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新闻
2017 年 12 月 1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董 健 7新华每日电讯

多家英国媒体 11 月 29 日称，英国与欧盟已在“脱欧分
手费”问题的谈判中取得较大进展。据估计，英国可能将向
欧盟支付大约 500 亿英镑(约合 674 亿美元)。

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消息属实，这将是“脱欧”谈判正式
启动以来英欧双方取得的第一个实质性进展。尽管如此，这
一史无前例的谈判仍有许多“硬骨头”要啃。

500 亿英镑左右？

《卫报》说，英国在“分手费”谈判中向欧盟让步，欧盟官
员不愿讨论“分手费”的具体金额，预计最终可能在 530 亿
至 580 亿英镑(约合 714 亿至 781 亿美元)之间。

《金融时报》引述多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外交官的话说，
欧盟要求英国支付的分手费总额接近 1000 亿欧元(约合
1186 亿美元)，但在扣除各种减免费用后，英方实际支付的
金额将不到这一数字的一半。

《每日电讯报》则说，英欧在“分手费”上已达成协议，最
终金额取决于用何种方式计算，估计在 450 亿至 550 亿欧
元(约合 534 亿至 652 亿美元)之间。

新华社记者 29 日向英国外交部求证，一名发言人并未
回应“分手费”的具体数额，仅表示谈判仍在进行，双方正在
探索如何继续保持谈判中已经出现的积极势头，将谈判推
进至下一阶段。

有英国专家认为，最终的“分手费”数额可能将高于媒
体估计的数额。

实质性进展

所谓“分手费”涵盖了英国籍前欧盟工作人员退休金、在
英欧盟机构搬迁费用以及英国对欧盟财政的承诺等内容。

今年 3 月，英国启动“脱欧”进程。发令枪虽响，道
阻且长。直到媒体报道双方就“分手费”问题取得较大进
展前，“脱欧”进程一直陷于僵局。英国政府面临欧盟、
英国反对党以及执政党内“留欧派”等多方同时施压，处
境艰难。

此前，英欧双方在英国是否支付“分手费”及支付数额
方面有明显分歧。今年 9 月，英国首相特雷莎·梅曾承诺在
两年内继续向欧盟支付总计 200 亿欧元(约合 237 亿美
元)，以作为“脱欧”过渡期内英国继续留在欧洲共同市场的
代价。而据一些欧洲媒体报道，欧盟方面此前索要的“分手
费”金额高达 1000 亿欧元。

英国舆论认为，“分手费”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实质性进
展，将给英欧在其他方面的谈判带来帮助。

下阶段难点

即便“分手费”问题解决，“脱欧”谈判也还面临其他几
个“难啃的骨头”。

最近几天，爱尔兰边界问题和双方公民权利问题已取
代“分手费”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特别是爱尔兰边界
问题，预计将成为下一阶段谈判的重点。

爱尔兰是欧盟国家，目前英国北爱尔兰地区与爱尔兰
之间人员与货物均可自由流动。一旦英国正式“脱欧”，英国
与爱尔兰之间的边界将从现在欧盟内部两国的边界变为欧
盟与非欧盟国家的边界，因此外界普遍关注这一边界未来
将如何安排。

今年 8 月，英国政府公布一系列“脱欧”立场文件。
其中提到，英国“脱欧”后将努力确保英国与爱尔兰边界
的“无缝对接”，建议不在这条边界设海关等实体设施，
在人员自由通行方面也维持现状。但如果英国与爱尔兰之
间维持现在的“软”边界，英国“脱欧”后就无法阻止来
自欧盟其他国家的移民通过爱尔兰边界进入英国。

此前几轮“脱欧”谈判中，英欧双方都没有针对这一问
题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欧盟方面坚持，这一问题不解决，
英国最关心的关于
“脱欧”后贸易问题
的谈判就无法展
开。 (记者桂涛)

新华社伦敦
11 月 30 日电

新华社联合国 11 月 29
日电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临时代办吴海涛 29 日在安理
会关于朝鲜导弹发射问题公
开会上发言，呼吁朝鲜半岛
核危机有关各方保持克制，
力争早日恢复对话谈判。

