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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24 日推迟议会
下院原定 27 日就脱离欧洲联盟协议的最
终表决，改为最晚 3 月 12 日诉诸表决。

英国定于 3 月 29 日正式“脱欧”，
距离特雷莎·梅新设最晚表决期限 17 天。
反对党议员指认她试图以推迟表决方式迫
使议会在她所支持的现有“脱欧”协议与
“无协议脱欧”之间作选择。

特雷莎·梅 24 日说，议会下院本周
不会就“脱欧”事宜举行“实质性”表
决,“但我们确信这会在 3 月 12 日以前
发生”。

特雷莎·梅当天搭乘飞机赴埃及城市
沙姆沙伊赫、参加阿拉伯国家联盟—欧盟
峰会。她在飞机上告诉记者，需要更多时
间与欧盟方面磋商“脱欧”协议，将调整
协议条款，以满足协议反对者的要求。

她说，仍有望在正式“脱欧”以前达
成协议；议会下院本月 27 日会磋商“脱
欧”事宜，举行一些表决，但不会表决
“脱欧”协议。

议会下院 1 月 15 日否决政府与欧盟
现有“脱欧”协议。特雷莎·梅确信，如
果能说服欧盟方面修改涉及英国与爱尔兰
边界的“备份安排”，协议将获得议会支
持。

路透社报道，由于欧盟方面无意与英
国重新谈判“脱欧”协议，双方正探讨是
否能添加协议附录，以化解英方反对人士
对“备份安排”的担忧。

“备份安排”旨在避免英国北爱尔兰
地区与爱尔兰之间恢复“硬边界”，即重
新设置实体海关和边防检查设施。因为这
一安排没有设定期限且英方无法单方面退

出，一些英国议员担心英国将无法真正
脱离欧盟。

就特雷莎·梅推迟议会下院表决，反
对党人认定为拖延时间，以迫使议会在
两种方案中作出抉择：接受先前遭否决
的协议，或任由英国“无协议脱欧”。

主要反对党工党的影子内阁“脱
欧”事务大臣基尔·斯塔默说，特雷莎·
梅“孤注一掷，拖延时间，试图迫使议
员们选择她的协议或无协议”，这种做
法“极不负责任，是承认失败的表
现”。

工党议员伊薇特·库珀说，特雷莎·
梅在“最后时刻宣布本周不会将协议交
付议会（表决），而改为正式‘脱欧’
前仅大约两周表决，完全没有章法、不
负责任”。

她说，“无协议脱欧”将影响英国
市场食品价格、药品供应、制造业和安
全等。

一些专家警告，“无协议脱欧”会
重创英国和欧盟经济。特雷莎·梅向反对
者喊话，为避免出现这一状况，唯一办
法是支持她的方案。

英国商务大臣格雷格·克拉克、就业
与养老金大臣安伯·拉德和司法大臣戴
维·高克 23 日威胁，如果“脱欧”协议
下周无法获得议会通过，将与特雷莎·梅
“唱反调”，寻求延期“脱欧”。

主张延期“脱欧”的议员正在增
多。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英国政
府已经拟议一些方案，包括向欧盟请求
推后英国“脱欧”日期最长两个月。

据新华社

菲律宾警方 25 日拦截一辆强
闯安全检查关卡的厢式货车，击毙
车上 7 名疑似劫匪。

菲律宾警方说，一辆白色厢式
货车当天黎明前冲破八打雁省阿贡
西略镇附近一处安检关卡， 7 人
在车上，疑似抢劫团伙成员。阿贡
西略镇位于首都马尼拉以南大约
69 公里。

警方在一份声明中说：“那辆
厢式货车（驶近关卡时）没有停
车，反而加速，同时向关卡处的警
察开火……警方一支巡逻队短暂追

捕，最终拦截车辆。”
声明说，双方交火， 7 名嫌疑

人遭击毙，没有警察受伤。
菲律宾国会定于 5 月 13 日举行

中期选举，警方在八打雁省设立多
处关卡，加强安全保障。

德新社报道，菲律宾警方将全
国近一半城镇列为“热点地区”。
这些地区政治竞争激烈，面临武装
组织安全威胁，频繁发生与选举相
关的暴力事件。

据新华社

日本今年已有超过 170 人感
染麻疹病毒，数量为 10 年来同期
最多。一些病患来自某个认定麻疹
疫苗“有害”的宗教团体。

英国《卫报》 25 日报道，日
本正在抵抗十年来同期最严重的麻
疹疫情。日本广播协会 21 日报
道， 47 个县中的 20 个县本月一
周内出现 167 个麻疹病例，疫情
没有减弱迹象。

日本国立感染症研究所说，今
年接到的麻疹病例报告数量为 10
年同期最多；三重县为“重灾
区”， 49 人“中招”；大阪县紧
随其后， 47 人感染麻疹病毒。

三重县一半以上麻疹病患是宗
教团体“救世神教”成员。这一团
体先前声称疫苗“有害”，如今说
正在与卫生机构合作。

“救世神教”成员去年底参加
某一次活动。这一团体承认，它对
药品所持观点导致“一些信徒没有
接种疫苗，不少感染（麻疹)的人
到场”。它承诺就麻疹之类“高度
传染性疾病”所对应的疫苗改变

