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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过一些城市，脚步匆匆。

回想起来，忘了美食美人，却还
记得那里的桥。

塞尔维亚北部的诺维萨
德，多瑙河穿越这自古多战之
地，古堡边、夕阳下，幸存的老
桥像极了垂暮的勇士，凝望不
远处北约轰炸后剩下的那几个
破桥墩，雄浑悲壮；瑞士卢塞恩
的卡佩尔“廊桥”则像个半老徐
娘，游人慕名而来，只远远和它
合个影，就急着去买名表、军刀
了，无暇细看那些藏在廊顶上
风情万种的壁画；在埃塞俄比
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中国援
建的立交桥在破旧的城区鹤立
鸡群，当地新人将它作为拍摄
婚纱照的热门取景地。

如果你穿过伦敦冬日清晨
的浓雾，踏上泰晤士河上的塔
桥，这钢铁与花岗岩铸成的庞
然大物会让人对英国增加一份
认识。有人从塔桥看到英国人
崇尚的贵族气质，有人从塔桥看到“日不落帝国”

当年的辉煌，其实，从塔桥还能看到英国人的一大
智慧——— 善于妥协。

塔桥为上开悬索桥，桥如其名，两侧有桥塔。

两扇桥板平时合成一片，通车过人，有巨轮要从桥
下通过，下层桥板即可在压力阀的驱动下向上升
起、打开，只需要一分钟。塔桥是维多利亚时期典
雅华丽的建筑风格与工业革命产生的机械力量完
美结合的产物，也是英国人千年来试图驯服、利用
泰晤士河的成果体现。

伦敦塔桥建成于 19 世纪末，现在，桥板每年
要升降 500 次。既连接了泰晤士河两岸繁忙的交
通，又不干扰伦敦的港口运输，成为桥与船之间相
互妥协、和平相处的经典，“桥船不两立”成为历史。

如果你站在塔桥上往西看，你也能从这繁华
伦敦的一座座大楼中将英国人的妥协精神尽收眼
底。比如玻璃外墙的伦敦市政厅，仿佛一个在风中
摇曳的肥皂泡，看着歪歪扭扭，却是精心设计，目
的是让建筑在地面的投影减少到最小，使得北侧
泰晤士河边的人行道总是阳光灿烂，这对阴多晴
少的伦敦十分重要。

再比如，伦敦金融城内 200 多米高、外形为梯
形的利德贺街 122 号大楼，原本设计成一个立方
体，为了不遮挡从伦敦西面看圣保罗大教堂的视
野，只能削去一块，被冠以“奶酪刨”的绰号。

改一改，变一变，桥还是要建，大楼还是要盖，

船也要过，阳光和视野也都不能少。通过妥协，换
取矛盾的双方并存，而非一方消灭另一方的你死
我活，从而争取最大利益，这就是英国人的思维方
式，其核心是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实用主义。

不知是英国的历史让英国人善于妥协，还是善
于妥协的英国人塑造了自己独特的历史。翻翻历
史，英国几乎所有重要政治制度的确立，都是以妥
协方式完成的：1215 年的《大宪章》是王权同贵族的
妥协，1688 年的“光荣革命”是资产阶级、新贵族同
封建旧贵族的妥协，议会两院在妥协，朝野两党在
妥协，劳资双方在妥协。今天，史无前例、千头万绪的
“脱欧”进程中，英国人又靠着妥协，花了不到一年，
就基本平衡了国内各方利益，统一了思想，明确了
程序，拿出了对欧盟谈判的基本目标，这很不容易。

重传统、善妥协的“内在气质”，让英国历史虽
然充满阴谋算计和残酷战争，但基本没有出现法
国大革命那样的激进变革和颠覆性变化。这让英
国历史始终在持续积累、妥协应变中平稳发展，有
人将其描述为“稳而不滞，变而不剧”。也正因如
此，各种极端思想在英国很难掀起波澜，主张渐进
改革、妥协的“保守主义”始终是英国的底色。

伦敦塔桥是世界桥梁史上的经典，现在也已
成为伦敦甚至全英国的标志。据说，塔桥使用 120
多年来，桥板只有一次没能顺利开启。那是在
1894 年 6 月 30 日，大桥通车仪式举行当天，威尔
士亲王阿尔伯特·爱德华——— 即后来的英王爱德
华七世——— 在典礼现场亲自拉动扳手，塔桥桥板
却令人尴尬地一动不动。其实，他拉动的那根扳手
只是象征性的，真正操控桥板的塔桥工人在一段
延迟后，才看清了信号，开启了桥板。 (桂涛)

