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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23日，英国将举行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公投，决定脱离还是留在欧盟。英国“脱欧”可能带来的巨大风险引
发国际社会广泛忧虑，但“留欧”也并非简单维持原状，因为形势已经变化。某种程度而言，英国“脱欧”公投并非在好

与坏、是与非之间做出抉择，更像是一项两难选择，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从更宏观的视野来看，无论哪种结
果，这场公投所暴露、折射和引发的诸多深层次问题，必将冲击和影响英国与欧盟今后的发展、乃至整个

欧洲一体化的前景。

“脱欧”公投首先引发一个根本
疑问：欧洲一体化历经多年风雨走到
今天，英国身为重要成员为何却要

“闹分家”？
不少人把矛头指向英国长期存

在的“疑欧主义”，认为英国一直以实
用主义态度看待、参与和塑造欧洲一
体化进程，落脚点始终是本国利益。
已故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任时曾说
过，“我们不相信能够把英国淹没在
某种人为的欧洲合众国里，而是确信
能够保护我们作为民族国家的明确
特征，时时准备保护我们的利益和捍
卫我们的自由”。

然而，解答上述疑问的钥匙不仅
在英国，还在欧盟。时至今日，“疑欧
主义”早就不是英国独有，已在欧洲
大陆出现泛化现象，表现出的共同之
处是对欧盟事业的信心缺失。“欧洲
晴雨表”民调机构的最新民调显示，
欧盟28个成员国中，43％的受访者认
为欧盟事业正走向错误方向，只有
23％的人认为走向正确。

当下，这股疑欧风潮在英国表现
最为强烈，并最终以公投的形式宣泄
出来。英国上世纪70年代大费周章
加入欧盟前身欧洲共同体，主要是看
好欧共体的光明前景。但如今，危机
不断的欧盟在英国脱欧派看来俨然
成了“衰落”的代名词。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
所所长崔洪建说，在英国脱欧派口
中，欧盟好像是一艘正在“下沉的大
船”，英国要在残酷的全球化环境中
保持竞争力，必须挣脱这艘大船上
岸，更多地依托与借助美国、中国等
方面的力量，才能往上走。

德国财长：

英国“脱欧”将给
德国带来严重影响

新华社柏林6月21日电（记者袁帅）据德
国媒体报道，德国联邦财政部长朔伊布勒21日
表示，如果英国退出欧盟，此举将给德国带来严
重消极影响。

朔伊布勒当天在基民盟的经济顾问会议上
说，无论英国关于退出欧盟的公投结果如何，欧
盟都不会再像之前那样了。

朔伊布勒说，“欧洲现在处于一种不良的状
态，”不仅在英国，在所有欧盟国家，对欧洲一体
化的怀疑声音都在增多。因此，欧盟要想更好
地运作，必须进行改革。人们过于相信欧盟的
货币和财政政策，而不断推迟“不受欢迎”的改
革。

欧洲理事会主席：

英国“脱欧”将是欧盟
走向解体的第一步

新华社里斯本6月20日电（记者章亚东
张柯）正在葡萄牙访问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
克20日呼吁英国民众在23日公投时投票支持
英国留在欧盟。

图斯克在当天与葡萄牙总理科斯塔会晤后
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他对英国公投的任何
结果都表示尊重。但他表示，如果英国“脱欧”，
欧洲乃至整个西方社会都将受到打击。

图斯克说，目前最大的风险在于还不清楚
如果英国“脱欧”会带来哪些连锁反应。欧盟正
在着手准备应对英国公投可能出现的各种变
数。他表示，如果公投结果支持英国“脱欧”，将
会鼓励那些对欧盟持怀疑态度的国家离开欧
盟。这将是欧盟走向解体的第一步。

科斯塔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英国对
欧盟非常重要，希望英国能和葡萄牙一样作为
欧盟大家庭中的一员存在。

A | 疑欧风潮 C | 方向不明

国际观察

“走”“留”都是问题

新华社巴黎6月21日电（记者郑斌）法国
总统奥朗德21日表示，英国是欧盟的一部分，
法国希望英国“脱欧”公投结果能体现对欧盟未
来的信心。

奥朗德当天与来访的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
会面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法国多次表示希
望英国留在欧盟。

