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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相特雷莎·梅6日发表声明，承认政府与欧
洲联盟达成的“脱欧”协议难以在短期内获得议会下院
批准。

特雷莎·梅已再次要求欧盟宽限时日，把“脱欧日”
短期推迟至6月30日。执政党保守党议员警告，特雷
莎·梅如果不能让欧盟认同短时间延期，致使英国尴尬
参与欧洲议会选举，将面临下台可能。

前景黯淡前景黯淡
英国原定3月29日正式“脱欧”，欧盟先前已同意

一次英国延期请求。然而，英国政府与欧盟达成的协
议三度遭议会下院否决，令特雷莎·梅不得不致信欧洲
理事会主席唐纳德·图斯克，再次要求延期，以6月30
日为最后期限。

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定于4月10日会晤，磋商英方
要求。特雷莎·梅6日说：“鉴于（英国）议会明确表态不
同意无协议‘脱欧’，摆在我们面前的明确抉择就是要
么通过协议‘脱欧’，要么根本不离开（欧盟）。”

特雷莎·梅在声明中说，政府力推现有“脱欧”协议
获批的策略已经失败，议会下院“短期内”恐怕难以支
持这份三度遭否决的协议。

声明写道：“（‘脱欧’）耗时越久，彻底不离开的风
险就越高。这意味着民众投票选择的‘脱欧’从我们手
中溜走，我不能容许这样的事发生。至关重要的是实
现民众意愿、竭尽所能通过协议。”

特雷莎·梅本月月初选择妥协，与最大反对党工党
磋商。工党领导人杰里米·科尔宾6日告诉媒体记者，
特雷莎·梅提议磋商，但立场没有实质性改变，“我在等
待‘红线’移位”。

与保守党相比，工党倾向以更软形式“脱欧”，包括
贸易方面与欧盟保持紧密关系以及工人权利和环境保
护等方面沿用欧盟标准。

党内施压党内施压
媒体报道，虽然特雷莎·梅希望把“脱欧”期限延至

6月30日，欧盟方面希望宽限更长时间，比如一年，以避
免英方可能再次要求延期。

特雷莎·梅所属保守党反对长时间延期，因为那意
味着英国将不得不作为欧盟成员国参加定于5月23日
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

前威尔士事务部次官奈杰尔·亚当斯告诉英国《卫
报》，包括内阁大臣在内，超过170名保守党议员联名致
信特雷莎·梅，要求她确保英国不参加欧洲议会选举，
否则不会有“好结果”。

亚当斯在特雷莎·梅选择与工党磋商后辞职。
另一名保守党议员奈杰尔·埃文斯说，特雷莎·梅

如果在4月10日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会议上只能让欧盟
认可“长时间”延期，她将面临巨大下台压力。“我和其
他许多保守党议员都宁愿英欧贸易关系重回世界贸易
组织框架，也不愿意接受令人耻辱的长时间延期、迫使
我们参加欧洲议会选举。”

外交大臣杰里米·亨特在几天前举行的内阁会议
上重申这一立场。亨特被外界看好为首相继任人选。

英国如果无协议“脱欧”，意味着“脱欧”以后没有
过渡期，英欧贸易关系回到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双方经
济所受冲击将明显增大。英欧双方迄今都在尽力避免
出现这种状况。 新华社特稿

韩国政府7日发布东北部江原道森林火灾灾情，截
至当天确认1人死亡，财物损失惨重。

韩国防灾办公室认定，401所住宅、925处禽舍、77
座仓库和100栋建筑物以及241台农业机械和15辆汽
车在山火中烧毁；另外，722名因火灾转移的居民在21
处临时避难所获得安置。

