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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可能翻番至约400亿欧元

“脱欧费”英国要服软？

选手风采

“一场舞蹈之后，你会发现
地 板 上 有 被 爱 灼 伤 的 痕
迹”——这是拉美人对拉丁舞
的描述。

适逢冷空气南下，珠海横
琴却掀起一轮火热的劲舞狂
潮。11月18日至21日期间，
不同肤色的世界顶级“舞林高
手”汇聚中国珠海横琴。

昨日，“2017中国横琴中
拉标准舞/拉丁舞国际锦标赛”
结束了本届赛事最后一个比赛
日的角逐。

今年赛事共吸引了来自
45个国家和地区共6000多对
次选手，参赛规模及整体竞赛
水平均比首届大赛有了质的飞
跃。

经过 4 天紧张激烈的争
夺，赛事最终决出了各大组别
的“舞林盟主”。来自美国的阿
鲁纳斯和卡秋莎，以及斯特凡
诺·迪·飞利浦和达莎以惊艳表
现力压群雄，分别夺下国际公
开职业组标准舞和拉丁舞的桂
冠，而国际公开业余组标准舞
和拉丁舞的冠军奖杯则分别被
来自西班牙的蒂亚戈·艾力亚
斯和伊卡特莉娜·艾莫丽娜，以
及来自意大利的费迪南多和尤
利娅斩获。

本届赛事由中国国际文化
交流中心、中国国际文化传播
中心、珠海横琴新区管理委员
会、广东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广东省归国华侨联合会和珠海
市文体旅游局指导，由广东省
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中国国际
文化传播中心中南联络部和珠
海大横琴投资有限公司共同主
办，广东省国标舞总会和珠海
大横琴文化传媒公司承办。

外籍评审代表 David·
Sycamore（大卫·斯可莫）将

赛事的顺利举行归因于三点，
一是赛事场馆配置了高科技设
备以及硬件设施，整个横琴网
球中心变成了一个美丽的舞
池，二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最顶
尖评审阵容，三是主办方精心
的策划和组织，将来自45个国
家超过6000队次的选手们安排
得井然有序。

珠海大横琴投资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祝杰告诉记者，希望将赛
事按照国际化的目标长期办下
去，对标黑池舞蹈节、UK公开
赛、International锦标赛全球三
大赛事，争取树立“西方看黑池，
东方看横琴”的口碑，“大横琴对
舞蹈文化产业发展前景颇为看
好，也会致力于将赛事打造为珠
海的一张国际新名片。”

2017中国横琴中拉标准舞/拉丁舞国际锦标赛鸣金收兵

将赛事打造为珠海国际新名片

本报记者 胡钰衎／文 本报记者 曾遥／图

据当地媒体20日报道，为
“解锁”陷入僵局的“脱欧”谈
判，英国政府可能会屈从于一
直拒绝让步的欧洲联盟，同意
向对方支付约双倍“分手费”。

本月10日，为期两天的第
六轮“脱欧”谈判无果而终。欧
盟随后向英国下达“最后通
牒”，要求双方须于两周内在

“分手费”、公民权利和英国与
爱尔兰边界三大核心议题上达
成一致，以便下次欧盟峰会能
把谈判推进至包括贸易协议在
内的第二阶段。

否则，下一轮“脱欧”谈判要
等到明年3月才开启。这意味
着双方要在12个月内完成谈
判，或面临“脱欧”谈崩的局面。

据报道，英国首相特雷

莎·梅20日召开内阁会议，与多
名内阁官员商讨如何增加“分手
费”出价，以缩小与欧盟600亿欧
元要价的差距。英国政府将于
24日向欧洲理事会主席唐纳德·
图斯克提交修改后的出价等“脱
欧”提议。

英国政府希望，修改后的“脱
欧”提议能在12月14日的欧盟
首脑会议上被欧盟领导人接受，
允许谈判进入第二阶段。

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
逊、国际贸易大臣利亚姆·福克
斯、环境大臣迈克尔·戈夫和“脱
欧”事务大臣戴维·戴维斯等“脱
欧”派官员均表示，同意为“分手
费”出更高价。