新华社专特稿(注：作者是新华社驻伦敦记者)

“我们将用身体阻止‘萨德’进入！”
韩国民众抗议美国在韩部署“萨德”侧记

新华社首尔 2 月 23 日电(记者杜白羽、耿学
鹏)“‘萨德’将使韩国成为半岛‘火药桶’！”“乐天集
团拒绝提供‘萨德’用地才算是真的国民企业！”
“我们将用身体阻止‘萨德’进入星州！”

韩国民众与民间组织 23 日分别在韩国国
会以及乐天百货商场门前举行示威，抗议美国
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要求乐天集团拒
绝提供部署“萨德”用地。

在位于首尔市中心明洞的乐天百货门前，
示威者反复呼喊“反对部署‘萨德’”“乐天应拒绝
供地”等口号，高举“不要‘萨德’要和平”“中断乐
天和韩国国防部幕后交易”“‘萨德’是崔顺实‘干
政’后果”等标语。

参加示威的金泉市民对策委员会共同委
员长刘先喆说，“萨德”系统不能保护韩国安全，
部署“萨德”只会使韩国成为半岛“火药桶”和冲
突“前沿”。“这是‘假安保’，真的安保政策应该是
通过六方会谈要求朝鲜弃核。”

示威民众呼吁乐天集团为韩国国民着想，
拒绝为军方提供“萨德”部署用地。

刘先喆告诉记者，乐天集团这次是否提供
“萨德”用地，将成为判断其是否真正属于国民
企业的标准。“如果乐天屈服于韩国国防部的压
力，将犯下卖国罪行，乐天应该做出明智的决
定。”

韩国国防部此前确定隶属乐天集团的星
州高尔夫球场为“萨德”部署地，计划用一块国
有用地与乐天交换这一球场。乐天集团本月 3
日就“换地”协议召开理事会会议，无果而终。20
日乐天集团相关人士表示，理事会最快将在本

月内做出决定。
分析人士认为，乐天内部对是否提供“萨

德”用地存在意见分歧。韩国国防部近期多次对

外表示要“加速部署”，在政府持续压力和失去
周边国家市场的忧虑中，乐天正面临两难选择。

星州高尔夫球场位于星州郡政府大楼以北

18 公里处，海拔 680 米，比星山炮台高出大约
300 米。韩国国防部评估认为，此地有利于“萨
德”部署。由于在星州高尔夫球场部署的“萨德”
其雷达将朝向金泉市，金泉民众对此强烈不满，
多次举行集会，反对“萨德”部署。

参加 23 日示威活动的民众表示，质疑韩国
政府与乐天集团可能存在涉及官商勾结的幕后
交易。示威者表示，朴槿惠总统去年 2 月和乐天
集团会长辛东彬等人面谈，乐天随后向“亲信干
政”事件核心人物崔顺实实际控制的财团捐款
49 亿韩元(165 韩元约合 1 元人民币)，检方怀
疑乐天借此换取首尔市区免税店经营权。

反对“萨德”全国行动共同执行委员长朴石
民说，乐天已经因免税店问题涉嫌行贿罪，却依
然于去年 12月再次获得首尔市新一批免税店经
营权，暴露出政府在为财阀大企业大开方便之
门。此次乐天是否提供“萨德”用地，将成为判断
乐天是否真正是国民企业的标准。

示威者认为，韩美政府之间部署“萨德”的
协议非法且无效，既未得到当地民众同意，也未
经过国会审查和通过。一旦部署“萨德”系统，星
州将变为美军基地，韩国人民将被置于危险境
地。“没有朴槿惠的朴槿惠政府至今依然为部署
‘萨德’暴走，我们已经受够了！”

星州被视作韩国本土宗教圆佛教的圣地。
参加示威的圆佛教星州圣地守护非常对策委员
会负责人尹明恩说：“如果韩国政府强行部署
‘萨德’，我们将同要求朴槿惠下台的烛光集会一
起抗议政府，并发起抵制乐天行动。我们将用身
体阻止‘萨德‘’强行进入星州！”

