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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琳在微信朋友圈发出的一条短视频记录了这段经过。在这段
约1分钟的视频中，上院会议厅在听到贝茨辞职申请后顿时哗然，不少
议员不约而同惊呼“不”；在各种挽留声中，贝茨带上文件离开讲台低头
步出会议厅，旁边多名同僚试图抓住他的手臂挽留。贝茨随后收到了
几百个来自各政党议员的短信、邮件及电话留言表示挽留。

当时首相特雷莎·梅正在中国访问，唐宁街10号发言人随即发出
声明：“真挚的贝茨勋爵今天提出辞职，但被认为不必要而不予接受。
作为一位认真勤奋的大臣，他一直非常重视在议会的责任。”

声明说，他将继续留任。
2015年7月，在中国红十字会帮助下，贝茨和夫人李雪琳从北京

出发，历时71天，从北京经河北、山东走到江苏南京，最终抵达浙江杭
州，总行程1700公里，募集善款9万英镑。贝茨曾著书《徒步中国——
爱与和平的信仰征程》。 新华社特稿

据朝中社报道，朝鲜高级别代表团以金永南为团长，此行目
的是“出席第2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韩联社援引朝方4日晚向韩方发送的通报报道，朝鲜高级
别代表团定于9日至11日访问韩国。除金永南外，代表团还包
括3名成员和18名支援人员，但朝方没有说明3名成员是谁。

韩联社推测，金永南将于9日出席冬奥会开幕式，10日观看
朝韩女子冰球联队对阵瑞士队，11日观看朝鲜艺术团在韩国首
都首尔的演出。

没有公开姓名的青瓦台官员告诉韩联社，韩国总统文在寅
将在开幕式期间与金永南碰面，但是否展开正式会谈还有待磋
商。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发言人金宜谦在5日举行的记者会上表
示，韩国作为此次冬奥会东道主，将热情接待朝鲜高级别代表
团，同时就包括韩朝高级别官员之间的对话等各种沟通机会做
好准备。韩国政府期待金永南访韩能将平昌冬奥会打造为“和
平奥运会”，成为南北关系持续发展、构建半岛永久和平的契机。

根据朝鲜1998年修改的宪法，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
员长代表国家。长期担任这一职务的金永南是朝鲜对外交往中
的重量级人物。分析人士认为，这名老将出马可见朝鲜重视这
次接触机会，为通过对话找到共识创造了机会。

除了金永南，美国副总统彭斯也将出席冬奥会开幕式。分
析人士认为，朝美借冬奥之机会谈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朝美对话
目标存在分歧，双方目前没有合适的会谈气氛和议题。

有专家认为，即便朝美双方借冬奥会之机会面，也只具有象
征意义。韩国朝鲜问题专家梁茂进在接受韩联社采访时说，仅
凭一次会面无法解除朝美之间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无法消解
双方围绕朝核问题的诸多分歧。

朝韩以冬奥会为契机恢复对话、谋求合作，备受世界关注和
期待，为改善半岛局势提供了“机会之窗”，双方应珍惜难得对话
氛围，理性行事，真诚落实已达成的协议。

朝韩关系缓和，冬奥会成功举行，国际社会乐见其成，更希
望双方都能秉持理解与尊重的精神，在冬奥会之后继续通过对
话缩小分歧，增进和解与信任。

第23届冬季奥运会将于2月9日至25日在韩国平昌举行。
1月9日，韩国和朝鲜在板门店举行高级别会谈后发表共同

声明，就朝方参加平昌冬奥会、双方举行军事部门会谈等事项达
成一致。朝方表示将派遣高级别代表团和民族奥委会代表团参
加平昌冬奥会。 新华社电

半岛“机会之窗”值得珍惜

朝鲜宣布金永南率团出席冬奥会开幕式
英大臣

“迟到”1分钟

请辞
华人妻子道原委
上周，英国国际发展部国务大

臣麦克·贝茨勋爵为迟到1分钟而
当众引咎辞职，但英国首相特雷
莎·梅没有接受他的请求。

贝茨曾在中国徒步上千公里为
慈善募捐，是不少国人熟悉的“中
国女婿”。原籍中国杭州的夫人李
雪琳4日对新华社记者详述了“辞
职”始末：其实，贝茨并没有迟到。

澄清：其实并未迟到
据英国媒体报道，贝茨1月31日在议会上院部长问答环节因为迟

到了不到1分钟，当众致歉并引咎辞职。
李雪琳澄清说，1月31日，由于英国议会两百多名上院议员都要

求参加一项有关“脱欧”的议程，议会临时决定将这项议程提前到上午
8时开始。又由于这项议程提前结束，议会就临时紧随其后将原定下
午3时的部长问答也提前了几分钟。

贝茨本来要主持部长问答环节的第一个问题，按原计划走进上院
会议厅时，看到上议院党鞭正临时替他回答工党议员露丝·利斯特的提
问，便悄悄坐在一边没有出声。

其实，贝茨当时没有真的迟到。李雪琳说，贝茨从政30多年来严
于律己，他当时以为自己一时糊涂搞错了时间，认为这属于严重失职、
不尊重他人，于是随即向利斯特以及全体上院议员当面道歉。

他接下来的宣布更出乎现场所有人意料：“我们在代表政府回应立
法机关合法问题时，应该秉承最高标准的礼节和尊重。在对方提问时我
未能到位，为此我深感羞愧。因此，我向首相提出辞职申请，即刻生效。”

“英国范”示范如何道歉

朝中社5日报道，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将率团
在平昌冬奥会期间访问韩国。韩国总统府青瓦台表示欢迎，认为这显示出
朝鲜改善朝韩关系的决心与诚意。

金永南将是迄今为止访韩的最高级别朝方官员。分析人士认为，朝韩
双方围绕平昌冬奥会的合作为对话解决半岛问题打开了一扇弥足珍惜的
“机会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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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茨和夫人李雪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