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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 年 3 月 25 日，随着《罗马条约》的
签署，欧洲人在一体化道路上迈开步伐。60
年后的今天，经过 9 个多月的争论和酝酿，英
国政府 29 日正式宣布启动脱离欧盟程序，英
国“脱欧”将由此迈出标志性一步。

“失去”英国折射出欧洲一体化进程面临
的严峻且复杂的危机，这既考验着政治家的
智慧，也影响着欧洲民众的情绪。

对于欧盟的未来，对于英国“脱欧”后一
体化的理想，欧盟人心里怎么想？新华社记者
对欧盟多国普通百姓进行采访，听他们道出
心里话。

改变与收获

“在申根区，旅行变得更方便了。去周边一
些国家，你甚至都不必想着是否还要带护照。
对我们匈牙利人来说，世界变大了。”37 岁的
保险经纪人公司经理兼合伙人盖勒说道。

“世界变大了”，是很多欧盟人的共同感
受。国家间的融合，让他们的生活早已不再局
限于自己的出生国。

在欧盟委员会下设机构工作的马可甚至
说不清自己该算哪个国家人：父亲是荷兰人，
母亲是意大利人，他们在欧盟机构任职，因此
马可出生在布鲁塞尔。

谈到一体化对欧洲和欧洲人的影响时，
他说，从宏观的层面看，一体化为欧洲带来了
长达数十年的和平，而对他个人和家庭来说，
“最大的好处就是带来了稳定的工作”。

过去几十年里，商品、人员、服务和资本
的自由流动极大促进了欧盟各国的经济社会
发展，让民众获益良多。

匈牙利人盖勒的感受是：“一体化对跨境
服务和商品的影响，我们在全国各地都能感
受到。以前许多要上关税、难以获得的服务如
今都变得很平常了。”

盖勒有不少同事在欧盟其他国家出生或
长大，其所在的保险经纪公司就把法国、奥地
利等地的许多保险产品引入匈牙利。“没有语

言和法律等方面的障碍，这在以前是难以想
象的。”盖勒说。

不满与忧虑

在英国去年 6 月的历史性“脱欧”公投
中，住在英国利物浦郊区的奥尼尔和妻子都
投了“脱欧”票。他坦言“这是一次情绪化的
投票”。虽然并不确知“脱欧”会对自己和家
人的生活产生多大影响，但奥尼尔觉得“值
得为‘脱欧’冒一次险”。

从奥尼尔的话中可以听出当下欧洲人的
另一种心声。发展至今，一体化为民众带来的
益处有目共睹，但受一系列危机，特别是近些
年移民和难民潮、安全形势恶化等问题的冲
击，民众的情绪渐渐起了变化。

荷兰极右翼自由党创始人维尔德斯的家
乡芬洛小城人口约有 10 万，其中以摩洛哥
裔、土耳其裔、意大利裔为主的移民就有近万
人，近几年又接收了不少难民。

修车厂老板约抱怨说，政客迎来难民就
撒手不管，同时缺乏应对移民的完整考虑，
“荷兰本土文化面临丧失的风险”。

住在奥地利小城埃弗丁的退休测量工程
师卡尔多年来一直投票支持右翼民粹政党自
由党，他非常认同自由党“奥地利优先”的主张。

卡尔觉得欧盟给奥地利带来很多弊端：
成员国失去了自我决断的权利；欧盟在小事

上制定了繁琐的规定，甚至小到黄瓜的长
度、香蕉的色泽；而碰上难民这一难题时，欧
盟却无所作为。

在 29 岁的比利时人菲莱恰看来，欧盟民
众所享有的社会福利越来越少。她指出，民粹
主义的抬头、各国政策的失败、经济低迷、欧
盟在预算上对成员国的约束、贫富差距日益加
大等，都是导致民众对欧盟失去信任的原因。

曾在德国联邦新闻局工作的史密斯认
为，欧盟各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
大，政治体制也有很大不同，这些差异在短
时间内无法消除。在这样的现实条件下，欧
洲一体化进程可能走得太快了，各国发展
水平的不同，客观上让许多统一制定的规
划和设想在实施中出现各种问题。

德国较为突出的问题是，由于德国在欧
盟发展水平较为领先，目前有许多其他国家
的人移民德国，这为德国经济和社会安全埋
下了一定隐患。

思考与期待

在多重危机下，欧盟民众不可避免地出
现了忧虑情绪。但从荷兰、波兰等国一些民众
的话语中看出，欧洲一体化仍是当前大部分
欧洲人认可的方向。

“我是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我对欧盟的
未来抱有信心。”盖勒说。他认为，欧洲需要更

