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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利则惨案 英百年无道歉

英国政府14日确认，定于下月初把赋予退出欧洲
联盟协议法律效力的一份法案提交议会审议，以便英
国赶在议会夏季休会前“脱欧”。

首相特雷莎·梅推动“脱欧”进程的这一举措能否
奏效遭遇质疑。

改变方针改变方针
英国首相府发言人14日宣布，将在6月3日开始

的一周把《退出协议法案》提交议会审议。
发言人说，如果英国打算在议会夏季休会期前

“脱欧”，“必须”采取这一举措。
议会批准《退出协议法案》意味着与欧盟谈妥的

退出条件正式成为英国法律。退出条件包含“分手
费”、公民权利、英国北爱尔兰与欧盟成员国爱尔兰边
界“备份安排”等内容。

英国广播公司政治新闻记者伊恩·沃森解读，即
便法案“闯关”议会成功，包括退出协议和“英欧未来
关系宣言”两份政治文件的“脱欧”协议依然需要接受
议会表决。

英欧去年11月达成的“脱欧”协议迄今3次遭英
议会下院否决。执政党保守党随后与最大反对党工
党就达成能获议会“稳定多数”支持的跨党派“脱欧”
协议进行磋商，但进展缓慢。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议员们审议《退出协议法案》
时可提出各种修正案，政府因而可借助法案反映可能
与工党达成的磋商成果。

路透社把特雷莎·梅此举称为“改变方针”。美联
社分析，英国政府的盘算是，多数议员如果能被说服
支持《退出协议法案》，可能因而会支持“脱欧”协议。

因“脱欧”进程陷入停滞，英国脱离欧盟的日期从
3月29日延至最迟10月31日。英国议会一般7月中
旬或下旬开始休会。今年的具体日期尚未确定。

前景难料前景难料
多家媒体预期《退出协议法案》获批前景难料。

首先是保守党与工党的磋商已持续数周，双方依然未
就关税同盟等主要分歧达成妥协。

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拒
绝在两党无法谈妥正式协议的情形下支持《退出协议
法案》。

保守党13名前阁僚和保守党议员组织“1922委员
会”主席格雷厄姆·布雷迪已联名致信特雷莎·梅，要
求她就关税同盟议题不作妥协。工党内部同样要求
科尔宾坚守立场。美联社报道，两党互不相让，但谁
都不想率先退出磋商。工党方面说，磋商15日继续，
保守党承诺拿出新设想。

另外，除非特雷莎·梅提出可行方案，否则《退出协
议法案》中的“备份安排”势必引发保守党政治盟友北爱
尔兰民主统一党反对，法案因而可能再遭否决。“脱欧”
协议先前“闯关”失败的一大原因就是“备份安排”。

工党同时质疑保守党能否信守承诺，特别是特雷
莎·梅屡次遭遇“逼宫”。一旦特雷莎·梅卸任，她的继
任者可能推翻与工党达成的协议。

彭博社报道，如果《退出协议法案》遭否决，特雷
莎·梅只能等到议会新会期开始才能再度提交法案。
北爱尔兰民主统一党与保守党的政治联盟协议届时
需要接受评估，“几乎意味着新首相上任”。

报道说，特雷莎·梅的唯一希望是，两党在下周欧
洲议会选举中惨败，以至于议员们宁愿让英国尽快

“脱欧”。然而，部分工党议员可能认定持续让保守党
受挫对本党更有利。 新华社特稿

丹麦定于6月5日举行议会选举，不少竞选人在
社交媒体或网站上做宣传，其中一名男子竟“脑洞大
开”，在成人网站上做起竞选广告。

美联社14日报道，约阿希姆·B·奥尔森曾获奥运
会铅球亚军，自2011年起作为中右翼政党自由联盟党
成员进入丹麦议会。奥尔森近日在一家浏览量相当
大的成人网站打出竞选广告，广告上附有他所在政党
图标，呼吁网站浏览者投他一票。

奥尔森在社交媒体“脸书”的个人账号主页上证
实，这确实是他所为。

许多人批评他这一做法，认为如此广告实在荒
谬。奥尔森对此竟不以为然，声称自己是想在严肃的
竞选活动中“找乐”。

新华社特稿

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彭德一名农场主
操作农业机械时，腿被绞入机器，又找
不到人救他。情急之下，他用随身携带
的折刀割断腿，脱离险境。