▲ 2 月 23 日，韩国民众在首尔的乐天百货前举行集会，反对乐天集团向韩
国国防部出让土地部署“萨德”系统。 新华社记者姚琪琳摄

据新华社专特稿(杨舒怡)法国中间派的前
教育部长弗朗索瓦·贝鲁 22 日宣布支持独立候
选人、前经济部长埃马纽埃尔·马克龙竞选总
统，对马克龙而言犹如一记“神助攻”。

过去数月，外界一直猜测贝鲁是否会参加
本轮总统选举。贝鲁放弃参选，意味着与其社会
政策主张接近的马克龙可能会“照单全收”贝鲁
所获约 5% 的支持。

意外结盟

贝鲁现年 65 岁，是法国中右翼阵营中的重
要中间党派法国民主运动党主席，曾三次竞选
总统。在 2007 年总统选举中，贝鲁以 18% 的得
票率排名第三。

在法国政坛里，贝鲁给不少人留下诚实正
直的印象，民调显示他获得 5% 至 6% 的支持

率。过去数月，他表露出对本轮总统选举的兴
趣，令外界猜测他可能会宣布参选。但是 22 日，
他出人意料地宣布支持马克龙。

在本轮选举中，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席
玛丽娜·勒庞、中右翼阵营的前总理弗朗索瓦·
菲永相继曝出空饷丑闻，引发民众不满。巴黎等
地民众 19 日爆发示威游行，抗议多名总统候选
人缠身腐败丑闻。

贝鲁 22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法国政坛乱
象令他“目瞪口呆”，过去 50 年来从未遇到如此
情形。更令他难以接受的是，不仅是腐败和特权
现象层出不穷，人们“几乎没有异议地默认现
状。长期以来，‘人人都这么做’这句话不断被重
复”。“我面前有两条道路，自己参选，或是寻求
一个不同寻常的解决方案。我决定向埃马纽埃
尔·马克龙提议结盟，”贝鲁说。

贝鲁表示，他成为马克龙盟友的条件之一就

是必须大力整顿法国政坛乱象，打击腐败。

改变局面？

贝鲁 22 日表态后不久，马克龙向媒体宣布
接受贝鲁的结盟提议。“我们一直以来的目标是
复兴和团结，而(与贝鲁结盟)完全符合该目标，
因此我决定接受，”马克龙说，并透露将于 23 日
与贝鲁会晤。

英国《卫报》评论，贝鲁之举是“史无前例的
举动”，令法国政坛和主要总统候选人“猝不及
防”。民调显示，贝鲁的大部分支持者都将转而
投票给马克龙，从而增加了马克龙击败菲永进
入第二轮投票的几率。

根据 20 日发布的民调，勒庞有望在 4 月 23
日第一轮投票中以 27%的支持率领先，马克龙和
菲永均获得 20%；但在 5月 7日第二轮投票中，勒

庞无论是与马克龙、还是菲永对决，都可能败北，
分别是 42%比 58%、44%比 56%。

对马克龙和菲永而言，谁能闯入第二轮投
票成为关键。但值得关注的是，勒庞在第二轮投
票中与马克龙或菲永的差距均在不断缩小。例
如上月民调显示，勒庞可能在第二轮投票中以
36% 比 64% 败给菲永，差距为 28 个百分点；而
在本月民调中，勒庞与菲永的得票率为 44% 比
56%，差距缩小至 12 个百分点。

不过，勒庞因空饷丑闻 22日再度遭遇挫折。
欧盟委员会下属独立调查机构欧盟反欺诈局调
查显示，勒庞身为欧洲议会议员，涉嫌让自己
的保镖蒂埃里·勒吉耶、助手格里泽等非欧洲议
会工作人员从欧盟“冒领”薪水，正被欧洲议
会追讨 34 万欧元(约合 246 . 8 万元人民币)。勒
庞 22 日坚决否认相关指控，声称自己遭到政治
打压。

法国选举：马克龙添助力，勒庞再遇挫

新华社专特稿(马骁)去年美国大选，希拉
里·克林顿赢了 300 万张普选票，却输给了共和
党对手唐纳德·特朗普，让民主党人很受伤。一
些民主党控制的“蓝州”决定推进一份主张以普
选票为准的州际协议，试图终结“胜者全得”的
选举人团制度。