加紧密的融合，因为面对美国等经济大国，欧
洲“不能单个国家踢球”，只能作为一个统一
的市场出现。

“统一的共同防卫、税收政策和能源目标
是值得考虑的。最好能给欧盟的官僚机构瘦
身，并扩大欧洲议会的权力。”盖勒说。他认
为，目前欧盟内部领导力有些分散，缺少真正
集中的统一领导。

马可对欧盟的前景也较有信心。他认为，
英国“脱欧”，短期内不太可能出现效仿行为，
荷兰大选的结果恰恰让人吃了颗定心丸。

民众支持一体化，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对
现状感到满意，他们希望看到一个更有作为
的欧盟。

在波兰媒体近期进行的一项调查中，
75% 的受访者认为，波兰应继续留在欧盟。
同时，56% 的受访者表示，欧盟目前存在一
些问题，应该改变运作方式。

令菲莱恰担忧的是，欧盟一直都被民众
视为民主的样板，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对此
失去了信心。她认为，未来欧盟最大的问题在
于如何解决“民主赤字”。

在马可看来，在新兴国家参与全球化竞
争的形势下，欧盟的先发优势逐渐成为劣势，
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抬
头。“欧盟过去的扩大过于仓促，未来应当把
重点放在内部‘深化’上，最理想的状态是少数
核心国家先行的‘多速欧洲’。”

史密斯同样认为“多速欧洲”模式可以成
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她说，一体化进程可以分
步实施，先在发展水平领先且相近的几个国
家间建立“欧洲核心社会”，通过全方位协调，

建设一个样本，然后逐步向其他国家推进。

史密斯说，人们目前普遍期望各国政府
能够认真、坦诚地对待欧洲一体化遇到的问
题，真正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而不是
再继续进行“令人厌烦的纸上谈兵”。
(执笔记者：谢彬彬、何梦舒；参与记者：杨永
前、潘革平、石中玉、桂涛、翟伟、刘芳、刘向、
袁帅) 新华社北京 3 月 29 日电

“失去”英国，欧盟民众有话说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29 日致函欧洲理事
会主席图斯克，宣告英国正式启动“脱欧”程
序。在全民公投决定“脱欧”9 个月后，英国终
于要正式和欧盟谈“分手”。

发令枪虽打响，但英国能否在规定时间
内与欧盟完成复杂的“分手”谈判不容乐观，
谈判结果也充满不确定性。此外，由于结果将
影响到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是否会脱离英国，
谈判显得更加棘手。

发令枪响

去年 6月，英国全民公投决定脱离欧盟。经
过长时间“统一思想”，国内各方最终在是否举行
二次“脱欧”公投、是否“硬脱欧”、政府与议会谁
有权打响“脱欧”发令枪等问题上达成一致。

特雷莎·梅当天在议会下院发表的讲话
中表示，英国希望与欧盟谈判达成自由贸易
协议。

此前欧盟曾多次表示，在英国正式向欧
盟提交“脱欧”申请前，不会与英国进行任何
形式的谈判。如今英国已正式启动“脱欧”程
序，欧盟接下来如何回应备受关注。

舆论认为，在欧盟将于 4 月举行的峰会
上，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将讨论如何与英国进
行谈判，并最终给出欧方的“脱欧”图景。

诸多挑战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欧盟已经开始对一
体化进程进行反思，但不会允许英国轻松“脱
欧”，以免其他成员国效仿，导致欧盟崩溃。英
国和欧盟在移民、关税和“分手费”等方面的
谈判面临诸多挑战。

今年 1 月，特雷莎·梅在宣布英方“脱欧”
方案时表示，英国不会留在欧洲共同市场，但
会寻求与欧盟签署自由贸易协议，以“最大限
度进入共同市场”。她还誓言拿回边境控制
权，限制进入英国的欧洲移民人数。而欧盟此
前曾多次强调，英国如果要获得欧洲共同市
场商品与服务的完全准入，就必须接受欧盟
公民自由流动。谈判结果如何，最终取决于英
欧对对方的依赖程度。

关税同盟是欧盟的重要经济支柱。英国
是否会退出欧盟关税同盟、退出后如何与欧
盟国家达成新的关税协定，是“脱欧”谈判值
得关注的问题之一。

在“分手费”问题上，英欧目前已经打起

了“嘴仗”。按欧盟内部估算，英国“脱欧”应交
纳约 600 亿欧元，包括英国在欧盟预算中承
诺的份额。欧盟机构和法国等国领导人都已

强硬表态，要求英国交钱。但英国议会上院发
表的一份报告认为，英国在法律上没有付“分
手费”的义务。

有人担心，如果“脱欧”谈判未能达成英
国预期的结果，可能会出现英国“脱欧”之后
苏格兰与北爱尔兰闹“脱英”的情况。在去年
英国“脱欧”公投中，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多数
选民支持留在欧盟。苏格兰之前已经举行过
一次独立公投，目前正在寻求举行第二次独
立公投。

