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主党料将在参议院对卡瓦诺发起!狙击"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美国总统

特朗普 ! 日宣布!提名布雷特"卡瓦诺出

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如果提名

在国会参议院获得通过! 意味着最高法

院更加趋向保守#

民主党预计将在参议院发起 $狙

击%!拉拢个别在堕胎等议题上趋向自由

派的共和党议员! 设法阻止卡瓦诺进入

最高法院#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温和保

守派人士安东尼"肯尼迪 " 月底宣布!将

于 # 月 $% 日退休!特朗普也因此再次获

得提名大法官的机会#

现年 &$ 岁的卡瓦诺毕业于耶鲁大

学法学院!拥有法学博士学位!他曾担任

大法官肯尼迪的助理! 在小布什执政时

期担任过白宫秘书!从 '((" 年开始出任

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法官!

其保守派立场明显#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白宫官员告诉

美联社记者! 特朗普 ! 日决定提名卡瓦

诺!当晚打电话告知后者'特朗普之所以

选他! 是因为这名资深法官的判例涉及

范围广&被引用次数多!堪称$法官中的

法官%# 卡瓦诺在堕胎&拥枪&同性恋平权

等议题上立场保守!契合共和党政治观念#

按照程序! 卡瓦诺的提名需经过美

国国会参议院全院投票表决! 但只需获

得简单多数支持即可通过# 共和党在参

议院有 "# 个议席!只比民主党多两个议

席#考虑到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麦凯恩因

病或缺席投票!共和党的优势只剩一票#

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成员& 共和党人

约翰"肯尼迪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两党

围绕卡瓦诺提名的斗争可能会非常激

烈# 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 $日晚

发表声明说!将力阻卡瓦诺的提名# 美联

社报道!民主党打算拉拢两名支持堕胎的

女性共和党参议员!希望她们投反对票#

路透社报道! 卡瓦诺 %&&' 年被小布

什提名华盛顿特区巡回上诉法院法官

时!就遭遇过民主党的百般阻挠!' 年后

才过关履任#民主党当时指认他$党派偏

向严重%#

!我们无法确定这是奇迹#是科学还是什么$

!"名足球队员和他们的教练全部脱险"

泰国海军$海豹突击队%#& 日说!救

援人员当天营救出受困洞穴的最后 ( 名

足球队员和一名教练# 至此!受困 #' 名

成员全部获救! 没有生命危险! 救援结

束#

$海豹突击队%#& 日晚间在社交媒

体 $脸书% 写道($我们无法确定这是奇

迹&是科学还是什么# #% 名)野猪*足球

队员和他们的教练全部从洞中脱险!他

们很安全# %

遇险少年足球队名为$野猪%!来自

清莱府湄赛县一所学校# 球队由 #% 名

## 岁至 #) 岁少年和一名 %" 岁教练组

成!) 月 %' 日训练结束后进入洞穴群探

险!因为强降雨灌入洞穴&阻断路径而无

法脱身'* 月 % 日由国际救援人员和泰

国海军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找到#

经过多日考虑! 救援人员决定以潜

水方式营救受困人员 !! 日和 $ 日分两

批救出 ! 名成员# 最后一批获救的 " 人

#& 日陆续由担架被抬出洞穴!随后由直

升机送往医院#

清莱府府尹那荣萨"奥沙他那功说!

与前两日的救援相比!#& 日的救援速度

更快!共计 #$ 名潜水员参与#

$海豹突击队%说!最后一批足球队

员和教练获救后! 三名在洞穴中陪伴他

们的$海豹突击队%队员和一名军医最后

离开洞穴#

受困足球队成员全部安全获救的消

息传出后! 在一处地方政府办公楼等待

的志愿者和媒体记者发出欢呼声#

现阶段尚不清楚最后一批获救 " 人

的健康情况# 先前获救的 ! 名队员情况

稳定!两人疑似肺部感染#

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前几

天致信泰国足协! 表示如果这批小球员

及时获救! 很乐意邀请他们赴俄罗斯观

看 * 月 #" 日世界杯决赛# 然而!医生要

求获救人员留在医院观察一周# 这意味

着!他们可能无法接受国际足联邀约#

张旌!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日!在泰国清莱!一架军用直升机参与洞穴救援行动" 新华社发

事故追责仍在进行中%警方已起诉和
逮捕相关责任人

据新华社泰国普吉 ! 月 "# 日电
+记者杨舟 颜昊, 泰国普吉府府尹诺拉

帕 )( 日在救援情况通报记者会上表示!