作为交换，他们要求欧盟在
贸易伙伴协议上取得实质性进
展，并允许英国继续参与欧盟的
科研教育项目。

甚至连“留欧”派的英国财政

大臣菲利普·哈蒙德似乎也对
这一进展感到满意，并暗示英
国的出价将更高。

“我确实认为我们正处于
某个转折点上，”哈蒙德告诉英
国广播公司，“我认为我们现在
处于取得某种重大进展的边
缘……而且我们一直很清楚，
达成那个数字并不容易，但不
管金额多高，我们会付钱的。”

特雷莎·梅9月在意大利
佛罗伦萨发表演讲时，为“分手
费”出价200亿欧元。报道称，
眼下这一数字可能翻番至约
400亿欧元。

欧洲议会议长安东尼奥·
塔亚尼本月13日为英国“脱欧”

“分手费”开出价码，认为英国
至少应当支付600亿欧元，才
能满足其对欧盟的财政承诺。

据报道，此次英国政府
已决定将修改后的详细提议

保密至下个月，以避免重蹈
佛罗伦萨提议“无人应答”的
覆辙。

另据法新社报道，欧盟负
责英国“脱欧”谈判的首席代表
米歇尔·巴尼耶20日承诺，如
果英国能按时解决谈判争议议
题、并在2019年3月如期完成

“脱欧”进程，欧盟愿与英国达
成“最具野心”、综合性的自由
贸易协定。

经过激烈角逐和抽签决
胜，法国首都巴黎和荷兰首都
阿姆斯特丹20日分别战胜对
手，获得英国“脱欧”后欧洲银
行管理局和欧洲药品管理局的

“接管权”。
欧盟先前发布的“竞标”信

息显示，共有19个欧洲城市报
名接纳欧洲药管局，8个城市
报名欢迎欧洲银管局“落户”。

据新华社专特稿

新华社布加勒斯特11月21
日电 罗马尼亚议会众议院21日
以279票赞成、1票反对、1票弃
权的结果通过了购买美国“爱国
者”导弹系统议案。

罗马尼亚议会参议院已于
20日以108票赞成、1票反对通
过该议案。

根据罗马尼亚相关法律，议
案在获议会参众两院通过后还需
经总统批准。

罗马尼亚国防部长米哈伊·
菲福尔当天对媒体说，投票结果
表明，各政党在重大军备购置问
题上没有政治分歧，罗马尼亚在
处理黑海地区与北约、特别是与
美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方面将继
续成为一个可信、严肃的战略合
作伙伴。

菲福尔透露，罗方或在12月
1日之前与美方签署购买“爱国
者”合同。

罗马尼亚议会通过议案

购买“爱国者”导弹系统

业余组拉丁舞、业余组摩登
舞，职业组拉丁舞和职业组摩登
舞这四个组别是国标舞/拉丁舞
各项赛事的压轴组别。

业余拉丁舞对中国选手来说
是竞争最大的组别，从最近几年
的比赛结果来看，中国选手几乎
很难进入到这个组别的半决赛，
至于决赛，目前的最好成绩来自

吴柳福和杜玉君，这也是中国业
余选手目前在世界排名最高的一
对。

吴柳福和杜玉君，每年两人
都会去英国三到四次，在英国不
同城市参赛、学习，“这次大赛组
织非常周到，不仅赛程很详细，比
赛结束后现场直接宣布结果，尽
可能给选手提供最便利的服务。”

世界排名最高的中国业余拉丁舞选手：

每年都会出国学习

在众多外籍比赛选手中，有
一位帅哥很特别，他是24岁的乌
克兰选手Bogdan Oligov。这
一次来珠海，不仅是他首次参加
中国举办的国际舞蹈比赛，在这
里，他还找到了一位年轻漂亮的
中国舞伴任美薇。

Bogdan不仅是一名舞者，
更是一名老师。此前，他在江西
南昌给中国孩子上舞蹈课。他和
前任舞伴因为一些事情不得不分

开，也为此不得不放弃很多比赛
机会。后来，Bogdan转到中传
艺术国际学院工作，并结实了他
现在的舞伴任美薇。

这个重庆姑娘10岁就开始
学习国标舞，进入中传已经8年多
了。Bogdan的母语是俄语，英语
并不算很流利，而任美薇自认“英
语也不好”，但就是这两个可能语
言沟通都存在一些障碍的人，在
跳过三支舞后就“认定”了对方。