美联社 15 日报道，63 岁的库尔
特·卡泽尔上月卸粮食时，不小心踩上
粮食漏斗机开口，左腿被吸入漏斗，
卡在机器里。当时他没带手机，四周

没有其他人。
由于担心得不到及时救助会失去知

觉导致整个身体被吸入漏斗，卡泽尔掏
出折刀割断腿，然后爬了 40 多米，拿
到手机拨打急救电话，随后被直升机送
往医院。

这名在农场工作了 40 多年的勇者
说，他在整个过程中意识清醒。

卡泽尔接受治疗后于本月 10 日出
院回家，等待安装义肢。

他没有因为这件事沮丧，乐观态度
赢得护理人员称赞。他说：“事已至
此，就要尽力面对。”

卡泽尔提醒人们操作农机时不要着
急，必须集中注意力。

新华社特稿

竞选不择手段

丹麦议员在成人网站打广告

描绘英印军屠杀现场的画作描绘英印军屠杀现场的画作（（左左））与屠杀指挥者戴尔与屠杀指挥者戴尔（（右右）。）。

“整整一百年过去了，英国依然没
有为当年对印度人民的屠杀暴行道
歉。”今年 4 月 13 日是阿姆利则惨案发
生100周年，印度多名政府官员再次向
英国的“沉默”表示抗议。百年前的
这一天，英印军 （注：英国在印度的
殖民军队） 向近万名手无寸铁的印度
和平抗议群众开枪，酿成阿姆利则惨
案。百年来，印度一直要求英国道
歉，但英国只是“深表遗憾”，从未向
印度正式道歉。

该死法案致群情鼎沸该死法案致群情鼎沸

一战期间，作为英国殖民地的印
度向英国输送大量人员和资源，为英
国支撑战事作出巨大贡献。但长期战
争带来的高伤亡率、贸易中断、征收
重税以及战后通货膨胀等，加深了印
度民众的苦难。对于印度民众的不
满，英国殖民当局只知道一味镇压。
1919 年 3 月 10 日，英印立法委员会通
过 《罗拉特法案》，授权警察任意逮捕
殖民当局所怀疑的人士，不经审判和
司法审查就可以“预防性”无限期拘
留。

《罗拉特法案》 通过后，印度全国
哗然。各大报刊纷纷刊登抗议文章，从
学校到大街小巷，人们都在批评这个

“该死的法案”。后来的巴基斯坦“国
父”真纳当时是立法委员会的一员，他
宣布辞职并在给印度总督弗雷德里克·
塞西杰的信中写道：“作为对这项法案
通过的抗议，我提出辞职……在和平时
期通过或批准这样一项法案的政府，不
配称自己为文明政府”。另一位印度独
立运动领导人甘地则宣布展开非暴力抵
抗运动。

在旁遮普省，局势尤其紧张，罢工
活动导致铁路、电报和通信系统中
断，有记录显示：“拉合尔几乎所有人
都跑到街上，穿过阿那卡利集市的人
群多达 2 万。”英印军认为，印度人可
能发起一场大起义，军队需要为最坏
情况做好准备。旁遮普省督奥德怀尔
也认为，印度人在酝酿一场暴动，可
能会在 5 月左右发生。4 月 8 日，甘地
离开孟买前往旁遮普重要城市阿姆利
则时，殖民当局立即下令将甘地遣返
回孟买。

但民众的抗议活动并没有停止。4
月 10 日，民众聚集到阿姆利则副专员
住所前举行抗议活动，要求当局释放
印度独立运动领导人。卫兵朝人群开

枪，当场杀死多名抗议者。愤怒的人
群纵火袭击英国银行。在这种情况
下，殖民当局决定调贾朗达尔一个步
兵旅到阿姆利则弹压民众，一场血腥
大屠杀即将发生。

报复报复““不顺从的印度人不顺从的印度人””

