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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投票结果一喜一忧

约翰逊如期“脱欧”心愿难遂

英国议会下院当晚第一场投票
以329票支持、299票反对的结果
原则上通过了“脱欧”协议相关法
案。这对约翰逊而言不啻是一种

“胜利”。
但随后举行的第二场投票给

约翰逊浇了一盆冷水。议员们以
322票反对、308票支持的结果否
决了政府提交的一项程序动议。
该动议要求议会在3天内完成对

“脱欧”协议法案的审议和最终表
决工作，以便在 10 月 31 日如期

“脱欧”。
在投票前的辩论中，多数议员

指出，3天时间完成立法程序的动
议太过仓促。最大反对党工党领袖
科尔宾呼吁约翰逊政府与反对党联
手制定更合理的立法时间表。

约翰逊在投票结果公布后表示

失望。他说，反对政府提出的立法
时间表就等于支持延迟“脱欧”，这
将给英国带来更多不确定性。约翰
逊宣布将暂停“脱欧”协议的立法进
程，等待欧盟下一步表态。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脱欧”立
法时间表被否决，但议会下院通过

“脱欧”协议相关法案成为约翰逊的
一项重要胜利。这是英国公投决
定“脱欧”以来，议会首次通过相关
法案。约翰逊的前任特雷莎·梅此
前三次提交“脱欧”协议，均遭议会
否决。

然而，由于立法日程被否，在距
“脱欧”期限只剩不到10天时间的
情况下，顺利完成对“脱欧”协议相
关立法表决的可能性不断减少，约
翰逊坚持的10月31日如期“脱欧”
目标恐无法实现。

英国议会下院19日通过一项
修正案，不仅推迟表决约翰逊与欧
盟此前达成的新“脱欧”协议，还迫
使约翰逊致信欧盟申请“脱欧”最终
期限再延3个月，即推后至明年1
月31日。如获欧盟认可，这将是英
国“脱欧”第三次延期。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22日
晚表示，为避免无协议“脱欧”，他将
建议欧盟其他27国接受英国延期

“脱欧”申请。为避免再次召集紧急
峰会，图斯克将以书面方式征求各
成员国意见。

此前一天，法国政府发言人曾
表示，法国认为英国如再次推迟

“脱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但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为避免

“无协议脱欧”导致不可预测的种
种乱象，欧盟大概率会再次勉强认
可延期“脱欧”，但欧盟愿意给英国
多长的延后期、延期是否附加条件
尚不明朗。

约翰逊在22日议会投票前一
度“威胁”，如果“脱欧”协议立法日
程遭否决，且欧盟同意英国延期“脱
欧”，他将撤回“脱欧”协议法案，并
要求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但从当天
的第一场投票结果看，“脱欧”新协
议的支持者在增加，英国议会博弈
形势正向着有利于约翰逊的方向演
变，如果延期获欧盟认可，在延长期
内达成“脱欧”将是约翰逊下一步的
首选。

（新华社伦敦10月22日电）

一喜一忧

10月22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在议会下院发言。 新华社/美联

英国警方在货车内
发现39具尸体

新华社伦敦10月23日电（记者张代蕾）英
国警方23日说，在英格兰东南部埃塞克斯郡一个
工业园区内的一辆集装箱货车里发现39具尸体。

埃塞克斯郡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当天
凌晨收到急救机构报警后赶往现场，发现货车中
有39人已死亡，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

警方表示将尽力查明所有死者身份，但未说
明货车内是否还有幸存者。

警方说，经初步调查，这辆货车来自保加利
亚，19日经由威尔士海港城市霍利黑德入境英
国。货车司机为男性，现年25岁，来自北爱尔兰，
目前已因涉嫌谋杀被拘留。

从叙利亚撤出的美军
未获在伊拉克部署许可

据新华社巴格达10月22日电（记者张淼）
伊拉克军方22日表示，从叙利亚东北部撤出的约
1000名美军士兵只能从伊拉克过境，他们并未获
得在伊拉克部署的许可。

根据伊拉克联合行动指挥部当天发表的声
明，从叙利亚撤出的美军已获准进入伊拉克库尔
德地区，但他们未获得在伊拉克境内部署的许可，
将被转移出伊拉克。

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19日表示，从叙利亚东
北部撤出的约1000名美军士兵将部署至伊拉克
西部地区，执行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等任务。

