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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禁止小学教英语“冬奥外交”难成朝韩关系拐点
韩国和朝鲜9日晚在板门店

结束高级别会谈，双方发布共同
声明，就朝方参加平昌冬奥会、双
方举行军事部门会谈等事项达成
一致。双方强调，将举行各领域会
谈，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朝韩代表时隔两年再握手

这是2015年12月韩朝副部长
级会谈之后双方首次举行政府
间会谈。韩朝均派出5人组成的
代表团参加会谈。韩方代表团团
长为统一部长官赵明均，朝方代
表团团长为朝鲜祖国和平统一
委员会委员长李善权。

当天，韩方代表团当地时间
7时30分许从位于首尔的韩国统
一部下属南北会谈本部出发，约
1小时后经统一大桥前往板门
店。朝方代表团当地时间9时30
分左右跨过朝韩军事分界线，步
行抵达会谈地点。双方会谈代表
握手之后，李善权说，在寒冷冬
日，朝韩关系也处于冻结状态，
但企盼北南关系改善的民心如
同冰面下的流水未曾断过。希望
此次高级别会谈顺利进行，用珍
贵的会谈结果为关注会谈的全
民族献上新年第一份礼物。

朝鲜确定参加平昌冬奥

根据双方发布的共同声明，
朝方将派遣高级别代表团和民
族奥林匹克委员会代表团参加
平昌冬奥会。此外，朝方还将派

遣运动员团、拉拉队、艺术团、记
者团等团体访韩；韩方对此提供
必要的便利。双方还决定举行会
谈，商讨有关朝方派遣先遣队提
前踩点和参加平昌冬奥会等相
关问题，日程将在此后以文件交
换形式进行商讨。

韩国统一部9日说，韩国和
朝鲜当天决定，自首尔当地时间
10日8时起重启在朝鲜半岛西部
海域地区（黄海）韩朝军事通信
线路。韩国统一部还透露，在会
谈上，朝方向韩方说明了已修复
黄海军事通信线路的情况，韩方
下午确认这条通信线路已连接。
目前，南北军事部门可通过黄海
军事通信线路进行通话。

韩朝还就缓解当前军事紧

张局势达成一致，并决定举行韩
朝军事部门会谈。双方表示，韩
朝将共同努力，缓解军事紧张，
构建朝鲜半岛和平环境。双方表
示，将促进韩朝多个领域的接触
和往来、交流与合作，寻求民族
和解与团结。双方作为朝鲜半岛
问题的当事方，通过对话和协商
解决问题。

朝韩融冰迈出第一步

平昌冬奥会之于双方的意
义，恐怕都超越了体育层面。像
韩国代表团中，包括统一部长官
赵明均、统一部次官千海成等。
这本就挺玄妙：相比于此前朝韩
间的尖锐对立，尤其是韩国历史
性地关闭了开城工业园后，这次

甫一恢复对话就是部长级，说明
双方都有些信心。如果南北顺利
实现对话，平昌冬奥会自然也有
了“南北关系又一次转折点”的
意义承载；如果南北对话能继续
下去，那平昌冬奥会或可载入世
界外交史册。从目前来看，这种
可能性是存在的——— 通过平昌
冬奥会实现外交突破，算是南北
双方共同的想法，而且双方配合
也很默契。

但这份默契会否局限于冬
奥会本身？答案是“有可能”。因
为要真的实现外交突破，还需要
南北在某些基本且重大问题上
有共同诉求。

当下，韩方是想通过和平
谈判进而实现无核化的目的，
而朝鲜则是通过冬奥会平台规
避朝核，而达到实现拥核国家
地位的目标。双方都知道现在
在核问题上已无法去磋商，所
以转而通过奥运会之类的社会
事务不断迂回。

分析人士指出，朝韩新年伊
始互动频繁，此次高级别会谈更
是表现出双方的充分诚意和急
迫心情。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此
次会谈标志着朝韩关系开始走
出“冷冻期”，但也不应指望通过
一次对话就取得重大成果。半岛
局势能否真正走向缓和，还需要
密切关注朝韩后续互动情况，以
及美国等方面的态度。

