出有关实现朝鲜半
岛和平的构想。 韩方称之为 “柏
林构想”， 重点内容包括缓解军
事紧张、 恢复互信， 敦促朝鲜停
止开发核武， 重启对话。 这些构
想 还 包 括 离 散 家 属 团 聚 等 非
政 治 交流合作项目不与政治军
事挂钩， 朝方来韩参加平昌冬奥
会等。

文在寅说， 只要条件成熟 ，
迎来可改变半岛紧张局势和对立
局面的机会， 愿意随时随地会晤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朝鲜劳动党机关报 《劳动新
闻》 １５日刊登署名评论文章， 首
次回应 “柏林构想”， 称消除政
治军事对抗状态是发展韩朝关系
的第一步。

据新华社

新华社电 由于天气炎热干
燥， 风力强劲， 加拿大西南部不
列颠哥伦比亚省境内的森林大火
已持续超过一周。 自当局８日宣
布进入紧急状态以来， 迄今已有
３万多民众撤离家园。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 因
火势凶猛， 当地政府本周末又下
令撤离２．４万人， 其中约６０％的居
民已经撤离。

１６日， 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交

通部长斯通召开新闻发布会称，
自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来， 已有
３．６万至３．７万人被迫撤离。 截至
１６日， 仍有１６２处火点， 其中约
有１５处对居民区构成威胁。 包括
４１５名从邻省抽调的消防员在内，
共计３０００名消防员正在灭火。

１５日， 一名飞行员孤身驾驶
消防直升机冲进火场， 因直升机
坠毁而受伤 ， 正在医院接受治
疗。

加拿大森林大火持续超过一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