目前美国在伊拉克约有5200名驻军，主要任
务是协助训练伊拉克军队和担任军事顾问，同时
打击“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境内的残余武装。

马斯克称“星链”卫星
已能提供服务

据新华社华盛顿10月22日电 美国太空探
索技术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22日称，该公
司发射的“星链”卫星已能提供天基互联网服务。

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今年5月将首批60颗“星
链”卫星送入太空。马斯克计划在 2019 年至
2024年间在太空搭建由约1.2万颗卫星组成的

“星链”网络，建成后，这一卫星互联网项目将从太
空向地球提供高速互联网接入服务。

近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代表该公司向国
际电信联盟（国际电联）提交的文件显示，马斯克
还有更大的计划，他准备再增加3万颗互联网卫
星，使卫星总量达到约4.2万颗。

英国议会22日的两场“连环”表
决，让折腾了三年多的“脱欧”大戏
终于看到新的曙光。“脱欧”协议法
案以 329 票对 299 票通过关键的二
读投票，意味着该法案有望走完立
法程序成为法律，英国向“脱欧”目
标迈出一大步。

结果一出，英吉利海峡另一边
的众多欧盟外交官按捺不住喜悦，
纷纷发来“贺电”，短信上只有一个
单词：“终于！”

然而，议会的第二项表决随即否
决了政府“快速立法”时间表，浇灭了
政府三天内完成所有关联立法的希
望，也打破了首相约翰逊带领英国如
期“脱欧”的承诺。这意味着，英国可
能面临技术性“脱欧”延期。

几小时的议会“拉锯战”火药味
十足。约翰逊一度放狠话：如果议
会通不过“快速立法”就要取消立法
并推动提前选举。最终他还是把球
踢回了欧盟：暂停立法，请欧盟决定
是否同意英国的延期申请。于是
乎，高潮迭起、悲喜交加的一天后，
一切又回到了似曾相识的剧情：不
确定性。

最近一周，已经连播 1200 多天
的“脱欧”连续剧骤然切换成“悬疑
剧”模式，接连出现剧情反转、滑稽
闹剧、即兴表演等，让人眼花缭乱、
瞠目结舌，让不少研究预测机构“打
脸”，更让世界再次刷新对英国政治
的认知。“脱欧”过程的曲折漫长让
英国政治阶层名誉受损，也让人感
慨，为何曾经的“民主典范”，如今沦
为国际笑柄？

19 日，就在全球坐等英国议会
一个“同意”还是“拒绝”的干脆表态
时，一个“横空出世”的推迟表决修
正案，迫使首相向欧盟申请“脱欧”
延期。而约翰逊不仅拒绝在代表政
府立场的信件上签字，还另附签名
信表明心迹：我是被逼无奈才这样
做的，不要准许我们延期。一名英
国议员说，首相应该注明：我只有五
岁……一场本该严肃走心的“分手
情感剧”，就这样闹剧频出。

当下，尽管约翰逊失去议会多
数，却依然能够通过22日关键表决
的根本原因在于，他紧握“民意”这
张底牌。上任以来他屡屡放话10月
31日“死活都要脱”，宁肯背负藐视

法律骂名也不想延期……种种言
行，正是因为他看到民众对议会无
果争吵的厌烦，对“脱欧”久拖不决
的愤怒，希望尽早“了断”进入新阶
段的迫切心情。

回顾这三年多来的“脱欧”历
程，英国人心很累。不久前，天空新
闻新闻频道推出“零脱欧”频道，承
诺不用任何“脱欧”信息“骚扰”观
众。民众对“脱欧”话题的厌恶可见
一斑。