综合新华社、《新京报》

虽然此次会谈标志着朝韩关系开始走出“冷冻期”，但也不应
指望通过一次对话就取得重大成果。半岛局势能否真正走向缓和，
还需要密切关注朝韩后续互动情况，以及美国等方面的态度。

赵明均(左)和李善权（右）握手。新华社发

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
德·容克近日说，为填补英国“脱
欧”后的财政窟窿，各成员国应
在2020年后向欧盟预算缴纳更
多资金。

“一杯咖啡钱”

欧盟成员国目前向欧盟预
算缴纳约占国民总收入（GNI）
1%的资金。2014-2020年度欧盟平

均每年预算约为1400亿欧元（约
合1 . 09万亿元人民币）。

容克建议，将资金缴纳上限
微调至1 . 1%，以弥补英国“脱欧”
后的财政缺口，并满足欧盟在防
务、移民和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
日益增长的经费支出需要。

容克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一
场新闻发布会上说，“如果我们想
为推行欧洲政策提供充足资金，
很明显”需要比1%更多，“这只是
欧洲纳税人每天一杯咖啡的钱。
欧洲价值大于每天一杯咖啡”。

按法新社说法，英国将在
2019年3月正式脱离欧盟，但已同
意在现行的7年欧盟预算2020年
底到期前，继续缴纳资金。

欧盟委员会负责预算的委

员、德国联盟党成员京特·厄廷格
在同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英国
离开后，将留下120亿至130亿欧元

（约合933亿至1011亿元人民币）的
财政缺口。因此他支持容克的呼
吁，欧盟成员国应缴纳更多资金。

“脱欧”不会变

容克还回应了外界对英国可
能重新考虑“脱欧”决定、甚至举
行二次公投的猜测，坚称“‘脱欧’
会发生”。容克说，欧盟现在推定
英国将在2019年3月30日前离开，
因此“届时我们必须找到弥补数
以十亿计欧元丧失的方法”。

法新社报道，欧盟委员会今
年5月将出台2021-2027年度欧盟
预算的详细方案，预算须经欧洲

议会和欧盟理事会讨论，且欧盟
理事会成员一致批准方能通过。

另据路透社报道，英国“脱
欧”留下的窟窿已引发欧盟内部
争吵。西欧较富裕国家不愿填补
窟窿，东欧较贫困国家则不愿因
此接受补贴削减。

容克和厄廷格在新闻发布
会上明确，欧盟委员会不支持大
幅削减旨在消除东欧地区贫富
差距的资金支持，在农业补贴问
题上也不会大刀阔斧改革。

厄廷格说，新的财政收入来
源可能包括碳排放交易系统

（ETS），以及向污染性塑料生产
征收特别税等。

欧元集团主席、葡萄牙财政
部长马里奥·森特诺提出，企业
税、增值税、能源税和交通税都
可能是欧盟资金的新来源。

据新华社

填英国“脱欧”窟窿 欧盟要涨会费

巴以和谈更难了
近日，以色列议会通过一

项法律修正案，以色列政府未
来要放弃耶路撒冷任何一片土
地，都必须获得议会中超过2/3
议员支持。这将过去议会中半
数以上支持的门槛，提高到议
会全部120名议员的80人以上。
这意味着，以色列强化了对耶
路撒冷的控制。

这对于本已艰难的巴以和
平进程来说，无疑又是一次重
击。以色列越发强硬的态度与美
国近来的表态不无关系。

2017年12月，美国总统特朗
普扔下了一枚“重磅炸弹”：宣布
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虽然此
举遭遇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
反对与谴责，美国依然我行我
素。新年刚过，特朗普又发推文，
指责巴勒斯坦不与以色列开展

和平谈判，并威胁要停止对巴勒
斯坦援助。

对于特朗普而言，这是在
兑现竞选时的承诺，也是对国
内利益集团的安抚。对于以色
列而言，尤其是对于以色列内
部右翼势力而言，这是大好机
会。强化对耶路撒冷的控制，实
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样的事
情何乐而不为？