泰国救援人员在渔民帮助下又发现 $ 具

遗体! 基本可以确认为游船翻沉事故遇

难者# 因此目前确认遇难人数上升至 *&

人!仍有 '人生死不明#

诺拉帕说!从发现地点&遗体特征来

看! 基本确定新发现的 $ 具遗体为 $凤

凰%号游船翻沉事故遇难者!具体身份需

待家属辨认#

至此! 这起事故的遇难人数上升至

*& 人!其中 ** 人已经完成打捞# 此外仍

有 ' 人处于失联状态# 遇难者及失联者

均为中国游客#

泰国陆军方面表示!已出动人力对普

吉&甲米&攀牙三府海岸进行搜索#泰国第

+ 区警察总指挥素拉沙说! 目前对事故

的追责仍在进行中! 警方已对事故相关

责任人进行起诉和逮捕#

!普吉岛沉船事件后续报道

!李冠杰

专家视点

!软脱欧"梅方案或进入快车道
英国首相任命新#脱欧$事务大臣和外交大臣

本报讯 综合新华社消息! 英国

首相特雷莎"梅 ! 日任命卫生大臣杰

里米"亨特为新的外交大臣! 接替当

天因 $脱欧% 分歧而辞职的鲍里斯"

约翰逊# 亨特毕业于牛津大学! 曾担

任英国文化大臣等职#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 亨特在上任

后首份声明中说! 支持首相基于 ) 日

政府内阁就设立 $英国,欧盟货物自

由贸易区% 等达成的共识与欧盟谈判

$脱欧% 协议#

路透社评述! 亨特是英国国民保

健制度 ++,-, 确立以来任期最长的

一位卫生大臣! 经受住了医生罢工&

公众抱怨等诸多挑战#

今年早些时候! 亨特在英国政府

预算普遍削减的背景下为国民保健制

度争得 %&& 亿英镑的额外资金 ! 被

-卫报. 赞为 $伟大幸存者%! 甚至称

他有意成为首相# 亨特的妻子来自中

国! 两人 %&&$ 年 * 月结婚! 现育有

一子两女#

特雷莎"梅同一天还任命了多米

尼克"拉布为英国脱离欧洲联盟事务

大臣! 接替 ! 日深夜突然辞职的前任

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戴维斯# 拉布现

年 (( 岁! 曾任职司法部! 今年年初

成为负责住房事务的国务大臣# 与戴

维斯一样 ! 他也是保守党内坚定的

$脱欧派%#

特雷莎"梅的发言人斯莱克说 !

英国希望快速推进脱欧谈判! $现在

有了新大臣 ! 我们期待继续向前 %#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斯基纳斯说! 就戴

维斯请辞 ! 欧盟不作评论 ! 将继续

怀着善意与英方谈判 ! 以求达成一

份协议#

英国和欧盟希望于 #& 月达成大

体协议! 以便留出足够时间! 让欧盟

其他 %* 个成员国议会在明年 ' 月底

英国正式脱欧前完成对协议的表决#

斯基纳斯说 ! 欧盟将 $随时恭候 %!

与英方一同加速谈判#

上周! 特雷莎"梅宣布其内阁成

员已在 $脱欧% 问题上 $达成一致立

场%! 将向欧盟建议在 $脱欧% 后设

立 $英国,欧盟货物自由贸易区 %# 此

举被舆论广泛解读为 $软脱欧%#

就英国政府的脱欧方案和戴维斯离

任等一系列事件 ! 民众 & 商界反应不

一# 英国国内要求退出欧盟关税同盟与

欧洲共同市场的 $硬脱欧派% 则批评其

为对 $脱欧 % 誓言的背叛 ! 称 $软脱

欧% 将导致英国继续受欧盟贸易规则限

制! 无法真正实现 $独立%#

但伦敦金融城政府& 英国工业联合

会等对该脱欧方案表达欢迎 # 市场方

面! $ 日汇市 # 英镑兑换 #.'')' 美元!