吴海涛说，安理会决议
对朝鲜利用弹道导弹技术进
行发射活动有明确规定，中
方对朝鲜有关发射活动表示
严重关切和反对，强烈敦促
朝鲜遵守安理会相关决议，

停止采取加剧朝鲜半岛紧张
的行动。

他说，最近一段时间，
朝鲜半岛局势总体稳定，这
为推动政治外交努力提供了
“窗口期”。但遗憾的是，
这一“窗口期”未能转化为
重启对话谈判。

他说，中方一贯坚持实
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坚持维
护半岛和平稳定，坚持通过
对话协商解决问题，反对半
岛生战生乱，并为此做出了
不懈努力。中方提出了朝鲜
暂停核导活动、美韩暂停大
规模联合军演的“双暂停”
倡议、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
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的“双
轨并行”思路。俄罗斯也提
出了解决朝鲜半岛问题分步
走设想。在此基础上，今年 7
月 4 日，中俄发表联合声
明，制订了解决朝鲜半岛问
题的“路线图”。中俄共同
倡议现实可行，旨在推动和平解决半岛核问题，维护半
岛和平稳定，希望得到有关各方的响应和支持。

他说，当前形势下，安理会应承担历史责任，推动
各方综合施策，以和平、外交和政治方式解决问题，维
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中方将继续全面、完整地执行安理
会相关决议，与有关各方一道，为推动半岛核问题的妥善
解决，早日实现半岛无核化和长治久安继续发挥积极和建
设性作用。中方期待各方，尤其是主要当事方为此做出自
己的努力，切实落实自身承诺，发挥建设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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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欧“分手费”或敲定

“脱欧”艰难前进一步

新华社记者
凌广志、罗江

市民可以认养一
株果树、一片菜地，体
验耕耘收获之乐，又
能投资农产品获得收
益；农民以土地、农房
入股成为股东，不离
土就业实现快速增
收……在海南，这样
的“共享农庄”将遍地
开花。日前，海南省公
布了首批涵盖 18 个
市县的 61 个“共享农
庄”创建试点。

根据试点名单，每
个市县今年内试点建
设 2至 3个、地级市试
点建设 3至 5 个“共享
农庄”。各地将运用整
村综合开发、村庄农房
改造升级开发以及基
地开发模式，打造产品
定制型、休闲养生型、
投资回报型、扶贫济困
型和文化创意型“共享
农庄”。

海南省农业厅休
闲农业处有关负责人
介绍，为打造“共享农
庄”品牌，海南搭建了
服务投资者、运营者和
消费者的“共享农庄”

网络服务平台，经过标
准体系认证的“共享农
庄”将入驻平台集中宣
传、发布产品。

今年以来，海南
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大力发
展农业分享经济，结
合美丽乡村建设、全
域旅游、脱贫攻坚等
工作部署，探索打造
农业生产生活生态
“三生同步”、一 、二 、

三产业“三产融合”的
“共享农庄”新业态。

据了解，“共享农
庄”以农民专业合作
社、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等为主要载体，以
混合所有制企业为建
设运营主体，以农业

和民宿共享为主要特征，集循环农业、创意农业、农
事体验、服务功能于一体。将推动农民转变成为股
民、农房转变成为客房、农产品现货转变成为期货、
消费者转变成为投资者，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农村增美，是海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

“‘共享农庄’的本质特征是共建共享共赢。”海南
省委副书记李军说，农庄和农民通过产品认养、托管
代种、房屋租赁等多种形式，在降低经营风险、提升
产品附加值的同时和消费者建立黏性关系；消费者
可以租赁一方良田、一处宅院，返璞归真享受绿色的
田园生活；政府通过使用权的交易，将农村闲置资源
与城市需求重新匹配，将不确定性和流动性转化为
稳定的连接。

在文昌市，“好圣航天共享农庄”的特色农产品
已面向市民实现共享，打破传统的农产品流通形态。
走进好圣村，林荫小道贯穿全村，椰子、龙眼、黄皮等
果树处处可见。航天蔬菜种植基地瓜菜长势喜人，种
苗由海南航天工程育种研发中心提供。

“村里的水果、蔬菜都能认养，全村 2000 多株椰
子树已通过互联网被认养。”好圣村村民小组长郑有
超说，农庄成为首批创建试点后，将继续完善土地租
赁、托管代种、产品认养、自行耕种等服务。