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市 22 日举行一
场公开听证会，绝大多数与会者同意加入这份
旨在重新分配选举人票的州际协议。协议规定，
总统候选人需赢得全国多数普选票才能获得加
入协议州的选举人票，而现行“游戏规则”是，只
要在州内赢得普选票，就可以“通吃”这个州的
选举人票。

康涅狄格州人口大约 350 万。今日俄罗斯
通讯社报道，州长丹尼尔·P·马洛伊和副州长
南希·怀曼均支持《全国普选票州际协议》。他们
和代表这个州的两名国会参议员和 5 名国会众
议员都是民主党人。

2000年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阿尔·戈
尔赢得普选票，却输给了共和党的乔治·W·布
什。次年，多名大学教授提议，签署一份《全国普
选票州际协议》，加入协议的州同意将本州选举
人票投给在全国赢得普选票的候选人。

迄今共有包括加利福尼亚、夏威夷、伊利诺
伊、马萨诸塞、纽约等 10 个州外加华盛顿-哥
伦比亚特区正式加入了这份协议。这些州均属

民主党占绝对优势的“蓝州”，还没有共和党“红
州”加入这一协议。

这 10 个州和华盛顿合计有 165 张选举人
票。按照协议支持者的说法，根据美国宪法，只
要合计有 270 张选举人票的州加入，协议即可
生效。但反对者认为，协议需要美国国会批准才
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协议实际上废除选举人团
制度，对那些人口小州的权利可能造成伤害。也
有人认为，如果没有那些民主、共和两党拉锯的
“摇摆州”加入，《全国普选票州际协议》就很难
达到预期目标。

自 1789 年美国宪法生效以来，美国一直通
过选举人团制度选举总统，各州按照人口多寡

分配选举人票数，赢得全国选举人票多数的候
选人当选总统。这一制度最初意在让各州先选
出“理性的人”，再由他们投票选出总统。但实行
以来，各州基本上奉行“赢家通吃”原则，赢得本
州普选票多数的候选人获得这个州全部的选
举人票。

希拉里是美国历史上第五位赢得普选票
却输掉选举人票的候选人。巧合的是，此前四
位候选人均是民主党人，头一位就是民主党创
始人安德鲁·杰克逊。

历史上也曾数次出现选举人“背叛”的现
象，即选举人最终未按照本州普选结果投票，
但还没有发生过最终结果因此改变的情况。

不能“通吃”！美多个州寻求修改大选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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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2 月 23 日电(记者闫亮)美国
国土安全部日前公布的两份备忘录显示，特朗
普政府有意加强对美国境内非法移民的执法力
度。如果新规付诸实施，或将导致数以百万计非
法移民遭遣返。

分析人士认为，与前任奥巴马政府相比，特
朗普政府在非法移民问题上立场更趋强硬。但
由于这一问题涉及两党政治博弈和美国经济发
展等因素，仅仅加大遣返力度恐怕难以真正解
决问题，反而可能加深美国社会内部的分歧。

力度加强

美国国土安全部 21 日公布的这两份备忘
录是给移民执法机构和工作人员的指导性文
件，旨在加强边境管控、限制非法移民。尽管备
忘录保留了奥巴马政府有关“梦想者”(年幼时被
父母带入美国的青少年非法移民)免遭遣返的相
关规定，但遣返非法移民的范围扩大了不少。

奥巴马政府时期，移民执法机构只是优先
遣返重罪犯、犯罪团伙成员以及对公共安全和
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非法移民，对其他非法移
民则暂缓处理。而根据国土安全部颁布的新规，
几乎所有非法移民都被纳入应遣返的范围。

奥巴马主政期间，美国执法机构只针对被
拘捕时处在美国边境 100 英里(约合 160 公里)
以内以及入境不超过 14 天的非法移民实施“加
速遣返”，即无需经过相关法庭听证就实施遣
返。而国土安全部此番规定，位于美国国内任何
地方的非法移民，只要不能证明自己已在美国
生活超过两年，被拘捕后都可适用“加速遣返”。

备忘录还显示，为解决强化执法带来的执法
人员不足问题，国土安全部要求入境和海关执法
局增加 1 万名执法人员。与此同时，海关和边境
保护局也要增加 5000名执法人员。