1947年11月29日，联合国通
过第181号决议，决定在巴勒斯
坦地区建立犹太人和阿拉伯人

两个国家。1948年5月14日，以色
列建国。之后，这片曾经孕育了
古老文明的土地就见证了一次
次的战争、和谈、调解。

如今，“两国方案”被国际社
会绝大部分国家认可为解决巴
以问题的唯一可行性方案。其
中，圣城耶路撒冷的地位一直是
最敏感的问题之一。

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东耶
路撒冷后，单方面宣称整个耶
路撒冷是其“永久、不可分割的
首都”，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一个

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
坦国。

如今，“两国方案”遭遇了来
自美国的当头一击。巴勒斯坦拒
绝再接受美国作为调解人，因为
其立场“不公正”。连美国媒体都
在质疑，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
特朗普政府将如何推进巴以和
平进程？

过去一段时间，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在动荡中悄然崛起，
掀起了一番腥风血雨，巴以僵局
暂时淡出人们视野。如今，“伊斯
兰国”大势已去，中东新一轮博
弈拉开帷幕。就在此时，巴以问
题再次牵动人们神经。普遍共识
依然是，巴以问题是中东地区
的根源性问题，牵动着中东地
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近日，伊朗高等教育委员
会主管迈赫迪·纳维德-阿扎姆
表示在公立和非公立小学的正
式课程中开设英语课违反法律
和规章。政府可能还会禁止开
设属于非正式课程的英语班。
伊朗一般自初中起开设英语
课，那一阶段的学生年龄12岁
至14岁。不过，一些小学开设英
语课；部分儿童会在课余参加
私立语言机构的英语课。一些
家庭条件较优越的孩子从幼儿
园起直到高中阶段，会在非公
立学校学英语。伊朗最高领袖
大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此
前抨击从幼儿园开始教英语的
现象，他表示（过早教外语）有
助于外国文化在孩童、青少年
以及青年人中间传播。

据新华社

英拉合照网络疯传
泰国警方忙回应

特朗普再向墨西哥
讨要修墙费

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当
天同共和党领袖开会商议2018
年中期选举问题时再次称，墨
西哥将以某种形式为美墨边界
的隔离墙埋单。此前一天，特朗
普政府曾要求国会在未来1 0
年拨款180亿美元（约合1168亿
元人民币）用于对407英里现
有墙体的修缮以及新增316英
里隔离墙的修建。特朗普当时
还表示要把80万“童年抵美者
暂缓遣返”（追梦人）计划下移
民的合法身份问题纳入隔离
墙修建计划中。英国《卫报》
称，除修建隔离墙和“追梦人”
问题外，特朗普还在寻求改变
美国合法移民制度，包括缩减
以亲属团聚为目的的移民数
量，增加高技术移民数量，并
废除以种族多样性为目的的移
民抽签制度等。

据《环球时报》

一张疑似泰国前总理英拉
与一名泰国女游客在英国伦敦
的合照近日从社交网站流出。
这张疑似英拉最新照片由英国
记者安德鲁·麦格雷戈·马歇尔
上传至其社交媒体主页。图片
说明称，英拉在伦敦被泰国游
客认出并共同留影。照片中，英
拉面带笑容，神态轻松，与一名
女游客近距离合影，女游客的
脸被打上马赛克。

泰国外长敦·巴穆威奈9日
向媒体证实，此前不知去向的
前总理英拉目前在英国。敦·巴
穆威奈说，英国方面去年9月已
向泰方证实英拉在英国。泰国
政府已吊销了英拉的4本护照，
目前尚不清楚英拉以何种身份
进入英国。他还说，有关是否将
英拉引渡回国一事，泰方需做

“周全考虑”。 综合新华社

被国际社会绝大部分国家认可为解决巴以问题的唯一可行
性方案的“两国方案”，遭遇了来自美国的当头一击。巴勒斯坦拒
绝再接受美国作为调解人，因为其立场“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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