除了市民、游客共享，“共享农庄”旨在让农民尤
其是贫困户共享发展红利。结合脱贫攻坚，各地优先
在自然环境良好的贫困村，特别是少数民族贫困村
发展“共享农庄”。在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什云村云
湖乡村旅游度假区成为首批试点，将升级打造“云湖
共享农庄”。该度假区先行先试探索与农民建立利益
联结机制，农民初尝共享甜头。岸边垂钓、湖中泛舟、
漫步田园……每逢节假日游客纷至沓来，在青山绿水
间感受乡愁。该度假区董事长蔡江说，企业流转土地
每年为全村带来 10 多万元收益；创造 300 多个就业
岗位。

以保障农民利益为前提，海南还划定了“农庄姓
‘农’”底线：坚持农地农用，不能搞成变相房地产；突
出农业特色，发展现代农业的同时拓宽非农功能，实
现“农旅文”深度融合；保持农村田园风光，留住乡
愁，保护好青山绿水，实现生态可持续。

新华社海口 11 月 3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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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陈忠华、王井怀、霍瑶

初冬的吕梁山，天高云淡，北风凛
冽。

一辆车穿行在崎岖的山路上。开车的
人叫高本增，人们都叫他“老高”，车上
拉着他的“一个人”的摄制组——— 老高既
是“头儿”，也是唯一的成员。

腿脚不好、浑身是病的老高，怀揣一
份共产党人的初心，扛着摄像机奔走在山
间地头、村庄窑洞拍摄典型人物，一干就
是 20 年。 50 多个来自基层的优秀党员干
部，走进了他的镜头，走出了这片大山，
有的还当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

镜头

老高今年 60 岁，今年 11 月退休。身
材魁梧的他嗓音洪亮，脚上永远蹬着一双
黑色老布鞋，用他的话说，“好走路，拍
片方便”。

老高口中的“拍片”，最初是拍摄党
员电教片，后来是拍人物纪录片。 1998
年，时任山西翼城县委组织部组织科长的
老高，开始宣传先进党员，此前他从未摸
过摄像机。

一个人策划，一个人写脚本，一个人
拍摄；一台机器、一辆车，硬是拼凑起了
一个摄制组。连老高也没有想到，这摄像
机一扛就是二十年。

老高的镜头比较“挑剔”。他专注聚
焦苦干实干的基层干部，村支部书记、大
学生“村官”、第一书记……都是片子里
的主人公。

老高的镜头追求“全记录”。他说，
笨人就用笨办法。一个人物一拍就是一两
年，甚至三四年；主人公走到哪拍到哪，
干啥拍啥。“有时他们都被我拍烦了。”
老高却从中悟出一个道理，只有忠实记
录，才能更好诠释。

老高的镜头很“倔强”。 2014 年春
节前后，老高正在拍大宁县的“ 80 后”
村医贺星龙，为了拍大年三十出诊的镜
头，老高自带电暖气，在星龙家的一间空
窑洞里搭上帘子住了下来。

除夕之夜，星龙的手机铃声响了，有
病人哮喘发作。镜头里，儿子藏起了爸爸
的听诊器，被心急的星龙一把推开，委屈
地哇哇大哭；镜头外，开机拍摄的老高鼻
子一酸，扛上机器坐上摩托跟着冲进黑
夜。

在拍摄安泽县孔旺村第一书记程鹏
时，有一次夜里跟拍程鹏回家。好久没见
程鹏的女儿哭叫着说：“同学们说我没爸
爸，我说我有，在村里当第一书记，他们

都不信！你明天就送我一次吧，让同学们
看看我没有说谎！”这一幕被老高录了下
来，“多么感人的细节啊，摆拍能拍出来
吗？”

凭着这股劲头，一个个典型就像埋在
沙子里的金子，被老高的镜头“挖掘”了
出来。这些年来，老高报道的这些人物
中，有的获得全国劳模称号，有的获得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有的成为全国道德
模范……而跟拍了 3 年的贺星龙，今年更
是被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

老高的成片时长一般在 10 到 20 分
钟，按说 100 分钟素材就足够了，但他每
部都拍了 2000 分钟以上的素材。“ 100
分钟是专业要求，我的 2000 分钟既是笨
办法，更是一名共产党员的高要求！”老
高说。