乌克兰帅哥：

三支舞后认定中国舞伴

近日，在2017中拉标准舞/
拉丁舞国际锦标赛上，一位小选
手以极具激情和感染力的舞蹈表
现，吸引了许多人的关注，她跳舞
的图片和视频瞬间刷屏朋友圈，
被人笑称“小胖妞”，成为了本届
赛事的“小网红”。

这位身材微胖的小选手叫侯
晴，她5岁接触舞蹈，小学一年级
之后开始学习拉丁舞，一直坚持

到现在。“因为姐姐学跳舞，所以
我也跟着跳，后来想减肥，于是就
继续跳了。”侯晴这样说起自己学
习舞蹈的缘由。侯晴的姐姐也参
加本次赛事，并且进入专业组进
行角逐。

然而，真正让侯晴爱上舞蹈
的，是付出努力后收获喜悦的过
程。像许多小孩子一样，侯晴大多
还是被妈妈“逼迫”着去上舞蹈课。

“小胖妞”成拉丁舞网红：

跟随姐姐的步伐学跳拉丁

新华社华盛顿11月20日
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20日宣布
将朝鲜重新列入美国的“支持
恐怖主义国家”名单，进一步加
大对朝施压力度。分析人士认
为，此举恐造成美朝之间紧张
对抗加剧。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举行的
内阁会议上宣布这一决定，并
表示将朝鲜重新列入名单后，
美财政部将采取更多对朝制裁
措施。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当天下午
在白宫记者会上承认，将朝鲜重
新列入名单“有很大象征意义”，
而实际影响可能有限。

美国曾于上世纪80年代末
将朝鲜列入其“支持恐怖主义国
家”名单。2008年10月，美布什
政府根据美朝双方就朝核设施验
证问题达成的协议，宣布将朝鲜
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除
名。目前，美国“支持恐怖主义国
家”名单上还有伊朗、苏丹和叙利

亚三国。
美国一些学者认为，美国

将朝鲜重新列入“支持恐怖主
义国家”名单的举动很可能造
成美朝之间紧张对抗加剧，无
益于朝核问题的解决和半岛局
势的稳定。

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
大学美韩关系研究所助理所
长珍妮·汤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说，美方此举传递出来的
信息是，美国不大可能在近

期内与朝鲜重开谈判，显然
会被朝鲜视作又一项敌对行
动，对缓解紧张局势只会产
生反作用。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当
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金骏远
表示，美国重新给朝鲜戴上

“支恐”帽子可能会让美方今
后冻结朝鲜资产和制裁一些
外国银行时有更多依据，但无
助于改变当前的朝鲜半岛僵
局。

将朝鲜重新列入“支恐国家”名单
美国宣布进一步加大对朝施压力度

图为比赛现场。

新华社微特稿 阿联酋一名
男孩近日在拍卖会上为心仪的车
牌号码一掷千金，令人瞠目。

据英国广播公司20日报道，
12岁的学生哈利法·马兹鲁伊在
阿布扎比一场为警察筹资的慈善
拍卖会上，出价150万迪拉姆（约
合271万元人民币），拍下一张车
牌，号码为“1111”。其中，50万
迪拉姆（90 万元人民币）是他参
加诵读比赛上获得的奖金，余额

由父亲资助。
报道说，车牌可能会装在马

兹鲁伊上学乘坐的一辆豪华车
上。他要再等几年才能开车，因
为按照当地法律，公民年满18岁
才能开车上路。

马兹鲁伊不是当天拍卖会
上出价最高的人。一名商人出
价1000万迪拉姆（1807 万元人
民币）拍下一张号码为“2”的车
牌。

约合271万元人民币

阿联酋男孩拍下天价车牌

穆加贝辞去总统职务

津巴布韦议
会 11 月 21 日宣
布，穆加贝辞去
总统职务。

这 是 2017
年 11 月 17 日穆
加贝（左）在津巴
布韦哈拉雷出席
一所大学毕业典
礼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