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消息 英国首
相约翰逊8月28日宣布延
迟议会复会，日期拖后至
10月14日，即距离英国脱
离欧盟期限两周。枢密院
随后发布声明，说英国女
王伊丽莎白二世已经批准
这一计划。约翰逊的举动
激怒反对“无协议脱欧”的
议员。

被指“违宪”

英国议会下院议长约
翰·伯科指认政府这一举
动“违反宪法”，说没有接
到政府通知。“显而易见，
休会目的是阻止议会辩论

‘脱欧’和为国家制定方向
行使职责，”伯科说，“关闭
议会违反程序”。

英国议会9月3日结束
夏季休会。按传统，议会9
月14日再次休会，直至10
月2日，缘由是三大主要政
党那段时间各自举行年度
会议，而约翰逊希望议会
推迟12天复会。

反对“无协议脱欧”阵

营的议员指认约翰逊向议
会“宣战”。反对党工党副
党魁汤姆·沃森说：“这一
举动完全是公然冒犯……
令人震惊。我们不能坐视
不理。”工党财政事务发言
人约翰·麦克唐奈把这一
做法比作“政变”。

英国6个反对党的领
导人27日宣布，将以立法
方式迫使约翰逊再度申请
推迟脱欧日期，阻止10月
底可能发生的“无协议脱
欧”。

法新社报道，约翰逊
有意挤压反对“无协议脱
欧”阵营的时间，让他们无
力阻止英国10月31日如期

“脱欧”。

辩称“新生”

约翰逊预期10月17~18
日最后一次出席欧盟峰
会。无论能否与欧盟达成
协议，这次峰会可能就英
国“脱欧”做出最终决定。

约翰逊说：“这次关键
的峰会将为双方留出充足

准备时间，为议员们留出
充足时间辩论欧盟、‘脱
欧’和其他所有议题。”

他说，如果说让议会
延迟复会是为防止议员们
阻碍他的“脱欧”计划，那

“完全错误”。按他的说法，
这么做是“为国家‘脱欧’
后的新生，提出一项新的、
大胆而有雄心的立法程
序”。

英国2016年就“脱欧”
举行公民投票，52%的投票
者支持“脱欧”，震动英国
朝野。约翰逊7月就任首相
后坚持，无论能否与欧盟
达成协议，英国必须在推
迟两次后的最后期限完成

“脱欧”。
英国议会下院已经3

次否决前任首相特雷莎·
梅所领导政府与欧盟达
成的“脱欧”方案。欧盟委
员会28日告知英国政府，
如果“脱欧”协议有任何
更改，须尽快提交。不过，
这一欧盟执行机构拒绝
回应约翰逊的举动。

（田 野）

男子独自划船
从加州到夏威夷
历时76天

新华社消息 西班牙
男子安东尼奥·德拉罗萨
这 个 夏 天 完 成 一 项 壮
举。他6月4日从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一处
码头出发，在太平洋水
域独自划船到夏威夷州
首府檀香山，历时76天5
小时22分钟，航程4023公
里。

德拉罗萨的船长6.4
米，船头一个狭小船舱是
他的卧室，船尾稍大些的
船舱用于存放食物、饮料
和工具。他站在两个船舱
之间的位置划船，每天划
8至10个小时，晚上虽然
可以进入船舱睡觉，但睡
不踏实，因为时不时要醒
来检查船的状况。他7月
24日在船上度过50岁生
日。

德拉罗萨这次航行
的目的是宣传保护海洋
环境。船身漆着“保护海
洋”、“不要塑料”、“回收
利用”等字样。

美联社 28日报道，
德拉罗萨经受住了恶劣
天气的考验，途中一度
离飓风“弗洛茜”的路径
不足200公里。不过，对
热爱冒险的德拉罗萨而
言，“正因为困难才喜
欢”。

德拉罗萨自称“有
一颗呆不住的心，无法
停留在一个地方”。他曾
经是消防员，参加过铁
人三项比赛，在大西洋
水域独自划船64天，航
程4700公里。（欧 飒）

英学者预测50年后人类生活
新华社消息 能想到50年后生活是什么样吗？英

国一些研究人员和未来学家联合发布报告，预测2069
年时人类的生活，认为可重复使用火箭将用于远距离
旅行，“飞的”、水下高速公路、太空酒店、自洁式智能
房屋等将变得“普通”。

《聚焦未来》报告主要涉及未来技术如何改变人
们生活。报告说，到2069年，交通出现重大革新，各地
会出现水下管状交通系统，即水下高速公路。人们乘
坐高速舱前往各地，1小时内完成一些跨国旅行。为缓
解城市交通压力，“飞的”、“空中公交车”将大量涌现；
在高层大气中飞行的可重复使用火箭将用于远距离
旅行，从英国伦敦到美国纽约可能只需三四十分钟。

