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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在會見加季洛夫時表示，中俄是全
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雙方在國際地

區事務中保持着密切溝通協調。當前朝鮮半
島局勢存在輪番升級甚至失控的危險。王毅
指出，中方提出「雙軌並行」思路和「雙暫
停」倡議同俄方有關建議不謀而合，雙方可
繼續就解決半島核問題的路線圖保持密切溝
通。雙方一致認為，當前形勢下，各方應全
面完整落實聯合國安理會有關涉朝決議。一
方面採取措施遏阻朝核導開發進程，一方面
加大勸和促談力度，把朝核問題盡快拉回到
對話協商的正確軌道。
此外，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接受路透社記者
專訪時，肯定中國為解決朝鮮半島核問題所
作出的努力。特朗普並表示，美朝雖有可能
發生重大衝突，但他傾向於和平解決朝鮮半
島核問題。美國官方26日表示，美方尋求
通過加大對朝鮮經濟制裁力度和外交施壓相
結合的方式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美方對通
過談判來實現這一目標持開放態度，但同時
做好了保衛美國和盟友安全的準備。

專家：短期關鍵點在降溫
對於美國提出的經濟制裁朝鮮，阮宗澤則
認為，經濟制裁一定意義上可以增加壓力，
但不能解決半島危機，最多起到某種手段作
用，因此短時間內半島危機的關鍵點仍在
「降溫」，但從中長期來看，需要從兩方面
發力：無核化及建立東北亞地區的和平機
制，這才能從根本上消除半島地區對峙和緊
張的根源。
阮宗澤表示，半島的輪番升級確實到了一
個非常關鍵的時期， 一方面美韓不斷增大
軍事演習、加大對朝軍事施壓，另一方面有
跡象表明朝鮮亦不願放棄新一輪核試驗。
「雙方互不相讓，就是一個相互刺激、相互
升級的狀態。」他說：「這使得局勢呈現出
格外對峙、緊張的狀態。」

美態度軟化與中國立場有關
但阮宗澤同時指出，朝鮮半島不會成為第
二個中東，因為半島的地緣政治關係和中東
完全不同，「在此地區，包括中國、俄羅斯
在內的國家，都是堅決支持通過和平談判的
方式來解決半島危機。」
阮宗澤認為，在半島危機輪番升級、緊張
對峙的關鍵時期，中國指出必須通過降溫降
燒的辦法來加強政治對話，反覆強調只有通
過和平談判、政治外交的方式才能解決分
歧，也是對美國、韓國、朝鮮的某種警告施
壓。阮宗澤指出，美國最近的表態，包括特
朗普本人提到的「和平談判」方式，軍事施
壓態度的軟化說明某種意義上，中國在半島
局勢上採取的立場，對美國有相當影響，
「任何國家試圖在此地區挑起戰亂衝突，都
會遭到中國反對，美國也意識到了這一
點。」

王毅：半島局勢存失控危險
特朗普稱傾向和平解決朝核 並肯定中方努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

報道）中國外交部長王毅27日在會

見俄副外長加季洛夫時表示，當前

朝鮮半島局勢存在輪番升級甚至失

控的危險，並再次表明了中方主張

的「對話協商」立場。當日，一向

對朝軍事施壓的特朗普態度軟化，

也表示將通過經濟制裁解決半島問

題。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常務副院

長阮宗澤對本報表示，美國軟化的

態度與中國的和平談判立場不無關

係，而目前半島危機的核心就是要

「降溫」，維護半島的和平穩定是

至關重要的，「朝鮮作為一方，美

韓作為另一方，雙方此種劍拔弩張

的狀態不能再持續下去。」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耿爽昨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國
願積極參與朝鮮半島核問題安
理會部長級公開會的討論，希
望此次公開會能夠就解決半島
核問題對外發出一個積極和平
衡的信息。
根據聯合國安理會工作安

排，這一會議於28日在紐約舉
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應邀出
席。
耿爽指出，當前，朝鮮半島