两年难决

按照欧盟法律，“脱欧”程序一旦启动，必
须在两年内完成谈判，如果要延长谈判时间，
必须得到其他 27 个欧盟成员国一致同意。而
此前英国政府已表示，无意延长谈判。

英国要在两年内从此前 40 多年内签署
的、涉及广泛的各种协议条约中抽身，难度可
想而知。

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曾透露，在英国离
开欧盟前，至少有两万条法律条文需要谈判
修改，他预计各方无法在两年内就英国“脱
欧”的所有安排达成协议。

涉及各国利益的贸易协议必须顾全各
方，因此英欧贸易谈判将尤为艰难。谈判结果
还需要欧盟全体成员国及欧洲议会一致同
意，一些成员国还可能举行全民公投进行表
决，这都增加了英国“脱欧”的不确定性。

可以预见，英欧一方面要就史无前例、冗
长复杂的“脱欧”程序、条件进行谈判；另一方
面，英国又要面对“脱欧”给苏格兰和北爱尔
兰等支持“留欧”的地区带来的变化，处理当
地的“脱英”情绪，这令敏感复杂的谈判更显
仓促。

英国列格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马修·艾
略特告诉新华社记者，英欧双方预计用半年
时间来确定如何谈判，真正的谈判要等到今
年法德两国选举结束后才会开始，而选举结
果也会影响谈判。

英国《金融时报》副总编马丁·沃尔夫此
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对英国
与欧盟谈判的过程不乐观，预计两年后双方
会达成临时性的贸易协定，而最终确定新的
贸易关系可能需要 5至 7 年。

(记者桂涛)新华社伦敦 3 月 29 日电

英国“脱欧”：“发令枪”响，道阻且长

左图： 3 月 29 日，在英国伦敦，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离开唐宁街 10 号首相府前往议
会。 新华社记者韩岩摄

右图： 3 月 29 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欧盟总部，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就英国启动脱欧程
序发表讲话。 新华社记者叶平凡摄

“失去”英国折射出欧洲一体化进程面临的严峻且复杂的

危机，这既考验着政治家的智慧，也影响着欧洲民众的情绪

在多重危机下，欧盟民众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忧虑情绪。但

从荷兰、波兰等国一些民众的话语中看出，欧洲一体化仍是当

前大部分欧洲人认可的方向

新华社首尔 3 月 29 日电(记者杜白羽\
耿学鹏)韩国庆尚北道星州郡民众 29 日连续
三次阻拦试图进入“萨德”部署用地实施测量
施工的卡车，并与警方发生对峙。

星州郡民间团体告诉新华社记者，截
至当地时间 29 日 21 时，“萨德”部署地相
关车辆未能通过当地民众设置的障碍。当
地居民表示“将彻夜把守通道，阻止车辆进
入”。

市民团体“阻止‘萨德’在韩部署全国行
动”负责人通过电话告诉记者，5 辆卡车分别
在当天上午、中午和下午三次试图进入“萨
德”部署地星州高尔夫球场，但被当地民众与
和平运动者分别以静坐示威阻挡。

据当地居民介绍，警方当天出动 10 多辆
警用大巴和 400 多名警察，警察以民众违反
集会示威法为由要求民众解散。大约 150 名
当地居民和反部署“萨德”人士搬凳子坐在路

中央，高喊“不要萨德，要和平”“因为萨德，没
法活了”等口号抗议，同时以汽车做路障进行
阻拦，双方持续紧张对峙。

据韩联社报道，当天载有测量器械的卡
车系韩国环境部派出，原定到“萨德”部署地
进行测量施工。

“撤回‘萨德’星州斗争委员会”等多个市
民团体表示，从根本上说部署“萨德”是无效
和非法的。韩美之间至今没有签署任何关于

部署的协议，韩国政府向美军提供部署用地
没有法律依据。

市民团体和民众强调，部署“萨德”违反
韩国宪法第 60 条，侵犯了国会同意权，是违
宪行为。此外他们还称政府滥用公权力，韩
国国防部应立即停止违法行为。

韩国媒体 29 日援引军方不愿透露姓名
人士的消息说，部署“萨德”仍在按计划推进，
但他没有透露细节和进度。

韩星州民众与警方对峙，阻拦“萨德”施工车入场

新华社北京 3 月 29 日电(记者孙辰茜)外交部发言人
陆慷 29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法国外交部、内政部负责
人均表示，将严肃认真对待旅法华侨遭枪击身亡事件，尽快
完成调查程序，早日公布事件真相。