精心提炼的故事，往往能直击内心。
古县的一位村主任向村民介绍老高拍摄的
大学生“村官”孙涛时，说着说着声音颤
抖了，最后哭出声来，“这个后生不容
易，老高片子拍得好！”

姿势

五十多部片子，有的一拍就是几年，
老高是怎么做到的呢？“镜头讲究了，身
体就得先将就。”老高回答说。

趴在地上拍，应该是他“最轻松”的
姿势了。一年冬天，在拍摄女大学生宋学
琴时，老高趴在雪地里支起镜头。当时气
温达到零下十几摄氏度，雪花一片片落
下，时间一秒秒过去。镜头拍完了，老高
身上落了厚厚一层雪，脸蛋通红，手脚麻
木。

有时，老高会把自己吊在悬崖上拍。
2017 年春天，为了拍宋学琴嫁接扁桃的
场景，他把绳子一头拴在山顶的一棵树
上，另一头系在腰上，抱着摄像机跟着下
了近乎 90 度的陡坡。拍完了仰角，老高
喊一嗓子让人拉上去几米，接着再拍俯
角。

“比年轻人都拼！”宋学琴佩服不
已，“也不知道高老师哪来的那股劲
儿？”

有时的拍摄还会有危险。 2008 年前
后，老高去一座矿井拍摄，有一回刚到井
下架好摄像机，头顶巷道的钢筋就发出
“吱吱”的声响。从未下过井的老高有些
害怕，但看到主人公面不改色地劳动，他
一咬牙，继续拍！

这些年来，老高站在高压电杆上拍
过，骑着摩托车跟拍过，他拄着拐棍拍，
爬上山崖、钻过石缝拍……当地电视台一
位记者说，别人拍片是工作，老高那是在

玩命。
“咱没啥高超的技术，只能用最笨的

办法把他们的事迹拍出来，让更多人知
道，基层有那么一群可爱的党员干部。”
老高说，他们的事迹感动了我，也净化了
我。

药箱

别看老高上山下矿，生龙活虎，其实
他浑身是病。熟悉的人都知道，老高一次
能拍多久，得由药箱来定。

每次吃饭前，老高不是先拿筷子，而
是开药箱。药箱里有治糖尿病的药五种，
治心脏病的药四种，治胃炎的药七八种。

老高患糖尿病十几年，从 2008 年开
始打胰岛素，现在的剂量是一般病人的两
倍多。“肚子上全是针眼，快没地方扎
了。”老高笑着说。

老高的腿一直不好， 2014 年拍村医
贺星龙时，右腿膝盖经常卡住，不能弯
曲，钻心般疼痛。一检查是半月板磨损，
需要换膝盖。膝盖挺不直，影响了拍摄，
老高只好去北京做了手术，右腿嵌入人工
膝盖，打上钢钉。医生特意嘱咐说，千万
不要爬上爬下。

然而，回到家腿还没完全消肿，老高
就又上山了。“人工膝盖一般能用 12
年，医生说像我这样折腾，最多能撑七八
年。”

2013 年，老高在古县拍摄大学生
“村官”孙涛时，正赶上秋天的连阴雨，
山路塌方被困住了，整座大山只有老高和
孙涛。没有吃的，他们就吃口长毛的馍
馍。天气潮湿，老高后背生了大片湿疹，
一老一小就这样熬了整整 14 天。

“看见您回来了，准是药又吃完了
吧？”有一次刚进家门，老高的儿子倚着
门调侃道。

“你爸回到家是病人，可拍片子比小
伙子都有劲！”可说归说，老高的妻子韩
香芬明白，丈夫拍片谁也拦不住。果然，
在家没待两天，老高又急着要出门。韩香
芬二话没说，悄悄地将救心丸放进了丈夫
的口袋。

“房车”

拍片路上陪伴老高最多的，是那辆改
装后的“房车”。

这是一辆依维柯车，老高把后座拆
掉，安上木板当床，床下改装成柜子，
里面放被子。山上蚊子多，老高就把车
窗钉上纱帘。床边摆放着炉子、锅碗瓢
盆、自制马桶等生活用品。