奥朗德说，如果公投产生的是另外一个结
果，法国将评估由此产生的后果。

法国总统奥朗德：

希望英国公投结果
体现对欧盟未来的信心

英国是否留在欧盟的公投在即，日本日产
汽车公司表示，将起诉英国“脱欧”阵营，原因是
该阵营未经许可在“脱欧”宣传单上使用日产公
司的标志。

在一份名为“投票离开”的宣传单上，日产
公司的标志和联合利华公司、沃克斯豪尔汽车
公司等另外四家大公司的标志出现在一起。宣
传单写道：“大公司都表示，不管公投结果如何，
他们都将留在英国。”

日产表示，公司支持英国留在欧盟，将向英
国高等法院起诉，要求禁止“脱欧”阵营使用其
公司名称和标志，“以避免他们再作出有关日产
公司的不实声明和陈述”。

日产强调，起诉决定是在公司多次要求“脱
欧”阵营停止使用公司标志无果的情况下作出
的。

日产英国公司发言人戴维·杰克逊说：“‘脱
欧’阵营在宣传材料中使用日产公司名称和标
志严重歪曲了我们2016年2月23日公开发表
和广泛传播的立场。”

对于日产公司的起诉，“脱欧”阵营还未作
出反应。

本月早些时候，日本丰田公司也表示将起
诉“脱欧”阵营。丰田公司一名发言人20日表
示，公司的立场没有变化。联合利华也已向“脱
欧”阵营抗议其擅自使用公司名称和标志。

同一天，几家汽车制造商重申了支持英国
留在欧盟的立场。

徐力宇（新华社专特稿）

不满“被支持”

日产将起诉
英国“脱欧”阵营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表民意调
查称，反对欧洲一体化的主张在欧洲
越来越流行。相比较来看，东欧国家
民众更支持本国留在欧盟，西欧国家
民众去意更浓。

好感持续下降

4月4日至5月12日期间，皮尤
研究中心在希腊、法国、西班牙、英
国、波兰、匈牙利、意大利、德国、瑞
典、荷兰这10个欧洲国家分别采访了

1万余名调查对象。这10个国家的
人口占欧盟总人口的80％、国民生产
总值的82％。

调查发现，只有51％的调查对象
希望继续留在欧盟，不希望留在欧盟
的人数比例达到47％。同时，42％的
调查对象认为欧盟应将部分权力下
放到各国政府，只有19％的人同意本
国政府向欧盟让渡更多权力。

在这10个国家中，来自希腊的调
查对象最不希望留在欧盟，比例达到
71％，紧随其后的是法国，反对欧洲一

体化者的比例达到61％。即将举行公
投的英国排在第三位，比例为48％。

相反，对欧盟最支持的当属波
兰，72％的调查对象支持留在欧盟。
匈牙利和意大利对欧盟的支持度也
分别达到61％和58％。

调查还显示，调查对象对欧盟的好
感在持续下降，这个趋势已持续多年。

年轻一代认同欧盟

有意思的是，皮尤研究中心发现

年轻人对欧盟的认同度在不断升
高。在法国、英国、荷兰、波兰、德国
和希腊6国，18岁至34岁年龄段中支
持欧盟的人数要远高于50岁以上的
人群。

在英国，18岁至34岁的调查对
象中，支持欧盟的人数比例达到
57％，而50岁以上人群中支持欧盟的
比例仅为38％。

这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此前英
国舆观调查公司的数据。当时调查
显示，年龄在30岁以下的调查对象

中，大多数支持英国继续留在欧盟；
但50岁以上调查对象中，半数以上支
持英国退出欧盟。

分析人士指出，上述调查中支持
“脱欧”的相当一部分人为教育背景
欠佳的中老年白人男性。在经济全
球化、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他们更多
感受到的是威胁，而非机遇。

在选举中，这部分人的投票率更
高。这被视为近年来英国独立党等
反欧盟右翼政党支持率看涨的原因
之一。 郑昊宁（新华社专特稿）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民调：

“欧洲怀疑主义”越来越有市场

英国“脱欧”明日公投

“留欧”“脱欧”支持率势均力敌
新华社伦敦6月21日电（记者夏

晓）综合英国多家有关“脱欧”公投的
民调结果，截至当地时间21日中午，

“留欧”和“脱欧”的支持率势均力敌。

《泰晤士报》最新调查结果显示，
44％的人主张脱离欧盟，而支持英国
留在欧盟的人口比例为42％。

另一项由《每日电讯报》发起的民

调结果显示，支持“留欧”的人数领先
支持“脱欧”的人数。其中支持“留欧”
的比例比一周前上升了5个百分点至
53％，支持“脱欧”的比例比上周下降

3个百分点，跌至46％。
《金融时报》综合分析多家民调机

构的数据后称，双方目前打成平局，支
持率都在44％。

距离23日的英国“脱欧”公投还
有两天时间。统计数据显示，近一周
来，主张“留欧”的支持率总体出现上
升趋势。

最新民调

新华社伦敦6月21日电（记
者夏晓）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只
剩不到48小时时间，英国各大阵
营正抓紧时间争取更多选票。