“教义”。
日本厚生劳动省敦促民众立即

接种麻疹疫苗，医院等医疗机构应
采取预防措施。麻疹传染性强，可
导致严重腹泻、肺炎或失明，甚至
死亡。世界卫生组织说，它是幼儿
死亡的主要诱因之一，可以接种疫
苗方式有效预防。

世卫组织本月说，全球麻疹病
例去年增加 50% ，一些疫苗覆盖率
高的发达国家同样出现疫情。“我
们的数据显示，麻疹病例大幅增
加，发生在所有地区，”世卫组织
免疫、疫苗和生物制剂主管凯瑟琳·
奥布莱恩说，“疫情持续时间长，
规模大并在增加。这不是一个孤立
的问题。”

世卫组织认定，疫苗怀疑论、
冲突以及一些地区难以获得医疗保
障导致麻疹病例增加。不少专家
说，发达国家麻疹病例增加一方面
缘于盲目乐观，另一方面缘于毫无
依据地把麻疹疫苗与自闭症关联。

据新华社

孟加拉国军方 24 日挫败一起劫机事
件，击毙劫机者。

军方官员雷扎乌勒·卡里姆告诉媒体记
者，孟加拉国航空公司一架波音 737-800
型客机当地时间 24 日 16 时 35 分从首都达
卡飞往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搭载 143
名乘客和 7 名机组成员。飞行途中，机组
人员发现一名男性乘客“行为异常”，继而
向地面控制中心报告。

军方少将穆蒂·拉赫曼在记者会上说，
客机起飞大约 40 分钟后紧急降落在孟加拉
国吉大港沙赫阿马纳国际机场，那名男子与
军方突击队员对峙并交火，乘客和机组成员
最终安全撤离。

孟方官员没有发布劫机嫌疑人的姓名，
仅说他20多岁，可能是孟加拉国人，因为
他说孟加拉语。

孟加拉国航空总局局长纳伊姆·哈桑告
诉媒体记者，客机起飞后，嫌疑人突然离开
座位，试图闯入驾驶舱，遭机组人员拦截后
亮出一把手枪，声称他身上绑有爆炸物，威

胁如果不打开驾驶舱门就引爆爆炸物。
那名男子同时要求与他的妻子以及总

理谢赫·哈西娜通电话，说他与妻子有过
节。当地媒体报道，他一度挟持一名机组
人员、扣为人质。

拉赫曼说，军方突击队员要求嫌疑人
缴械，他拒绝并开火，突击队员还击，男
子受伤，送达医院以前死亡。

发布嫌疑人死亡消息前，拉赫曼称那
名男子为“恐怖分子”，说他丧生前接受
执法人员讯问。

执法人员仍在调查嫌疑人的劫机动
机。哈桑说，从行为举止看，他可能“患
精神疾病”。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航空官员告诉路
透社记者，暂时不清楚那名男子身上是否
绑有爆炸物；不清楚他携带的手枪如何通
过达卡机场安全检查。按照这名官员的说
法，劫机事件显现的安全漏洞是后续调查
重点。

据新华社

围绕俄罗斯战机在波罗的海海
域上空抵近瑞典侦察机事件，瑞典
政府定于 25 日召见俄罗斯驻瑞典
大使。

瑞典外交部发言人迪亚娜·库
代卜 24 日告诉瑞典电视台，瑞典
非常重视这一事件，指认俄方苏—
27 型战斗机动作“不合适且不专
业，威胁飞行安全”。

瑞典国防部先前指认俄方一架
苏— 27 战机 19 日在波罗的海海
域上空抵近瑞典“湾流”侦察机，
两机距离“危险”，相距大约 20
米。

俄罗斯国防部 22 日说，俄空天
军 19 日因发现空中有目标接近俄罗
斯领空，一架苏— 27 战机升空，以
确定目标所属国家。俄方战机接近
目标至安全距离，以便作目测识
别，发现对方是一架瑞典空军“湾
流”侦察机。俄方战机在瑞方侦察
机飞离后，平安返回基地。

这不是瑞典和俄罗斯第一次空
中“斗法”。俄罗斯国防部 1 月 24
日证实，俄军战机先前在波罗的海
中立水域上空拦截一架试图接近俄
方领空的瑞典“湾流”侦察机。

据新华社

英首相推迟议会“脱欧”表决
迫使议会在两种方案中作出抉择？

菲7名疑似劫匪

驾车“闯关”遭击毙

日本遭遇十年来

同期最严重麻疹暴发

俄战机抵近瑞典侦察机

瑞典拟召见俄大使

孟加拉国挫败一起劫机事件
劫机嫌疑人已死亡

遭劫持后紧急迫降的客机。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