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表性存疑的公投
2016 年 6 月，英国举行

历史性的“脱欧” 公投，“脱
欧” 和“留欧” 分别获得
51.89% 和 48.11% 的 支 持
率。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
一令英国走上“脱欧” 道路
的公投结果不仅不能代表民
意，反而撕裂了民意。

英国学者、 资深媒体评
论员马丁·雅克指出，“脱
欧”公投结果虽然是赞成“脱
欧”的人略占多数，但不容忽
视的是， 不赞成的人也接近
一半。 这不是一个“压倒性”
胜出的结果， 而是近半数民
众意见被否认的困境。

英国共产党国际书记约
翰·福斯特更是直言不讳地
指出，“脱欧” 公投让英国

48.11%的选民意愿被其余
51.89%所“绑架”。

此外，英国舆论认为，公
投中之所以“脱欧” 意见胜
出， 原因在于 45 岁以上人
群的投票率大大高于 45 岁
以下人群， 而前者多数支持

“脱欧”， 后者多数支持“留
欧”。

根据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2017 年底发表的一项研究
成果，受访的 350 多位英国
青年普遍认为，在“脱欧”公
投中， 年轻人未能充分表达
意见。

失灵的反对党机制
有着 700 多年历史的

英国议会被称为“议会之
母”，这一直让英国人引以为
傲。 2017 年初，英国议会经

司法裁决掌握“脱欧”主导权
时，民众对其充满期待。但如
今， 民众已对议会无休止的
“脱欧” 辩论和投票失去耐
心。

英国首相约翰逊反复宣
称， 即使没有与欧盟达成协
议也要在 10 月 31 日前带
领英国“脱欧”，但随着这一
期限的临近， 反对派在议会
对约翰逊的强行“脱欧”计划
发起了猛烈阻击。 自本月 3
日英国议会结束夏季休会以
来，反对派发起阻止“无协议
脱欧” 的法案一周内获议会
两院批准。 约翰逊为打破议
会阻击而发起的两次提前大
选动议均被否决。

就“脱欧”一事，英国政
府认为，如期“脱欧”，尽早结
束“脱欧”苦旅，符合国家利
益和人民意愿； 而在反对派
看来，草率“脱欧”将引发经
济动荡， 不利于英国今后的
发展。 均宣称自己是为了国
家利益的各派议员在议会相
互拆台、打口水仗，府院分歧
始终无法弥合。

按照英国民主制度的设
计， 反对党的职能是监督执
政党及政府的行为， 一旦其
出现重大失误， 随时准备上
台执政。分析人士认为，这种
监督本应在约束执政党的同
时推动政府提高效率， 但这
一机制在“脱欧”过程中完全
失灵。

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
欧洲政治研究室主任李靖
认为，在当下的英国政界，上
台执政已成为压倒一切的目

的， 政党利益甚至个人利益
被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脱
欧”已演变成党派之争、个人
恩怨之争、权谋之争。已经没
有人将国家利益放在首位，
没有人承担责任。

脱离民众的代议制民主
应约翰逊请求， 英国议

会 10 日起再次休会，为“脱
欧” 前景增添了更多不确定
性。 担任议会下院议长 10
年的约翰·伯科 9 日宣布最
晚将于 10 月底辞职。 作为
中立仲裁者， 议长通常不做
政治评论， 但伯科在发表辞
职声明时说:“我们正在冒险
贬低这个议会。 ”

分析人士指出， 西方民
主制度宣称服务于人民，本
应为人民解决问题。 然而受
困于“脱欧” 引发的党派之
争、府院之争，英国政府无法
推进其他国内议程， 造成经
济濒临衰退，商业信心重挫，
民众怨声载道。

李靖 说， 代议制民主
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精英民
主， 但这种精英民主越来越
脱离民众， 越来越无法解决
民众面临的实际问题， 导致
民众对精英政治越来越失
望。

福斯特指出， 西方民
主制度听起来不错 ， 但实
际 代 表 的 是 资 产 阶 级 利
益， 制度内的政党代表的
是统治阶级的不同派别，
他们寻求掌控民意， 提供
民主的“假象”。

/ 新华社

芬兰一家调查公司 9 日
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表明，大
多数芬兰人反对政府提出的

“全民基本收入”方案，认为社
会福利应提供给有需要的人。

这项由芬兰商业与政策
论坛 EVA 委托市场调查公
司所做的民调显示， 约 60%
的被调查者反对“全民基本收
入”方案，只有 27%的被调查
者认为芬兰应该面向全国所
有人实施这一方案。

该民意调查是在 2018

年 9 月底至 10 月初进行
的， 共计 2007 名年龄在 18
至 70 岁之间的芬兰人接受
调查并回答了问卷提出的问
题。 对“全民基本收入”方案
持反对意见者表示， 发放社
会保障应基于一定理由，如
失业、低收入、身患病残或学
习需要等， 而不应毫无理由
地向所有人提供。

同时，55%的被调查者建
议，芬兰应更新其社会保障体
系以适应当代需求，尽可能多

地合并名目繁多的补助类别。
他们还呼吁，相关政府部门应
向领取福利者提供更多指导
和建议。

芬兰社会保险局 2015年
提出一项“基本收入”方案，目
的是简化社会保障系统，防止
失业者因害怕失去失业补助
而不愿求职。 根据芬兰社保局
的设想，“基本收入”将不附带
条件地提供给所有公民，因而
也被称为“全民基本收入”。