创 ) 月 #( 日以来最高 ' 英国富时 #&&

指数上涨# 路透社说! 投资人士认为!

对英国向着 $软脱欧% 方向前进来说!

戴维斯离任无疑是个利好消息#

英国舆论研究业务公司的最新民调

却显示! 民众对特雷莎"梅处理脱欧事

务的认可率降至 %$/ ! 为这项调查

%&#) 年 ## 月开展以来最低# 仅 %)/的

选民认为政府能与欧盟达成好的 $脱

欧% 协议! ")/的人不乐观! 其余的人

没有看法#

英国舆论担心! 两位内阁重臣辞职

可能令政府陷入混乱#

英国广播公司政治新闻编辑劳拉"

昆斯伯格说! 约翰逊辞职使得 $首相原

本尴尬而困难的处境成为一个可能全面

爆发的危机%! 或将引发特雷莎"梅领导

地位受到挑战的猜测#

也有观点认为! 戴维斯和约翰逊

的辞职可能在 $脱欧% 问题上增强特

雷莎"梅的力量# 英国利物浦大学政

治学教授乔纳森"汤奇指出 ! 两名

$硬脱欧派% 大臣的辞职让首相在排

除阻力后更倾向于 $软脱欧%#

而关于此次辞职事件是否会最终

导致特雷莎"梅解散议会并提前举行

大选! 汤奇认为! 这种可能性有但并

不大 ! 因为去年她提前举行大选就

使得执政的保守党失去了议会下院

的绝对多数议席 # 汤奇说 ! 保守党

内对特雷莎"梅进行一次信任投票的

可能性比较大 ! 而她则有望赢得信

任投票#

$!!%!"#%&'

(#$% 年 & 月 $$ 日 星期三! 国际责任编辑'王卓一

英国#脱欧$是 #"!$ 年英国民众

公投的结果! 但民众并未明确给出以

何种方式让英国离开欧盟! 这就造成

了当前以鲍里斯%约翰逊为主的&硬脱

欧$派和以特雷莎%梅为首的&软脱欧$

派之间的意见分歧'

虽然双方都同意英国必须退出欧

洲单一市场和关税同盟! 但在制定未

来英欧关系协定的原则上则各执其

词"主张&硬脱欧$的人士认为!英国必

须收回&转让给$欧盟的一切权力!最

重要的是保证英国&脱欧$后的法律独

立! 确保威斯敏斯特议会是唯一的主

权机构! 只有拥有一切对外事务的决

定权之后! 英国才能独立自主地控制

移民( 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谈判和处

理其他事务"

而主张&软脱欧$的人则坚信!英

国即便退出欧盟仍无法完全离开欧

洲!英欧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很强!为减

少&脱欧$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动荡!双

方必须从实际利益出发制定有利于未

来发展的贸易协定! 即便英国服从欧

盟的规则也无关紧要! 毕竟这是双方

经过谈判达成的协定"

因此!在这种张力之下!脱欧大臣

戴维斯深感英国在&脱欧$谈判中让步

太多!&软脱欧$ 的立场损害了英国的

谈判砝码! 使英国在谈判中处于不利

位置! 也让戴维斯今后的谈判工作变得

毫无效率!于是不得不挂冠而去"

相比之下! 约翰逊的辞职则是观念

和立场不同所致"在约翰逊看来!首相特

雷莎)梅在上周五达成的内阁决议无疑

扼杀了脱欧带来的&机遇和希望$!英国

成为开放的( 外向型的全球经济体之梦

想&正在死去$" 约翰逊感到自己的观点

不是主流!只能自己选择离开"

国家利益至上还是选民
民意为重'

从约翰逊的辞职信中可以看出!&英

国人民$和&人民的利益$是其立场和观

念形成的根基"当然!约翰逊坚决维护草

根民众利益的信念始于他在脱欧公投中

与时任首相卡梅伦的决裂! 而公投的结

果进一步巩固了这种信念" 自担任外交

大臣以来! 约翰逊虽不直接处理脱欧事

务!但一直关心&脱欧$的走势!他的言行

和观点都独树一帜"