当地时间 26 日晚，1 名旅法华侨在巴黎家中被法国便
衣警察开枪射杀，一些旅法侨胞前往警局请愿，与警方发生
冲突。

陆慷介绍，法外交部、内政部负责人均表示，将严肃认
真对待此事，尽快完成调查程序，早日公布事件真相。据法
方通报，涉事警察已被停职接受调查，此前因向法警方请愿
与警方发生冲突被拘押的人员多数已获释。

法方表示将早日公布

旅法华侨遭枪杀真相

■外交部吹风会

新华社北京 3 月 29 日电(记者孙辰茜)外交部发言人
陆慷 29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赞赏美国联邦最高法
院日前关于象征“慰安妇”问题少女像的有关判决。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关于美国洛
杉矶日裔居民等要求当地政府撤去象征“慰安妇”问题少女
像的诉讼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27 日驳回原告上诉，日裔
居民败诉。此前，日本政府亦提交了法律意见书，但未经审
理直接被驳回。对于此案，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声称：“日方
感到极为遗憾，将继续就‘慰安妇’问题作出妥善说明，谋求
正确的理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说，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对有关判决表示赞赏。
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亚
洲受害国人民犯下的严重反人道罪行，铁证如山，不容抵
赖。

赞赏美国法院的判决

不撤“慰安妇”少女像

新华社伦敦 3 月 29 日
电春寒中，英国 29 日正式向
欧盟递交“脱欧”信函，米字
旗和欧盟旗共同飘扬在伦敦
上空的场景将成为过去。

“这是历史性的时刻，
‘脱欧’已走上不归路。”身着
深色西装的英国首相特雷
莎·梅 29 日在英国议会面对
数百名下院议员郑重宣布。

加入欧盟 44 年后，英国
成为首个寻求退出的成员
国。

伦敦金融城里的“白领”
忧心忡忡。“英欧经济相互依
赖，一旦分家，恐是双输。”在
世界的“经济心脏”工作多年
的法国人拉比说，“未来不确
定，走一步看一步吧。”

伦敦圣潘克拉斯火车站
一片繁忙，刚从欧洲大陆驶
来的“欧洲之星”列车徐徐停
靠在站台。“真遗憾，英国给
欧洲一体化踩了刹车。”需要
定期往返于伦敦和巴黎的沃
伯顿告诉记者，“脱欧”后，他
的部分同事将从英国转移到
欧洲大陆。

国际贸易和投资低迷，
前所未有的难民冲击，愈演
愈烈的恐怖活动，席卷欧洲
的右翼思潮……在欧洲面临
重重困难之时，英国“脱欧”
为双方的未来增加了更多不
确定性，欧洲和英国都站在
了岔路口上。

特雷莎·梅在“脱欧”信
函的开头说，“英国希望欧盟
繁荣、成功，我们离开了欧
盟，但并未离开欧洲。”

而“失去英国”的欧盟也
在 25 日结束的罗马峰会上
发表《罗马宣言》，坚定“抱团
取暖”共渡难关的信念：“选
择单独行动，我们就会在充
满活力的世界上被边缘化。
联合起来是我们影响世界、
捍卫我们共同利益和价值观
的最佳选择。”(参与采写记
者：翟伟、桂涛、王子江、梁希
之、邓茜)

新华社布鲁塞尔 3 月
29 日电(记者周珺)英国 29

日正式启动“脱欧”程序。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当天表示，
在欧盟与英国就其“脱欧”的谈判中将没有“赢家”。

图斯克在收到英国驻欧盟大使蒂姆·巴罗递交的“脱
欧”信函后举行新闻发布会。他表示，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的
6 页信函，启动了英国脱离欧盟的谈判进程。对欧盟和英国
而言，这都不是值得高兴的一天。

他表示，英国“脱欧”积极的一面是，欧盟 27 国将更加
坚定和团结。在今后艰难的“脱欧”谈判中，欧盟 27 国将会
坚定不移，团结一致。

图斯克说，欧盟与英国都不会是谈判中赢的一方，谈判
的实质是为了减少对各自的损害。

他强调，直到英国彻底离开欧盟，欧盟法律将继续适用
于英国。

图斯克表示，他将于 31 日向成员国提出一份关于英国
“脱欧”指导方针的提案，供欧盟 27 国领导人在 4 月 29 日
的特别峰会上讨论通过。

当天欧洲理事会也发表声明，对英国离开欧盟感到遗
憾，并表示已经做好准备完成必要的谈判进程。

声明指出，对欧盟而言，接下来第一步是达成英国“脱
欧”的指导方针，据此欧盟委员会将代表欧盟与英国进行具
体磋商。

声明说，欧盟在所有谈判中将持一致立场并维护自身
利益，首要任务是尽量减少英国“脱欧”对欧盟公民、企业和
成员国造成的不确定性，谈判将着重于英国有序退出的所
有重要安排。在未来，希望英国成为欧盟一个密切的合作伙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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