“留欧派”领头人、英国首相卡梅
伦21日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
发表讲话，再次呼吁民众为“留
欧”投票。

卡梅伦当天下午发表了长
约10分钟的讲话。他呼吁选民
们，特别是年长的选民们考虑他
们子孙的“希望和梦想”，为了孩
子的未来，投票留在欧盟。

此前民调结果显示，年长选
民更愿意投票脱离欧盟。

针对这些选民，卡梅伦警告
说，孩子们不能改变我们现在所
做的决定，如果英国民众投票决
定“脱欧”，英国将面临“不可逆”
的结果，英国也将“永远离开欧
盟”，而离开欧盟的后果将对后
代造成更长久影响。

卡梅伦说，无论是工党还是
保守党，都相信英国留在欧盟比离
开更好。留在欧盟对英国来说更
加安全，并能与欧盟其他国家建立
更强大的合作。

卡梅伦再次呼吁
民众为“留欧”投票

B | 深层问题

英国首相卡梅伦当初提出公投，
除对冲国内疑欧派政治压力外，也希
望借此一劳永逸地解决英国的“欧洲
问题”。但实际上，公投不仅无法最
终解决问题，还会使得情况更为复
杂。

张健认为，即便英国在公投中选
择留下，英国与欧盟的关系问题并没
有解决，欧洲一体化如何发展的问题
也没有解决。

他预计，英国这次公投后，欧盟想
以“齐步走”的形式向前发展不太可
能，谈判和通过加深一体化的相关条
约更加困难，欧盟整体可能趋于松散。

英国牛津大学教授蒂莫西·加
顿·阿什近日撰文指出，“对欧洲来
说，英国退出欧盟将是一场灾难……
几乎同样糟糕的结果将是：人们对英
国选择留在欧盟如释重负叹口气，但
今后一切照旧。不要让英国公投成
为又一个未能唤醒欧洲的闹钟。”

回顾二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虽然
历经风风雨雨，但在共建和平与合作发
展的理念引导下，一直曲折向前发展，
欧盟也被视为地区一体化的样本和典
范。当前诸多危机给欧洲前景蒙上厚
重阴霾，但欧洲一体化前行的动力依然
存在，吸引力并未完全丧失。在英国举
行“脱欧”公投的同时，还有一些国家正
在加入欧盟的道路上努力。

公投的喧嚣和纷扰之后，英国和
欧盟能否采取根治弊病的有力行动，
重振欧洲，打破“欧洲衰落”的论调，
也许更值得观察。

（新华社北京6月21日电）

欧盟并非不清楚自身在英国或其他
成员国民众中的负面形象。此次英国

“脱欧”公投期间，欧盟领导人虽然不愿
英国退出，但总体保持静默，避免一些言
论可能造成负面影响。

欧盟事业逐渐丧失吸引力与近年
来欧洲大环境变化密切相关。债务危
机以来，欧洲经济持续低迷，加上难民
涌入和恐怖威胁，社会矛盾集中爆发，
而欧盟往往成为各种问题的替罪羊。

进一步看，危机频发只是表象，背
后反映的是欧洲一体化进程、民主政治
失灵等方面的深层次问题。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
所所长张健说，欧盟当前缺乏领导力，缺
乏具有政治远见的人物，许多政治家只
关注本国或本地区的事情，算计自身利
益，很少从欧盟整体角度来看问题。

张健认为，这种局面导致许多问题
日积月累，最终酿成危机，虽然欧盟尚
能应付，但要再往前走很难，更多是在
维持现状，对欧盟“大厦”修修补补。

此外，民粹主义、反精英或反建制
等政治思潮的流行，进一步冲击欧洲既
有的政治生态与格局。有观察人士因
此指出，英国“脱欧”公投已成为欧美民
主政治走向的试探气球。

在英国首都伦敦泰晤士河上，一艘“留欧派”渔船船队参加造势活动。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