2017 年初，芬兰启动了

为期两年的“全民基本收
入”试验。 芬兰社保局随机
抽取了 2000 名年龄在 25
至 58 岁之间的失业者作为
试验目标，受试者每月可领
取 560 欧元“基本收入”，同
时取消其所享受的各类失
业补助。 今年 2 月，试验的
评估结果显示，在第一年试
验结束时，受试者的健康状
况及幸福感得到提升，但就
业状况并未得到改善。

/新华社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相关
国家批准《全面禁止核试
验条约》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9 日呼吁
有关国家尽快签署和批准《全面禁止
核试验条约》。

古特雷斯当天在联合国大会“纪
念禁止核试验国际日” 的高级别会议
上发言说，人类在过去 70 年共进行了
2000 多次核试验，破坏了世界各地的
自然环境， 对当地居民造成了可怕后
果。

他表示，尽管《全面禁止核试验条
约》 是得到最广泛支持的多边条约之
一， 但是因为一些拥有核技术能力的
国家仍未签署或批准， 这一条约至今
未正式生效。

古特雷斯说， 在 21 世纪的今天，
核试验是不可接受的。 而阻止《全面禁
止核试验条约》 生效同样也是不可接
受的。

《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1996 年在
联合国大会获得通过， 并于当年 9 月
24日开放签署。 中国是最早签署该条
约的国家之一。 /新华社

微软总裁：

美政府对待华为不公正

美国微软公司总裁兼首席法务官
布拉德·史密斯日前对美国媒体说，美
国政府对待华为的方式是不公正的，微
软已要求美国监管机构对其行为作出
解释。

史密斯 8 日接受美国《彭博商业周
刊》采访时说，美国政府并未充分证明
对这家中国公司采取的行动是合理的。
美国政府在没有“坚实的事实、逻辑和
法治”的情况下，不应该采取这些行动。

史密斯说，微软已经要求美国政府
对其行为作出解释，以便让其他公司自
己作出决断，他说“这才是这个国家运
行的方式”。

史密斯以酒店业为例说，告诉一家
科技公司可以销售产品但不能购买操
作系统或芯片，就好比让一家酒店公司
开门营业， 却不准其在客房内放床，或
者不能在其餐厅里提供食物一样。

“如果你不能把你的技术带到全球，
你就不能成为一个全球技术领导者。 ”
史密斯说。“管理全球化技术的唯一方
法，是让各国政府真正相互合作。 ” 5
月以来， 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及其超过
100家附属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史密斯
担心，更广泛、更严格的限制可能很快
到来。美国商务部正在考虑对新兴技术
设置新的出口限制，包括人工智能和量
子计算等，这些都是微软公司着力投资
的领域。

路透社 8月末援引知情人士消息说，
美国商务部已收到 130多份申请， 要求
获得许可向华为供货， 其中包括谷歌、高
通、英特尔等科技公司。但迄今为止，尚没
有公司获得美商务部许可。 /新华社

英国议会下院 10 日凌晨
再次否决了首相约翰逊提出的
在 10 月 15 日提前举行大选
的动议。 议会随后正式开始为
期五周的休会。

经过激烈的辩论后， 大多
数反对党议员投下反对票或
者弃权， 最终投票结果为 293
票支持、46 票反对。 由于未达
到规定所需的、全部 650 名议
员中三分之二以上票数的支

持， 约翰逊提前大选的动议再
次被否决。

约翰逊曾在 4 日晚英国议
会下院通过旨在阻止“无协议
脱欧”的法案后提出动议要求
提前举行大选，但未获通过。

约翰逊在 10 日凌晨投票
结果出炉后说， 政府将在议会
休会期间继续努力与欧盟谈
判达成协议， 同时也做好“无
协议脱欧”的准备。 他强硬地

表示， 自己绝对不会要求欧盟
再次推迟英国“脱欧”。

反对党工党领袖科尔宾表
示工党不会步入“首相设下的
陷阱”， 称约翰逊让议会休会
“只是为了避免议会质疑他的
作为”。 他表示工党希望举行
大选， 但不希望冒着“无协议
脱欧”对英国带来灾难的风险
举行大选。

8 月底，约翰逊提出议会

休会请求， 得到女王伊丽莎
白二世批准。 由此，英国议会
在 9 月 9 日至 12 日期间择
日开始休会，并计划于 10 月
14 日女王在议会发表讲话后
恢复运行。 舆论批评约翰逊
此举挤压议会议事时间 ，为
议员阻止政府“无协议脱欧”
设置障碍。

约翰逊带领英国 10 月 31
日如期“脱欧” 的计划这两周

内接连遇挫。 反对党发起阻止
“无协议脱欧” 的法案一周内
获议会两院批准，9 月 9 日下
午获得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签署
成为法律后生效。 该法案要求
约翰逊致信欧盟， 申请把“脱
欧” 期限推迟 3 个月至明年 1
月 31 日，除非英国议会 10 月
19 日以前批准一份“脱欧”协
议或同意“无协议脱欧”。

/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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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调显示
多数人反对芬兰“全民基本收入”方案

英式民主在“脱欧”迷局中乱了方寸

英国议会再次否决首相提前大选动议

英国议会下院 10 日凌晨再次否决首相约翰逊提出的在 10 月 15 日提前举行大选的动议，令欲强行使英国在 10 月 31 日期限前“脱欧”的
约翰逊再遭打击，英国“脱欧”前景更加迷茫。

自 2016 年 6 月的全民公投至今，英国“脱欧”已历时 3 年多。 现如今，如何“脱欧”仍是个问号，英国社会对“脱欧”合法性的质疑日益高
涨，不少民众开始反思一度引以为豪的英式民主制度，甚至呼吁英国应考虑民主重建。

9月 9日，在英国伦敦，人们在议会大厦外抗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