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吴雨伦

俄副外长约见日本大使，抗议日方散布有关和平条约谈判不实信息

在日本首相安倍即将于本月下旬访

问俄罗斯之际， 俄罗斯外交部于 1 月 9

日约见日本驻俄大使上月丰久， 表示日

方近期就俄日争议领土与和平条约谈判

的不当言论， 严重曲解了两国领导人此

前就加快签署和平条约谈判进程所达成

共识的实质， 使两国民众对谈判内容产

生误解。

据俄罗斯外交部网站消息， 俄副外

长莫尔古洛夫 9 日约见日驻俄大使上月

丰久。 莫尔古洛夫表示， 日方近日出现

了 2019 年日俄和平条约谈判会出现

“转机”， 以及日本政府提议两国共同放

弃与争议领土相关索赔的报道， 在俄方

看来， 安倍的发言歪曲了日俄两国首脑

根据 1956 年 《日苏共同宣言》 就加快

日俄和平条约谈判进程的共识实质， 就

谈判内容将两国舆论带向错误的方向，

对此俄方表示抗议。 俄外交部声明还强

调， 日方这是有意让和平条约谈判的氛

围变得紧张， 并企图借此将自己的意图

强加给俄方。

莫尔古洛夫表示， 俄方注意到日方

领导人关于 “俄方将向日方移交争议岛

屿所有权，需得到南千岛群岛 (日称：北

方四岛)住民的理解”的发言。 俄方再次

强调，想要缔结日俄和平条约，必须得到

两国人民的支持， 且日方要承认南千岛

群岛主权归俄罗斯所有， 无条件接受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果。

日本《读卖新闻》8 日以多名日俄政

府间谈判知情人士为消息源报道， 日方

打算在缔结日俄和平条约的同时， 与俄

方签署确认双方放弃争议领土相关索赔

权的协定。俄方向日方移交争议岛屿后，

日本政府将补偿原先在那些岛屿居住的

日本公民。

据悉，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将于 14 日

在莫斯科同莫尔古洛夫会谈。俄方认为，

日方上述行为刻意为和平条约谈判制造

紧张气氛， 意图向俄方强行兜售日方方

案。而据俄媒援引日本共同社报道称，日

方认为这是俄方在日俄和平条约谈判正

式启动前， 对以归还岛屿为前提的日方

态度提出反对、进行牵制，抬高日本急于

开展的四岛归属相关谈判的门槛。

自两国元首 2018 年 11 月在新加坡

达成加快推动领土争议与和平条约谈判

进程以来， 俄罗斯与日本关于南千岛群

岛 (日称 ：北方四岛 )归属谈判成为媒体

热议、两国民众关注的热门话题。此间分

析人士认为， 俄罗斯副外长约见日驻俄

大使表示抗议， 集中体现了双方在相关

问题上的高度关注和敏感。

首先， 俄方对于领土主权相关言论

及报道高度警惕， 极不希望媒体的报道

影响到谈判进程。其次，俄罗斯不满日方

将一些只是列为谈判对象的内容作为结

果来进行宣传，这既不利于谈判的进行，

也不利于俄政府和媒体对国内民间情绪

的逐步引导。第三，俄罗斯不允许日方在

谈判还未得出结果时就提前作出结论，

比如一厢情愿地表示 2019 年日俄和平

条约谈判将会出现转机， 因为俄方希望

把谈判进程的主动权和决定权把握在自

己手里。 （本报莫斯科 1 月 10 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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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大限临近，英议会重启“脱欧”辩论，
率先通过新修正案

据英国媒体报道， 英国议会下院 9

日重新启动为期 5 天的辩论， 讨论英国

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 但在第一天

特雷莎·梅政府就遭遇了 “历史性的耻

辱”———议会以 308 票赞成、297 票反对

通过了一份由执政党保守党和反对党工

党议员联合提起修正案， 要求首相特雷

莎·梅在协议遭否决的情况下，在之后的

3 个议会工作日内交出替代方案。

按原计划，如果梅首相的“脱欧”协

议在 15 日议会表决中遭否定， 她有 21

个工作日提出新方案， 回到议会要求进

行第二次表决。然而根据这项修正案，修

改期限从 21 个工作日大幅缩短至 3 个

工作日，这给梅首相施加了巨大压力。

缩短修改期限的修正案由保守党籍

亲欧派议员、前总检察长多米尼克·格里

夫提出。 梅政府原本以为这项提案会因

为程序问题而遭否决， 然而下议院议长

约翰·伯考却认为议会可以对此进行投

票表决。 修正案的成功通过意味着英国

“脱欧”进程表将加快进度：若‘脱欧’协

议在 15 日遭到否决， 首相必须在 21 日

就拿出替代计划。

保守党议员、 议会下院健康委员会

主席萨拉·沃拉斯顿也参与了投票。她表

示，这项修正案旨在防止英国在 3 月 29

日“脱欧日”出现“无协议脱欧”状况。“如

果首相的计划下周二遭否决， 议员们不

能等到 2 月 12 日举行下次表决。现在情

况非常紧急。 ”沃拉斯顿表示。

英国工党影子脱欧事务大臣斯塔莫

爵士表示：“政府先前延迟投票， 导致时

间越来越紧迫，增加了‘无协议脱欧’的

危险性。 如果首相的脱欧协议下个星期

在议会遭到否决， 她必须赶快回到国会

来，让议员有机会来决定下一步。 ”而一

旦“脱欧”协议在议会受阻，反对党工党

将很有可能对政府发起不信任动议，“工

党之前找不到发起动议的时机，1 月 15

日之后是最好的时机。 ”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助理

研究员李冠杰认为，工党党魁科尔宾 10

日在英格兰北部维克菲尔德发表演讲时

也印证了此观点，科尔宾表示，如果特雷

莎·梅的“脱欧”协议在议会中遭到否决，

工党将要求启动大选。

“如果政府没能通过这份‘脱欧’协

议，为了打破僵局，提前大选既是最实用

的方法，也是最民主的方法。 ”科尔宾表

示，“它将给予获胜党新的授权， 去与欧

盟重新协商更好的方案， 并在议会和全

国范围内争取支持。 ”