一个成熟的代议制民主国家，
在选择以“全民民主”的公投方式决
定“脱欧”之时，就开启了一场危险
的“政治豪赌”。当年保守党本想借
公投赢得选票，最终却被“民意”绑
架，丧失了对国家核心议题的主导
权和控制权，带领国家登上了一列
方向未知的列车。

距离“脱欧”最后期限还有一
周。威斯敏斯特宫里的争吵还在继
续，议会外的抗议示威也在继续。
尽管曙光已现，但“脱欧”大戏的终
局，依然飘荡在风里。

（据新华社北京10月 23日电
记者 韩梁）

聚焦“延期”

英国“脱欧”：折腾“终于”见曙光

新华国际时评

英国议会下院22日晚围绕“脱欧”举行两
场关键投票。第一场投票原则上通过了“脱
欧”协议相关法案，但第二场投票否决了首相
约翰逊为推动协议尽快通过而制定的立法时
间表。这意味着英国“脱欧”第三次延期的可
能性大增。

约翰逊随后表示，将暂停“脱欧”协议的立
法进程，等待欧盟表态。分析人士指出，如果欧
盟批准了延期“脱欧”的申请，从目前看，英国议
会角力的形势正向着有利于约翰逊的方向演
变，但也不排除议会再次陷入僵局。一旦如此，
约翰逊为打破议会现状，可能设法推动提前举
行大选。

新华社莫斯科10月22日电（记
者张骁）俄罗斯总统普京22日与到访
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索契举行长
达6个多小时的会谈，并就叙利亚北
部局势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双方承诺
维护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保
证土耳其国家安全；在叙境内坚决打
击恐怖主义并对抗煽动分裂的意图；
共同致力于难民安全自愿回归。

根据谅解备忘录，自本月23日
12时起，俄军事警察和叙边防人员
将进入土叙边界叙利亚一侧土耳其
开展“和平之泉”军事行动以外的区
域，以协助库尔德武装人员和装备
在150小时内撤至土叙边界以南30
公里外地区。之后，土俄军队将在

“和平之泉”行动区域东西侧 10公
里内不包括卡米什利的区域进行联
合巡逻。

普京在同埃尔多安会谈后举行的
联合记者会上说，经过长时间艰苦会
谈，双方做出了重要、甚至可称之为攸
关叙利亚命运的决定，这一决定将缓
和叙土边境紧张局势。

“在我们看来，必须尊重叙利亚主
权和领土完整，以实现其局势整体长
期稳定。”普京表示，双方在这方面已
达成共识。

普京指出，土耳其在叙利亚展

开军事行动期间，绝不可让被库尔
德武装所俘虏的“伊斯兰国”等极端
组织成员借机重获自由。普京还
说，一切非法外国军事存在都应撤
离叙利亚。

埃尔多安表示，土耳其在叙发动
“和平之泉”行动，旨在消除该地区“恐
怖主义”，土耳其不需要其他国家领
土。他强调，土俄两国不允许在叙境
内产生任何分裂势力。

埃尔多安说，土俄两国正在国防
领域采取重大步骤，S-400型防空导
弹系统交付工作正在进行，双方将继
续坚定展开双边合作。

本月9日，土耳其军队进入叙利
亚北部展开代号为“和平之泉”的军
事行动，打击被其视为恐怖组织的库
尔德武装。叙利亚政府对此予以谴
责，并表示将采取一切合法手段进行
抗击。

俄土索契会 各方算得失

俄土就叙利亚北部局势签署谅解备忘录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22
日在索契市会晤土耳其总统雷杰普·
塔伊普·埃尔多安，两人就叙利亚北
部局势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双方同意由俄叙安全部队协助
库尔德武装撤离叙利亚东北部边境
地带，后续由俄土军队在“安全区”联
合巡逻。

作为中东地缘政治博弈的最新
印证，这份备忘录获得埃尔多安高调
评价，获称“历史性协议”。

土耳其 谋最大实利

路透社报道，根据谅解备忘录，
库尔德武装应撤离地区合计超过美
土停火约定所规定面积的3倍，几乎
满足土方就拟议中“安全区”范围的
全部要求。

美国智库华盛顿研究所土耳其
事务专家索内尔·恰阿普塔伊认为，
对比与美方达成的停火约定，埃尔多
安在与俄方首脑会晤后得偿所愿。

恰阿普塔伊说：“埃尔多安与普

京在索契的会晤结果表明，埃尔多安
……利用美俄对立，为土耳其谋取了
最大利益。”

