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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居民因楼上太吵
获赔逾 10 万英镑

金正恩会见韩特使团有何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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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航颁布
“政治正确”用语手册

英国一名女性因不堪忍
受楼上住户吵闹，在向法庭提
起诉讼后获得超过 10 万英镑
赔偿。

这位女性名为萨尔维娜
兹·弗拉迪，自称和母亲在伦
敦肯辛顿一套价值 260 万英镑
(2282 万元人民币)的公寓里愉
快生活多年，但 2010 年楼上搬
来克拉米一家 5 口，彻底打破
了平静生活。弗拉迪告诉法
官，多年来，克拉米家的孩子
视公寓为游乐场，几乎所有时
间都乱跑、掉东西。她以噪音
危害之名起诉萨拉和艾哈迈
德·克拉米。主审法官裁决被
告赔偿弗拉迪 1 0 7 3 9 7 英镑
(94 . 2 万元人民币)，同时要求
克拉米一家和这处房产的所
有者为屋中木地板铺地毯。

据新华社

荷兰开展“无肉周”

以生态畜牧业闻名的荷
兰从本周一开始进入“无肉
周”。许多食品店周一开始不
再供应肉食，或者减少肉食的
供 应 。著 名 的 连 锁 小 吃 店
FEBO 还暂时改名 VEBO，以
显示素食之意。一些快餐店还
用蔬菜制成“肉”代替牛肉和
猪肉。很多荷兰大公司也积极
响应“无肉周”活动，包括飞利
浦、壳牌等，还有大型连锁超
市、阿姆斯特丹市政府以及各
地的学校等机构纷纷加入其
中。此外，网上发起的“吃素一
周”倡议，也有数万人响应。组
织者希望，通过该活动让民众
节制肉食，多食用素食。

据《环球时报》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公司
近日对员工日常用语进行了
严格规范，引发舆论热议。

据悉，该航空公司在最新
印制的员工手册中教导雇员，
尽量对涉及性别和性取向的
措辞进行“模糊处理”。根据该
公司的逻辑，“丈夫”和“妻子”
的称呼过分强调“异性恋”关
系，容易对同性恋人群构成冒
犯；而“爸爸”和“妈妈”的称呼
也会让同性和单亲家庭“感到
不舒服”。公司建议，这些称呼
应由“伴侣”“配偶”和“双亲”
等词汇替代，以凸显公司“兼
容并包”的精神。

此外，该公司还要求员工
“正视澳洲历史”，将欧洲祖先
在澳洲“定居”的说法改成“殖
民”“入侵”和“占领”。该公司
认为，“定居”这种修辞是“英
国人眼中的澳大利亚历史”，
修改后的措辞才是澳大利亚

“正史”。媒体称，这部分新规
显然考虑到了澳洲的原住民
问题。 据《环球时报》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5 日
会见韩国特使代表团。这是金正恩
首次与韩国官员对话。以下七个细
节有助于读者观察这一事件。

3 个多小时后便会见

据报道，文在寅总统特使、
青瓦台国家安保室长郑义溶一
行 5 日下午 2 时 50 分抵达平壤
顺安机场，50 分钟后在下榻处见
到早前访问韩国的朝鲜劳动党
中央委员会副委员会长、统一战
线部长金英哲。双方 15 分钟内确
定会见和晚宴具体时间。

当晚 6 时，会见和晚宴开始。
此时距离特使团抵达不过 3 个多
小时。报道说，这与朝方以往做法
完全不同；朝方过去迎接到访的
韩国政府或民间人士时，曾故意
让韩方百般等待，造成心理紧张
情绪，试图在心理上压倒韩方。而
这一次，按照一名青瓦台官员的
说法，一切活动按计划执行。

会见晚宴超过 4 小时

青瓦台发言人说，会见和晚
宴持续 4 小时 12 分钟。韩国联合

通讯社援引一名青瓦台消息人
士的话报道，双方想谈的事情比
较多，作了足够的沟通。

朝方参加会见的包括金正
恩、金英哲和更早前以特使身份
访韩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第一副部长、金正恩胞妹金与
正。韩方包括郑义溶以及国家情
报院院长徐薰等特使团其余 4
名高级官员。