作为坚定的脱欧派人士! 约翰逊必

须自始至终代表占据多数的&脱欧派$的

意见! 而他们的意见时常被升华成英国

人民的主流意见" 在约翰逊看来! 既然

&脱欧派$多于&留欧派$!那就是说明英

国人民&整体$选择了&脱欧$!而作为代

表人民的议员必须履行人民交给的任

务!坚定不移地完成&脱欧$"

当然!约翰逊的观点与特雷莎)梅的

主张差去甚远"

作为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政策制

定上必须从国家利益出发全盘统筹考

虑! 而非只是考虑多数人的立场而忽视

了少数人的存在甚至整体的利益" 而且

在&脱欧$谈判中!英国确实遇到了非常

棘手的问题!比如&北爱软边界$问题!这

些具体问题不是简单的 &脱欧$ 立场问

题! 而是牵涉到国家领土完整( 内部团

结(国家利益和发展前途的现实问题"基

于这样的事实! 在政策制定和战略规划

上! 特雷莎)梅必须把国家利益放在首

位! 国家利益必须要优先于一部分人的

利益"

在特雷莎)梅看来!保守党政府正在

带领英国人民脱离欧盟! 考虑到长远的

国家利益! 当务之急必须要与欧盟达成

某种贸易协定!而不是约翰逊提出的&无

协议$退欧"

一方以&英国人民的利益$为依据!

一方以&英国的国家利益$为考量!这显

然正把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分割开

来" 双方的观点对立无疑会进一步加深

原本就出现巨大裂缝的英国社会" 即便

把约翰逊等&硬脱欧$派赶出内阁!保守

党政府也无法解决这种意见分歧"

充满变数的%脱欧&谈判

&脱欧$谈判开启一年多来!英欧发

表过联合声明!形成了阶段性共识!但在

关键问题上的分歧仍未弥合! 必须其中

有一方主动让步才能顺利实现 &脱欧$"

就目前来看!英国政府正在以整合内部

矛盾(通过&软脱欧$的方式让此前强硬

的立场变得软化 !以推动 &脱欧 $谈判

前行"

但事实上! 英欧谈判的前景比较

黯淡"&脱欧$谈判本身程序复杂!短期

内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是一项极具挑

战性的工作*欧盟要考虑到 #% 个成员

国的意见! 英国要顾及到由于历史原

因造成的复杂的国内政治+ 谈判双方

既要让英国顺利&脱欧$!又不能对双

方造成严重影响+ 既要保持比较亲密

的贸易关系!又不能破坏欧盟规制+既

要把英国与欧盟隔开!又不能形成&硬

边界$+ 既要分清英欧公民的各自归

属!又要保证对方的公民权利'这些都

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更何况!

距离 #"!& 年 ' 月英国正式脱离欧盟

的最后期限只剩下不到 & 个月的时

间!而双方目前尚未触及到实质问题!

这无疑给谈判增加了阴影'

单就英国方面来看 ! 接下来的

&脱欧$ 谈判势必充满着不确定性和

极大的变数' 当前特雷莎)梅还无法

说服保守党内部那些主张 &硬脱欧$

之人' 戴维斯和约翰逊的辞职并不能

说明 &硬脱欧$ 派力量会衰减! 相反

可能引起不同程度的反弹! 毕竟他们

有大量的民意基础' 如果保守党将来

把达成的 &脱欧$ 协议交给下院进行

投票时! 这些 &反叛$ 的议员会投票

反对! 致使原本就只是勉强占据多数

的保守党政府随时垮台' 此外! 蓄势

待发的工党会趁机占据先机! 调整自

身政策! 巩固现有议席! 以等待未来

随时可能举行的大选'!作者系上海外
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原卫生大臣杰里米)亨特临危受命!取代约翰逊成为英国新的外交大臣' 视觉中国

警惕美国单边保护主义设下的!冷战陷阱"
人民日报评论员

美国四面出击大打贸易战的负能

量是多方面的! 不仅严重危害全球产

业链和价值链安全( 阻碍经济复苏步

伐! 也带来让正常的世界经贸格局滑

入贸易保护主义( 单边主义 &冷战陷

阱 $ 之险 ' 对美国强征关税作出必

要反击的同时 ! 我们还需要拨云驱

雾 ! 消除美式论调给国际关系造成

的毒害 ! 确保全球治理体系不偏离

正轨'

还是先来系统梳理一下美国开打

贸易战之际的言行吧'