江原道沿海地区4日晚发生森林火灾，大火延烧将
近11小时后基本扑灭。韩国政府5日上午宣布这场山
火为“国家灾难”，以便调拨救援和赈灾所需资金和物
资。

起火点是江原道高城郡一条山路边加油站的电力
设施。在强风助推下，大火数小时内向南蔓延至周边
地区。高城郡位于韩国首都首尔东北方向160公里。

韩国总统文在寅6日宣布把江原道受山火波及的
地区定为“特别灾区”，动用中央财政预算维持灾民生
计，支持灾后恢复。

韩国国务总理李洛渊6日上午主持召开第二次江
原道火灾应急部长会议，建议中央政府划定“特别灾
区”，承担赈灾所需行政、金融、医疗费用。他的提议获
得批准。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日内瓦4月6日电 无论在
全球哪个地方，女性几乎都比男性活
得长。世界卫生组织近期发布的报告
显示，其中主要原因包括两性对待卫
生保健态度不同、男性更可能死于可
预防和可治疗的非传染性疾病和道路
交通事故、男性自杀死亡率远高于女
性等。

世卫组织特别选在 7 日“世界卫
生日”到来之际发布 《2019 年世界
卫生统计》。该报告首次按性别分
列数据，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世界各

地人们的健康状况和需求。报告发
现，全球范围内女性预期寿命均超
过男性，在富裕的发达国家尤其如
此。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两性对待
卫生保健的态度不同，在面临同样疾
病时，男性往往比女性更少去求医问
药。例如，在艾滋病流行国家，男性
接受艾滋病病毒检测和相应治疗的可
能性比女性都低，死于艾滋病相关疾
病的可能性则高于女性。同样，男性
结核病患者似乎不会像女性患者那样

去积极寻求治疗。
报告显示，在导致死亡的 40 个

主要原因中，有 33 个会导致男性预
期寿命低于女性。比如，2016 年，
一名 30 岁男性在 70 岁之前死于非传
染性疾病的概率比女性高44%；2016
年全球自杀死亡率，男性比女性高
75%；15岁以上人口的道路交通事故
死亡率，男性约为女性的两倍；男
性因凶杀案导致的死亡率也是女性
的数倍。

世卫组织官员表示，上述统计数
据表明，目前正迫切需要改善初级卫
生保健服务，以实现非传染性疾病的
有效管理并遏制其他风险因素，毕竟
在某些地区，连控制血压这种“简
单”的事情都无法做到。

新华社法国迪纳尔4月6日电 为
期两天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6日在法
国西北部城市迪纳尔落幕。七国表示
将加强在反恐、网络安全、非洲维和
等领域的合作。但在巴以问题和与伊
朗关系问题上，七国集团内部仍存在
分歧。

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在七国集团外
长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法国、德
国、日本、加拿大外长就多边主义的
重要性达成共识，四国呼吁维护和振
兴多边主义，以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
议题。但他没有提及美国、英国和意
大利在这一问题上的立场。

会议结束后发表的新闻公报说，
七国针对“存在明显分歧的”巴以冲
突问题进行了讨论。此外，勒德里昂
表示，七国集团内部在处理与伊朗关
系的方式上存在分歧。

公报说，反恐仍然是七国集团成
员面对的首要问题之一。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遭到
失败，七国应继续消除造成“伊斯兰

国”滋长壮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
素。七国将采取措施应对恐怖分子的
跨国流窜，切断恐怖分子资金来源，
打击利用互联网传播恐怖主义和极端
主义的行为。

公报说，国际安全环境继续面临
重大挑战，尤其在核不扩散和裁军领
域。七国强调联合国为维护和平所发
挥的核心作用，表示七国将加强与非
洲国家的双边和多边合作。

此次外长会主要为定于今年8月
在法国南部沿海城市比亚里茨举行的
七国集团峰会做准备。美国国务卿蓬
佩奥未出席会议，美国常务副国务卿
沙利文代为出席。

2017 年 12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
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2018年5月，美国将其驻以大使馆从
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同月，美国
单方面宣布退出2015年相关国家达成
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法英等国在
上述问题上与美国立场不同。