文在寅回信金正恩

郑义溶在会见中向金正恩
转交文在寅的一封亲笔信。信件
内容暂不得知。

这封信是文在寅给金正恩
的回信。2 月 10 日，文在寅在青
瓦台会见赴韩出席平昌冬奥会
开幕式的朝鲜高级代表团。作为
金正恩特使，金与正向文在寅转
交金正恩关于改善朝韩关系的
亲笔信，转达金正恩对文在寅访
朝的口头邀请。

达成共识和协议

朝中社报道，金正恩与韩方
特使团就积极改善北南关系、保

障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等一系
列议题“开诚布公”地交谈。

报道说，金正恩从韩方听取
文在寅关于首脑会晤的“意志”，
与韩方交换意见，达成“满意”的
共识。金正恩指示有关部门尽快
采取相关的实际措施。

金正恩与特使团还就缓和朝
鲜半岛尖锐军事紧张状态、积极
促进北南之间多方面对话和接
触、合作与交流“深入交换意见”。
一名青瓦台高级官员表示，会见
结果“不令人失望”，双方达成了

“一些协议”。据韩联社了解，这些
协议涉及韩朝首脑会晤。

会见地点不同以往

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总部
金达莱馆会见并设宴款待韩国
特使团。这是韩方人士首次到访
朝鲜劳动党总部。以往韩国高官
访朝，如已故时任总统金大中
2000 年、卢武铉 2007 年访朝，会
谈、会晤地点主要是平壤百花园
国宾馆、万寿台议事堂。

韩国统一部一名高级官员 6
日说，郑义溶启程赴朝前表示，

特使团访朝是回访，朝方接待方
式与朝方特使、冬奥高官团访韩
时会有相似之处。韩联社解读，
文在寅青瓦台举行午宴招待朝
方代表，金正恩因而在劳动党总
部与韩方特使团共进晚餐。

特使团下榻新地方

韩国特使团在朝鲜逗留一
晚，下榻平壤高坊山招待所。那
里对韩方而言是“陌生的地方”。

朝鲜通常在百花园国宾馆
招待来访贵宾。金大中、卢武铉
和已故韩国现代集团名誉会长
郑周永访朝时均下榻百花园。

朝方未提弃核和美国

郑义溶访朝前说，会向朝方
明确转达文在寅关于实现朝鲜
半岛无核化和永久和平的坚定
意志。一名青瓦台高官 6 日告诉
媒体记者，特使团与金正恩在会
见中“应该”讨论了无核化议题。

不过，朝中社 6 日关于金正
恩会见韩国特使团的报道没有
提及无核化议题和韩方期待促
成的朝美对话。 据新华社

购物似乎是人们外出旅行
时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跨国市
场调查机构地平线消费科学公
司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不同地方
的人消费习惯不同。

英国人不在乎商品是不是
名牌或当地特产，而更在乎价
格。旅行中，他们不会为购物耗
费太多时间，更倾向于“顺便购
物”。与英国人有着同样消费偏
好的有瑞典人、荷兰人、巴西人、
丹麦人、马来西亚人、新西兰人。

美国人、日本人、德国人、比
利时人更喜欢“探索文化”，同时
信奉“通过交易了解当地文化”，
因而倾向于购买象征旅行目的
地的商品。

俄罗斯人和意大利人属于
“实践派”，外出旅行时购物习惯
与在家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会
对自己感兴趣的商品仔细研究，
寻找自己熟悉的品牌，既包括名
牌，也包括日用品品牌和体育用
品品牌。

加拿大人和沙特阿拉伯人
属于“目的地购物者”，关注在旅
行目的地享有一定声誉的产品。

西班牙人、瑞士人和波兰人
属于“纪念品派”，旅行中会购买
具有纪念意义的产品。“它必须不
同于他们在家就能买到的物品，
但不必非得带有旅行目的地色
彩，”地平线消费科学公司在报告
中说，“（他们看中）购物行为本身
成为回忆的重要组成部分。”

印度人、南非人、墨西哥人、
埃及人和乌克兰人属于“名牌购
物派”。

另有一类人属于“机会购物
派”，包括法国人、土耳其人和泰
国人。“他们喜欢购物，会特意在
行程中加上购物这项内容，”报
告说，“他们喜欢大品牌，喜欢最
新款、赶时髦，购物时会受同行
者的影响……因为他们不希望
回家时带有遗憾。” 据新华网