拍片时，老高大部分时间吃住在车
上。有时晚上回不了城，老高就搬出炉
子、架上锅，煮一碗热乎乎的面条，吃
完了就在简易的小床上眯一会。晚上繁
星低垂，四野俱寂，一片漆黑中只有车
内透出一丝亮光，老高趴在那里写脚
本。

山上的夜晚，起夜大便最麻烦。老高
腿不好，蹲下去就起不来，而且山上有蛇。
“不怕你们笑话，我有时拉到一半就提裤
子往回跑。”后来，老高把小马扎中间的两
根带子一剪，做成了简易“马桶”。“这可是
我的‘发明创造’！”老高笑着说。

有人问，拍一两年可以理解，可一
干就是 20 年，你到底图啥？

“图啥？”年轻时当过村干部的老
高说，现在农村思想多样化了，有的人
思想迷惘，特别需要榜样引导；而那些
默默奉献的党员干部，也需要理解与鼓
励。

“他们身上的精气神，不正是我们干
事业的底气吗？”老高说，典型身上体现
了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拍好他们是自
己的责任和义务。

“只要能走得动，我就会拍下去，”
老高说，他的“小目标”是拍 100 个人
物，现在拍完了 52 个。

“人活一辈子，有这些片子陪着，就
算没有白活！”

新华社太原 11 月 3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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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本增在山西省汾西县核桃丈村荆棘丛生的山路上拍摄纪录片的空
镜头（ 4 月 13 日摄）。 新华社记者曹阳摄

中国总领馆：尽最大努力助巴厘岛同胞回国

▲ 11 月 30 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伍拉莱国际机场，中国游客向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工作人
员咨询情况。因火山喷发机场关闭而滞留巴厘岛的中国游客目前正陆续撤离。 新华社记者杜宇摄

据新华社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11 月 30 日电
(记者管沁雨、万后德、郑世波)中国驻登巴萨
总领馆副总领事陈巍 30 日告诉新华社记者，
因火山喷发机场关闭而滞留印度尼西亚巴厘岛
的中国游客目前正在撤离中，总领馆将尽最大
努力协助他们回国。

受巴厘岛阿贡火山持续喷发影响，巴厘岛
伍拉莱国际机场 27 日上午关闭，后于当地时
间 29 日下午 3时左右临时开放。记者在机场
出发大厅看到，中国国旗格外醒目，领馆工作
人员正声音沙哑地对滞留游客进行安抚。

据了解，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一直在协调
国内旅行社做好游客安置，并联系国内航空公
司商业航班前往巴厘岛，接回滞留中国游客。

陈巍告诉记者，火山喷发后，总领馆第一
时间启动应急处置工作预案，在机场出发大厅
三楼设立了中国游客咨询中心。陈巍说，经过
总领馆沟通，印尼移民局已经同意为签证到期
的滞留中国游客免费续签。他提示游客一定要
保持冷静，避免情绪激动。总领馆也会尽全力
保护好包括港澳台同胞在内的中国公民的人身
安全和合法权益。

印尼抗灾署发言人苏托波 30 日表示，
巴厘岛阿贡火山继续剧烈喷发，喷出的火山
灰高达 2000 米，火山的警戒级别依然处于
最高级。据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统计，直到
机场 29 日重新开放前，在巴厘岛滞留的中
国游客有 1 . 7 万人左右。从 29 日晚开始，
总领馆已陆续协调东方航空公司、厦门航空
公司和南方航空公司客机飞往巴厘岛，“空机
来，满机走”，协助中国游客回国。据总领馆信
息，29 日机场重新开放后，已有一千多名中
国游客从巴厘岛机场撤离。此外，还有不少中
国游客选择乘坐大巴前往东爪哇省首府泗
水，然后从泗水直接回国或中转离境。目前，

滞留的中国游客人数已大幅减少。

印尼巴厘岛上的阿贡火山 21 日下午开
始喷发。伍拉莱国际机场 27 日上午关闭
后，有 445 个航班被取消， 5 . 9万名游客受
到影响。

阿贡火山位于印尼旅游胜地巴厘岛东北
部，海拔 3031 米，是印尼 129座活火山之
一。阿贡火山曾于 1963 年剧烈喷发，喷发
活动持续至第二年，造成 1000 多人死亡。


	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