乱贴标签 ! 将经贸问题泛政治

化' 美国政府先后发布 ,国家安全战

略报告- 和 ,国防战略报告-! 将他

国定义为 &修正主义国家$ &战略竞争

对手$! &经济胁迫$( &盗窃$( &掠

夺$( &经济侵略$ 等对立性标签比比

皆是' 与此同时! 美国还公然指责有关

国家 &虚伪$ &软弱$! 毫不遮掩拉不

起队伍搞对抗的失落心理'

喜好单边! 重拾尘封多年的 &冷兵

器$' 去年 ( 月! 美国捡起弃用 !$ 年的

#'# 调查! 先后对钢铁和铝产品( 汽车

和汽车零部件产品发起调查! 并对除少

数豁免国家以外的所有国家和地区加征

关税' 这些早就生了锈的 &冷兵器 $!

严重违背多边规则 ! 搅得各国不得

安生 '

背信弃义! 随意退出多边组织和协

定' 美国政府毫无国际法基本概念! 视

国家承诺与信誉为儿戏! 动辄 &退群$!

近年来退出了 )** 协定 ( ,巴黎协

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人权

理事会( ,全球移民协议-( ,关于伊

朗核问题的全面协议-! 这种任性是典

型的好用就用( 不好用就一脚踢开的实

用主义'

蔑视多边! 公然违反世贸规则' 美

国违反 !&&( 年 ,美国总统行政声明 -

关于以遵守世贸规则方式实施 '"! 制度

的承诺( 其在 !&&+ 年欧盟诉美 '"! 制

度世贸争端案件中的承诺( 世贸组织关

于最惠国待遇和约束税率的纪律! 根据

'"! 调查结果对他国加征关税! 反对启

动上诉机构遴选程序! 导致世贸组织面

临上诉机构停摆'

肆意妄为 ! 随意扩大解释国家安

全' 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加强对先

进技术的管控' 在贸易方面! 通过变换

政策! 不断加严对他国出口高新技术产

品限制' 在投资方面! 美国以安全审查

为由! 频繁叫停他国企业在美的正常投

资尤其是涉及高技术领域的投资' 今年

$ 月!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通过所谓 ,外

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 将外国

投资者对美 &关键技术$ 公司的投资纳

入安全审查范围'

凡此种种! 陈腐的冷战气息还不够

浓烈吗 . 阴暗的对抗心态还不够明显

吗. 你输我赢的零和思维还不够偏执吗.

不计后果的蛮横作派还不够惊悚吗.

美国向来自诩为 #全球化的倡导者$

#自由贸易的捍卫者$! 现如今! 这届美国

政府何以高举反经济全球化大旗! 大搞单

边保护主义. 说到底! 一些人总是跟不上

历史前进的脚步 ! 身体已进入 #! 世纪 !

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 零和博弈的旧

时代' 在这些人眼里! 国际经贸往来无异

于你兴我衰( 你胜我败的残酷游戏! 满目

都是对手! 威胁自然无处不在' 原本是互

利共赢! 偏要解读成自己吃了大亏+ 原本

可以坐下来好好商量! 偏要四面树敌( 死

磕到底 ' 身为国际经贸合作领域的大块

头! 美国如此行事! 不仅搞得自己躁动不

宁! 也严重冲击多边经贸体制! 毒化

国际关系氛围'

其实! 美国这么干是有深层考虑

的' 搞百无禁忌的 #美国优先$! 怎

么会没有众叛亲离的孤立感. 面对来

自世界各国的强力反弹 ! 怎么会不

陷入左支右绌的窘境 . 搞冷战 ! 是

要划分出清晰的阵营的 ' 在白宫看

来 ! 只有锁定较劲的靶子 ! 营造对

抗的氛围 ! 才有可能分化 #美国优

先 $ 的反对者 ! 拉起一支为其所用

的队伍'

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是怎样的

一段岁月!这无需历史学家来描述'当

今世界! 各国政治家和广大民众对此

都有切身感受'脆弱的和平(受阻的发

展(恐惧的阴影(无望的未来//任何

一个有理性的人都不愿回到那个不堪

回首的时代' 借单边保护主义将世界

拖入&冷战陷阱$!不过是某些人的一

厢情愿罢了'

!载 & 月 $$ 日人民日报 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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