七国集团外长会七国集团外长会：：共识少共识少““寒意寒意””浓浓

44月月66日日，，在法国西北部城市迪纳尔在法国西北部城市迪纳尔，，七国集团和欧盟代表出席会议七国集团和欧盟代表出席会议。。

世卫报世卫报告揭示告揭示

男女预期寿命差异原因

巴基斯坦外交部5日宣布将分批释
放360名印度籍囚犯，其中多数人因为
在巴方海域非法捕鱼而入狱。

印度空军同一天重申，印方2月27
日击落巴方一架美制 F-16 型战机。一
家美国媒体前一天报道，巴方没有损失
这一型号的战机。

释放刑满囚犯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穆罕默德·

费萨尔当天说，印方 355 名渔民和 5 名
其他平民已经刑满，巴方决定予以释
放。

他说，巴方将分4批释放囚犯，首
批人员本月获释，希望印方回以相应举
措。

根据双方今年1月交换的名单，347
名巴基斯坦人在印度服刑，其中98人是
渔民；537 名印度人在巴基斯坦服刑，
其中483人是渔民。

美联社报道，由于印巴关系不合，
在对方国家入狱的囚犯刑满后时常遭继
续关押数月甚至数年，直至双方交换囚
犯；巴方这次举动旨在缓和双方近来新
一轮关系紧张。

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2月14日在
印控克什米尔地区遇袭，至少 40 人死
亡，宗教武装组织“穆罕默德军”宣称
发动袭击。印方战机同月26日越过克什
米尔实际控制线，声称轰炸“穆罕默德
军”在巴控克什米尔一处营地。巴基斯
坦和印度军队次日交火，巴方称击落两
架印方战机并俘获一名印度飞行员，印
方称击落巴方一架战机。

击落战机“真相”
印度空军 5 日在声明中说，2 月 27

日印巴各一架战机遭击落，印方为米
格-21型战机，巴方为F-16战机。

法新社报道，印度空军消息人士告
诉媒体，“巴基斯坦的无线电通信证
实，2月27日袭击印度的一架F-16战机
没有返回基地”。

印方先前向美方“告状”，指认巴
方违反与美方军售协议中关于战机用途
的规定，将美制F-16战机用于攻击。

然而，美国《外交政策》杂志4日
以两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国防部高级
官员为消息源报道，美方人员近期清点
巴方F-16战机的数量，发现一架不少。

其中一名官员说，巴基斯坦政府邀
请美方人员清点 F-16 战机，耽搁一些
时日后，已经清点完毕，“所有战机都
在”。

F-16战机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
司制造。《外交政策》 报道，美方的海

外军售合同条款包括允许美方人员定期
检查和维护所售装备。

就《外交政策》的报道，巴基斯坦
军方发言人阿西夫·加富尔在社交媒体

“推特”留言道：“真相永远占上风。”
印方摧毁“穆罕默德军”在巴控克

什米尔一处营地的说法同样受到质疑。
法新社报道，不少当地和国际机构实地
探访事发地点，没有发现设施受损的迹
象。另外，美国数字法医研究实验室
说，卫星图像显示，“树木繁茂的地方
受损，周围建筑看不出损坏”。

新华社特稿

巴基斯坦拟释放360名印度囚犯

英国一项针对1200名青年教师的调
查显示，近一半调查对象接受教师入职培
训 10 年内离职或打算离职，主要原因是
工作量大。调查报告由最新一期《英国教
育研究杂志》刊载。

这项调查历时 5 年，结果显示，尽管
75%的调查对象把教书育人视为一项长期
事业，40%至50%的调查对象接受教师入
职培训10年内已经离开或者打算离开教
师岗位。

已经离职的调查对象中，75%的人离
职以求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71%说离
职是因为工作量大。尽管上岗前已经对
教师工作量有所了解，他们很快发现现实

“更糟糕”，教师远不是他们期待中个性
化、创造性的职业。一些调查对象说，一
天工作 11 小时，一周工作 60 至 70 小时，

“一学期内没有周末或者晚上能得空满足
个人兴趣爱好”。 新华社特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