争议巨大

从上月特朗普就职总统后即颁布行政令，暂
禁全球难民和西亚北非 7国公民入境美国，到国
土安全部此次出台新规，加大遣返非法移民力
度，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新政在美国引发巨大争
议，甚至在美国多地引发抗议示威。

本月 16 日，华盛顿、纽约、波士顿、芝加哥、

洛杉矶、旧金山等地发起“没有移民的一天”示
威活动。示威者通过罢工、罢市、罢课等行为抗
议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强调移民群体对美
国的重要性。

国土安全部备忘录公布后，美国《国会山》
日报刊文指出，许多人对此感到忧虑，认为这可
能引发大规模的非法移民遣返潮，导致数以百
万计的家庭分裂，非法移民的一些正当权益也
会遭到剥夺。彭博社 22 日报道说，特朗普政府
针对非法移民的打击措施将加剧美国就业市场
的紧张状态。一项研究表明，如果将所有非法移
民遣返，美国经济在今后 10 年间将蒙受高达 5
万亿美元的损失。

不过，也有不少人对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新
规表示欢迎。他们认为，特朗普此举是在履行竞
选承诺，而且非法移民入境触犯了美国法律，将
他们遣返有助于在美国社会重新树立法律权
威。

效果难说

在美国历史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广大移民，
包括未能取得合法身份的非法移民，为美国的经
济和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也要看到，
对待境内非法移民，对其身份进行合法化还是把

他们遣返原籍，是长久以来困扰历届美国政府的
一个问题，在民众中也有严重的意见分歧。其中
主要原因在于，非法移民问题涉及政治、经济、社
会等诸多方面因素。

在政治方面，一旦将非法移民合法化就要
给予他们投票权。由于这部分移民群体大多处
于社会中下层，通常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因此使
其身份合法将增强民主党阵营的力量，而这也
是共和党方面长久以来在非法移民合法化问题
上立场强硬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移民问题常
常被与国家安全和反恐等问题相关联，进而被
政治化，在大选年尤其如此，而政治化也会增加
解决问题的难度。

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民众对移民态度的变
化以及反移民浪潮的起落，与美国经济的好坏
呈现一定程度的周期性关联。最近几年，美国经
济不景气，就业岗位数量减少，中产阶级生活水
平下降，社会矛盾突出，外来移民和非法移民往
往被指责为这些社会问题的制造者。在这个意
义上，非法移民问题的解决，与政府如何复苏经
济息息相关。

有评论认为，如果只是一味简单粗暴地遣
返非法移民，而不采取综合措施，非但难以真正
解决非法移民问题，反而可能加深美国社会内
部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

特朗普严限非法移民或加深社会分歧

通过妥协，换取矛盾
的双方并存，而非一
方消灭另一方的你死

我活，从而争取最大利益，
这就是英国人的思维方
式。正因如此，各种极端思
想在英国很难掀起波澜，
主张渐进改革、妥协的“保
守主义”始终是英国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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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房地产“依赖症”，经济稳速升级

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在海南出现的那场“房
地产泡沫”，曾使特区遭受巨大挫折。夯实产业基
础，提高经济抗风险能力，是海南从中汲取的深刻
教训。近年来，海南着力解决产业结构“一房独大”
的问题。

一方面，海南针对房地产库存“做减法”。去年
初，海南实施“两个暂停”，去化期不达标、开发品质
低的地区坚决停止开发报建，并将 4个中部生态核
心区市县直接纳入管理，推进房地产业转型升级。

海南省住建厅厅长丁式江说，海南去年全省
商品住宅库存量和去化期明显下降，全省商品房
库存减少了 930 万平方米，去化期从 45 个月降到
23 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下
降 3 . 1 个百分点。

另一方面，海南针对新业态新动能“做加法”。海
南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说，海南深入推进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把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多个产业作为主
攻方向，围绕三年成型、五年成势的目标持续发力。

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基础不断夯实：入境
游连续多年下降势头得到扭转，入境游客和旅游外
汇收入分别增长 23 . 1% 和 41 . 3%；热带特色高效
农业占农业总产值比重突破 70%；新注册互联网企
业 1200多家；医疗健康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据统计，去年重点产业对海南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达 92 . 3%，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71 . 4%，比 2015 年提高 10 个百分点。海南绿色特
色产业体系正在加快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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