对此， 英国保守党主席路易斯回应

道，工党还没能提供可行的“脱欧”方案，

却公开讨论是否要阻挠英国民众“脱欧”

的决定，并重启二次公投。

当天， 特雷莎·梅在议会辩论中强

调，英国的“脱欧”进程不会延期，英国将

在 3 月 29 号正式退出欧盟，她再次呼吁

议会支持当前的“脱欧”协议草案。 特雷

莎·梅表示，她仍在与欧盟沟通，要求对

方作出进一步保证， 确保不出现外界担

忧那样，使英国永远留在欧洲关税同盟。

■本报驻莫斯科记者 孙昌洪

《乱局与变局：复旦国际战略报告2018》正式发布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吴姝 ） 1 月 9

日上午， 《乱局与变局： 复旦国际战略

报告 2018》 （以下简称 《报告》） 发布

会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举行。

发布会上， 专家学者就 2018 年国

际政治经济的 “乱局”、 各国乱中谋变

的策略以及中国对外关系的进展三方面

进行了研讨。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

与副主任信强在发言中共同指出， 引发

2018 年国际政治经济乱局的重要因素，

是美国政府推行的 “美国优先” 政策。

正是在此乱局之中， 世界各国开始

思考如何改变既定政策 ， 重新谋篇布

局。 复旦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

冯玉军指出 ， 俄罗斯在严峻的现实面

前， 逐渐回归理性的实用主义， 把重心

放在稳定内政的同时， 外交上加大 “向

东转” 的力度， 积极强化与中、 日、 印

等国的合作。 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

任张家栋则举例称， 过去在大国关系中

扮演 “火中取栗” 角色的印度， 如今也

正在向传统多边平衡战略方向转变。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 在乱局与变局

的交织中 ， 2018 年中国在改善与周边

国家关系方面成效显著 。 《报告 》 指

出， 中日关系去年迎来了重大调整期，

取得了历史性的改善； 中印关系顺利实

现了对峙后的 “重启” 等。 《报告》 建

议 ， 面对国际形势的巨变 ， 2019 年的

中国外交需要冷静的判断、 乐观的心态

和积极的作为。

文在寅：第二次“金特会”在望
分析认为金正恩访华重要任务之一是与中方协调立场

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电 韩国总

统文在寅 10 日在新年记者会上表示，

期待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在近期举

行。 他还说，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近日访华， 对可能的朝美领导人第二

次会晤将起到积极作用。

文在寅当天在青瓦台举行的新年

记者会上说， 中国在朝鲜半岛无核化

进程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他

还说， 期待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在

近期举行， 同时期待金正恩在朝美领

导人会晤后访问首尔。

分析人士认为， 朝美之间的谈判

如果不能取得突破， 韩朝之间诸多工

作也难以推进。 朝美双方目前仍有保

持接触和对话的动力， 有关各方必须

一道努力， 直面下阶段更艰巨、 更实

质性的难题。

文在寅表示， 缺乏互信是朝美无

核化对话目前面临的关键难题。 他呼

吁朝美双方在无核化对话中采取相对

应的措施。 朝方需要进一步做出无核

化实际举措， 同时也必须考虑相对应

的对朝措施， 以推动无核化进程。

金正恩 8 日在与中国领导人的会

谈中表示， 去年朝鲜半岛形势出现缓

和 ， 中方为此发挥的重要作用有目共

睹， 朝方高度赞赏并诚挚感谢。 朝方将

继续坚持无核化立场， 通过对话协商解

决半岛问题， 为朝美领导人第二次会晤

取得国际社会欢迎的成果而努力。 希望

有关方重视并积极回应朝方合理关切，

共同推动半岛问题得到全面解决。

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任郑

继永认为， 金正恩访华重要任务之一是

与身为半岛问题关键方之一的中方就半

岛无核化进程协调立场。

郑继永说， 与首次会晤不同， 朝美

领导人第二次会晤必须切入更实质性

的问题 ， 朝方也将面对 “深水区 ”。

除了无核化进程清单内容、 如何核验

等技术层面难题， 双方更大的难点在

于构建互信的进程将如何延续、 如何

保持住对话势头。

郑继永还说， 朝方认为， 截至目

前美方的善意回应非常少， 而美方在

短期内解除对朝制裁也不容易， 为了

落实经济建设之需、 解决民生发展之

困， 朝鲜除了提振内需， 还需通过同

中国、 韩国发展友好关系， 推动其经

济发展。

朝鲜半岛局势在 2018 年发生重

要的积极变化。 朝韩领导人先后三次

举行会晤， 半岛南北关系实现缓和；

2018 年 6 月 ，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金

正恩在新加坡举行首次会晤并签署联

合声明。 此后， 朝美无核化谈判陷入

僵局。 美国要求朝鲜先弃核， 而朝鲜

寻求美国先放松制裁、 同意正式结束

朝鲜战争。

金正恩今年 1 月 1 日在新年贺词

中强调实现半岛完全无核化的坚定意

志， 并表示随时准备和美国总统再次

举行会谈。

10日，韩国总统文在寅在新年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