各国旅行者
消费习惯大不同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手下工
作时间最长、最受信任的员工之
一、白宫通讯联络办公室主任霍
普·希克斯近日已宣布辞职。

年仅 29 岁的希克斯在特朗
普参选总统前，就是特朗普团队
一员，迄今已为他工作 3 年。有
报道称，希克斯是特朗普的“左
膀右臂”，特朗普把她当女儿一
样看待。与其他白宫高层相比，
希克斯总是小心翼翼，避免卷入
传闻。然而，在辞职前一天，她前
往国会就俄罗斯涉嫌干预美国
2016 年大选作证，承认在特朗普
政府工作期间有时需要说“善意
的谎言”，但她否认在“通俄门”
的任何事情上撒谎。此外，她在
前段时间卷入了前白宫秘书波
特的“绯闻”。

一名消息人士说，希克斯在
卷入“绯闻”时就考虑辞职。她对
媒体报道“深感震惊”，她感到身
心俱疲。还有报道称，她辞职的
部分原因是不喜欢华盛顿，也不
愿假装喜欢华盛顿。

据“政客”新闻网报道，希克
斯的朋友表示，她辞职的原因是

为特朗普工作多年的累积效应，
包括“通俄门”调查、波特的“绯
闻”、总统的随心所欲。难怪《华
盛顿邮报》报道称，特朗普在过
去 48 小时里显得焦虑不安。

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特朗
普执掌的白宫离职率之高异乎
寻常，这些离职事件在白宫组织
结构上留下多个漏洞。目前，特
朗普身边的“自己人”所剩无几，
包括女儿伊万卡、女婿库什纳，
以及“第一夫人”梅拉尼娅等。与

特朗普政府关系密切的多位人
士透露，白宫一直在努力招募顶
级人才，但一些合格候选人表示
不愿加入白宫西翼团队。

对于希克斯的辞职，“政客”
给出的新闻标题是“华盛顿最孤
独的人变得更孤独了”。莱斯大
学历史学家道格拉斯·布林克利
认为，特朗普是一名孤独的总
统，“坏消息扑面而来，他（特朗
普）在角落里，无法轻易走出”。

据《解放日报》

痛失女心腹，特朗普更加孤独

霍霍普普··希希克克斯斯

目前，英国与欧盟“脱欧”第
一阶段谈判已结束。第二阶段议
题聚焦“后脱欧时代”英欧经贸
关系。

英国首相特雷莎·梅近日在
伦敦金融城发表演讲，提出了英
国在后续“脱欧”谈判中的五个
指导原则，即协议必须代表“脱
欧”公投结果、必须持久、必须保
护人们的工作机会和安全、必须
与英国成为现代开放国家的愿
景一致、必须强化英国作为联合
王国的团结统一。

分析人士指出，若英国政府
仍坚持此前有关退出欧盟关税
同盟与欧洲共同市场的“硬脱

欧”承诺，梅提出的贸易协议愿
景能否实现将被打上大大的问
号。欧盟委员会英国“脱欧”谈判
首席代表米歇尔·巴尼耶 2 月初
曾警告，英国如果离开欧盟关税
同盟和单一市场，将面临“不可
避免”的贸易壁垒。

第二阶段“脱欧”谈判中，另
一难点是北爱尔兰与爱尔兰边
界安排问题。爱尔兰是欧盟国
家，接壤英国领土北爱尔兰。目
前英国北爱地区与爱尔兰之间
人员与货物均可自由流动。而一
旦英国正式“脱欧”，英国与爱尔
兰的边界将变为欧盟与非欧盟
国家的边界。

英国内部关于“如何脱欧”
及“要不要脱欧”的讨论从未停
止，各种分歧也让英国政府在

“脱欧”问题上内外交困。
在英国是否应退出欧盟关

税同盟问题上，英国政界及舆论
意见不一。支持退出者认为，留
在欧盟关税同盟意味着英国无
法独立确定与第三国的关税，无
法进行自由贸易谈判；反对退出
者认为，退出欧盟关税同盟将为
英国与欧洲贸易增加壁垒，冲击
英国经济。除了热议如何“脱欧”
外，英国国内呼吁不要“脱欧”声
音也不断。

据《新京报》

内外阻力巨大 英国“脱欧”再临挑战


	1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