健康、医疗方面，人们体内将植入可监测身体状
况的微型装置，将大量使用可随意切换语言模式的虚
拟看护或陪伴者；大规模分类三维（3D）打印设备将提
供各种器官。

日常生活中，昆虫将成为人们主要蛋白质来源，
厨房将配备附带昆虫培养舱和收获、处理工具的操作
台；人们将到体育场馆观赏类似《哈利·波特》小说中

“魁地奇”游戏的四维体育比赛，参赛选手将踩着悬停
板在空中较量；互动式电影和电脑游戏将成为主流；
人们将到太空旅行，入住太空酒店。

英国《镜报》29日援引报告主要作者之一杰奎琳·
德罗娅的话报道：“今后50年将在工作、休闲方面出现
前所未见的技术变化和创新。数字革命，就像（始于）
大约250年前的工业革命一样，将挑战关于未来如何
生活的所有设想。” （乔 颖）

德国小镇寻找失踪眼镜蛇
新华社消息 因为一条眼镜蛇下落不明，德国西

部小镇黑尔讷一幢公寓的居民截至8月28日已经3天
没进家门。

一条1米多长的眼镜蛇25日出现在那座公寓里，
下落不明。为避免人员伤亡，黑尔讷警方疏散公寓内
所有30多名居民，封锁公寓。黑尔讷当局提醒镇上居
民，在找到眼镜蛇之前应紧锁门窗，尽量避免在草丛
中行走。

德新社以当地爬行动物专家为来源报道，致命毒蛇
应该仍藏身在那座公寓内。他们在公寓楼内撒上面粉，万
一眼镜蛇爬行经过会留下痕迹，却依然不见踪迹。

那条眼睛蛇据信是公寓内一名年轻居民饲养的
20多条毒蛇之一。那名年轻人已被禁止饲养蛇，所养
的蛇26日全部被没收。 （袁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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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湾北端有个地方
叫罗勇。100多年前，这个
小地方开始卷入大事件：
一战中，这里的渔港被改
造成军港。二战时，日本和
美国军舰频繁至此；越战
期间，这里成为美军轰炸
机基地……到奥巴马政府
推行“亚太再平衡”时，美
国人又想征用罗勇的机场
作为“战略支点”，遭到当
地人抵制。

今天的罗勇，是泰国
首富之地，人均年收入约
3.5万美元，容纳上千家国

际企业，拥有泰中罗勇工
业园等知名园区。

这是亚洲崛起的一个
缩影。亚洲经济的体量、亚
洲话语的分量、亚洲价值
的质量，正成为改变世界
地缘政治和经济最生动的
因子。亚洲的奋起，贯穿百
年，更是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中的浓重一笔。

———经济：从无足轻

重，到举足轻重

19世纪的欧洲，视亚

洲为“文明的反题”。他们
用亚洲的落后和停滞来映
衬欧洲的先进和进步。

今年3月，英国《金融
时报》题为《亚洲世纪即将
开启》的文章说，全球前30
大城市中有21座位于亚洲；
以购买力计算，到2020年，
亚洲的经济总量将超过亚
洲以外经济体的总和。

———话语：从被动追

随，到主动超越

伴随着亚洲经济体量

的崛起，亚洲话语在世界
秩序中的分量也迅速上
升。

一战前，世界几乎
听 不 到 亚 洲 集 体 的 声
音。亚非国家第一次响
亮发声，是在1955年的
万隆会议。此后半个世
纪，亚洲国家在联合国、
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
家、二十国集团等平台
积极发声，亚洲思考和
亚 洲 经 验 越 来 越 受 关
注。

近年来，中国提出“一

带一路”倡议，互联互通、
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等理
念成为传遍全球的亚洲话
语。

———价值：从仰望西

方，到重拾自信

亚洲的价值观从来就
是“和合共生”。开放、包
容、普惠、平衡、共赢，正
是“和合共生”的现实表
达。

今年5月，一场以亚
洲文明为主题的对话大

会在北京举行。从文明角
度挖掘潜力，从文明高度
推动合作，从文明维度思
考未来，是亚洲的价值观
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
新感悟。

国际关系专家帕拉
格·康纳今年2月在加拿
大《环球邮报》网站发表
《欢迎来到亚洲世纪》指
出：数十亿亚洲人，是向
前看、外向型和乐观的，
这决定了“亚洲的崛起是
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
的”。

百年大变局之亚洲奋起
文/新华社记者 凌 朔

8月28日，在英国伦敦，人们在议会大厦外抗议。

英首相给议会“休长假”激怒反对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