俄罗斯 争地缘角色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内森·
霍奇认为，俄方借助这份谅解备忘录
在中东地缘政治中扮演更重要的斡
旋角色。

首先，消解土方阻力，帮助俄方
支持的叙利亚军队进入先前由库尔
德武装控制的东北部地区，进一步压
缩美方在叙利亚的势力范围。

其次，依据备忘录，促成土方与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领导的政
府打交道。

再则，备忘录强调维护叙利亚主
权和领土完整，不涉及重新划分边
界，避免鼓励俄土各自国内的分离主
义势力。

美国 失语弃影响力

美国政府叙利亚问题特别代表

詹姆斯·杰弗里指认索契谅解备忘录
“漏洞百出”，质疑俄方协助库尔德武
装撤离的承诺。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俄土
备忘录没有点明、却事实上划定底
线，即美方就叙利亚局势走向已经没
有话语权，美方对叙利亚事务的影响
力由俄土取代。

叙利亚 军力难从心

俄土达成谅解备忘录后，叙利亚
总统巴沙尔与普京通电话，誓言维护
叙方领土完整。

路透社报道，备忘录划出库尔德
武装撤离区域，既允许叙军收复部分
区域，又让土军控制更多部分，令叙
方心态复杂。

当天早些时候，巴沙尔前往西
北部伊德利卜省视察军队，表达收
复边境控制权的决心，同时谴责土
方军队越境进入叙利亚，说“迟早赶
走侵略者”。

徐超（新华社专特稿）

10月22日，在俄罗斯索契，俄罗斯总统普京（右）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
多安出席联合记者会。

俄罗斯总统普京22日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索契举行长达6个
多小时的会谈，并就叙利亚北部局势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新华社/卫星社

印度成功试射两枚
“布拉莫斯”巡航导弹

新华社新德里10月23日电（记者胡晓明）印
度空军21日和22日通过移动平台成功试射两枚

“布拉莫斯”地对地超音速巡航导弹。
印度空军22日晚发表声明说，这两次试射是

例行作战训练的一部分，是在安达曼-尼科巴群
岛的特拉克岛进行的。

声明说，两枚导弹均击中约290公里外的指
定模拟目标，试射“增强了印度空军从移动平台精
确打击地面目标的能力”。

“布拉莫斯”是印度和俄罗斯联合研制的超音
速巡航导弹，有陆基、海基、潜舰和空中多种发射
方式。该型导弹目前已在印度陆军、海军和空军
使用。据资料显示，“布拉莫斯”导弹时速为2.8
至3马赫，射程可达290公里，能携带200至300
公斤常规弹头。

10月23日，在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突尼斯
当选总统凯斯·赛义德在国民代表大会宣誓就职。

突尼斯最高独立选举委员会10月14日宣布，
独立候选人凯斯·赛义德当选突尼斯新一任总统。

新华社/法新

突尼斯新总统宣誓就职

谷歌研究人员宣布
成功演示“量子霸权”

据新华社伦敦10月23日电（记者张家伟）量
子计算已被热议多年，但它究竟能带来哪些价
值？谷歌公司研究人员领衔的团队试图展示出
来。他们23日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论文说已成
功演示了“量子霸权”，让量子系统花费约200秒完
成传统超级计算机要1万年才能完成的任务。

“量子霸权”被用于描述量子计算机发展的关
键节点，指量子计算机能解决传统计算机在合理
时间范围内无法解决的复杂难题。

论文通讯作者、谷歌量子计算理论首席科学
家约翰·马丁尼斯在博客上说：“这项实验是为了
给团队提供一个方向来克服量子系统工程中固有
的许多技术挑战，从而制造出一台具有可编程能
力并且性能强大的计算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