4 月 13 日上午 9 时，英印军准将雷
金纳德·戴尔率部队在阿姆利则市区耀
武扬威，宣布晚上8时后实行宵禁以及
禁止四人及以上的游行和集会。当天下
午，数万当地人聚集在阿姆利则金庙
附近的贾利安瓦拉·巴格广场，许多人
只是去那里参加每年一度的丰收节庆
祝活动而已。戴尔得到消息后勃然大
怒，他亲自率领一支由 90 人组成的部
队抵达现场。英印军抵达后先封锁广
场狭窄的出入口，并在广场上架起机
枪，紧接着，戴尔没有发出任何警告
就厉声下达开火命令，士兵们向密集
的人群扫射。据戴尔的手下后来回
忆，在英印军不断扫射下，“这些身穿
白袍的人还没来得及晃动一下身子，
就已被子弹击中扑倒在地。”广场内的
男女老少尖叫着试图逃命，但他们根
本无路可逃，很快，尸体一层又一层
覆盖了整个广场。大屠杀持续将近 10
分钟，直至士兵们几乎打光所有子
弹，戴尔才下令停火。据目击者称，
在广场一些区域，尸体堆成约3米高的
尸山。戴尔后来坦言，他这么做不是
为了驱散集会，而是为了惩罚不顺从的
印度人，“让印度人牢记不顺从的代
价”。

阿姆利则惨案发生后，旁遮普省督
奥德怀尔和驻军司令戴尔下令实施全面
戒严，严格封锁大屠杀消息。旁遮普
英国殖民当局一开始编造谎言，声称
英印军击败暴乱武装，战功卓著。但
由于事情实在太大，稍后只好扭捏承
认“确实有少量人员伤亡”。几个星期
后，大屠杀的消息从阿姆利则传到印
度各地。在各方压力下，英印当局指
定亨特委员会展开调查，亨特委员会
确定379人中弹身亡、1137人受伤。印
度国民大会党 （简称国大党） 独立调
查则显示，英印军在阿姆利则惨案中杀
害了近1000人。

一些历史学家称，阿姆利则惨案
是英国殖民者在自掘坟墓，加速了
英国在印度统治的终结。许多原本
温和的印度人因此放弃了对英国的
忠诚。

印度诗人泰戈尔于5月22日获悉大
屠杀消息，为表示抗议，放弃英国男
爵爵位。作家尼拉德·乔杜里当时还是
一名年轻学生，他后来写道，“哪怕只
想到阿姆利则这座城市，对我们的心
灵都是一种折磨。”然而，在英国国
内，报纸却争相吹捧戴尔，把他描绘
成“拯救印度的英雄”。随后，英国政
府颁布 《保障法令》，保护所有与大屠
杀有关的官员和军官免受起诉。对于
英国方面倒行逆施，印度人怒火中
烧，印度民众决定团结起来以争取国家
独立。

时任英国陆军大臣丘吉尔和前首相
阿斯奎斯认为，英国政府的做法对英
国统治印度不利。但陆军高等会议只
是让戴尔以上校军衔退役，并没有任
何进一步惩罚。1927 年 7 月 24 日，62
岁的戴尔在英国萨默塞特郡一个村庄
悄然去世。

只有只有““遗憾遗憾””没有没有““道歉道歉””

百年来，印度一直要求英国对阿姆
利则惨案道歉，但是英国的表态一如既
往，只有“遗憾”没有“道歉”。1961
年和1983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两
次访问印度，均未对阿姆利则惨案发表
公开评论。1997年10月，女王第三次访
印。在女王访问阿姆利则市时，抗议者
高喊“女王，滚回去！”菲利普亲王看
到纪念场所写着“2000 人被英印军杀
害”时，竟告诉导游“这有些夸大”。
他的这一言论被批评为“英国王室没有
良心”。

2013 年，戴维·卡梅伦成为首名
访 问 阿 姆 利 则 惨 案 现 场 的 英 国 首
相，他在纪念馆献了花圈，将阿姆
利则惨案描述为“英国历史上一个
令人深感可耻的事件”，但仍没有正
式道歉。《印度电讯报》 称，“近一
个世纪后，英国领导人还是说不出
对不起。”2017 年，印度政治人士沙
希·塔鲁尔提议，2019 年阿姆利则惨
案 百 年 之 际 是 英 国 道 歉 的 “ 好 时
机”。2017 年 12 月 6 日，伦敦市长萨
迪克·汗访印期间也呼吁英国政府对
大屠杀道歉。2019 年 2 月，英国上议
院开始讨论阿姆利则惨案。但在阿
姆利则惨案发生 100 周年前夕，英国
首相特雷莎·梅只是称这起事件曾是
英国历史上“一道耻辱伤疤”，但她
还是没有正式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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