局勢複雜敏感、高度緊張，安
理會此時舉行公開會，應該重
點討論如何緩和當前的緊張局
勢，如何維護半島的和平穩
定，如何推動半島無核化進
程，如何從根本上解決半島核
問題。
他表示，如果會議僅僅聚焦

強化制裁和加大施壓，不但會
錯失一次難得的機會，而且可
能會進一步加劇有關各方的對
立，破壞當前勸和促談的努
力。

解決朝核需集體智慧共同努力
耿爽表示，中方願積極參與

此次公開會的討論，同各方深
入交換意見，共同尋找妥善解
決半島核問題的辦法。
有記者問，外界除了認為一

些國家會利用此次公開會推動
對朝強化制裁，還認為他們可
能會在會上強調中方是解決朝
核問題的關鍵，要求中方進一
步對朝施壓，為解決朝核問題
發揮更大作用。你對此有何看
法？
耿爽強調，朝核問題矛盾的

焦點不是中方，當前局勢緊張升級的推手
不是中方，解決問題的鑰匙也不在中方手
中。解決朝核問題需要集體智慧和共同努
力，中方希望有關各方能發揮應有的作
用，承擔應盡的責任，同中方一道，為解
決半島核問題、實現東北亞地區的和平穩
定作出努力。

最近一段時
間，有關朝鮮
半島，大有山
雨欲來之勢。

特朗普政府一再指責朝鮮核武器和彈道
導彈計劃對美國構成越來越大的威脅，聲
稱過去20年的對朝外交努力失敗，美國的
「戰略忍耐」也走到盡頭。朝鮮不甘示
弱，以其「超強硬對強硬」的風格，用激
烈言辭和各種行動向美國示威。在國際輿
論看來，美韓和朝鮮似乎準備拉開架勢，
大幹一場。
事實上，半島局勢儘管十分緊張，但還

沒有到戰爭一觸即發的地步。要下決心把
軍事行動和先發制人作為第一選項，不是
那麼容易。論綜合實力，美韓對朝鮮具有

壓倒性優勢，卻沒有勝算。半島中間的
「非軍事區」兩側可能是世界上軍事化最
嚴重的地區之一。朝鮮一直在演練如何憑
借近距離的地理環境給朝鮮半島南方造成
巨大傷亡，並正在發展更多的軍事手段。
任何發起軍事挑釁的做法，很可能會遭致
毀滅性的打擊。不論誰挑起戰爭，一旦真
的發生戰亂，沒有誰能夠成為贏家。

這種局面也許可以稱為半島南北的「恐
怖平衡」。這種所謂的「恐怖平衡」之
下，局勢依然是脆弱而危險的。朝鮮擁核
破壞了國際核不擴散體系，違反聯合國安
理會決議。如果朝鮮一意孤行再搞核試
驗，只會招致進一步嚴厲的國際制裁，在
國際上更加孤立。同樣，美韓一再對朝施
加軍事壓力，尋求對朝額外制裁和孤立，

只會促使朝鮮採取更加極端的應對措施，
導致半島局勢輪番升級，形成惡性循環。
個別突發事件、擦槍走火，都可能像小火
星引發燎原大火一樣，給半島和周邊地區
帶來災難性後果。中東地區的戰亂已經很
悲慘了，半島如果生戰生亂，東北亞地區
的情景可能更加慘烈。當然，這種情況發
生的概率可能性很低，正如中國外長王毅
所說，「至於爆發戰爭的可能性，1%的
可能性都不行。朝鮮半島不是中東。」

目前境況稍微讓人欣慰的是，這幾天，
朝鮮半島並未發生令人擔憂的重大事件，
特別是朝鮮沒進行新的核試。王毅外長就
此指出，這一局面是大家共同努力、有關
當事方保持克制的結果，同時也要看到，
半島相對穩定的狀態十分脆弱，隨時可能

生變。因此，中方呼籲各方都不要再採取
進一步激化矛盾的行為。
當務之急，各方應對中方提出的「雙暫

停」倡議給予認真考慮。目前有關解決半
島核問題的說法五花八門。王毅外長說得
很清楚，中國不會被各種各樣的說法忽
悠，也不會放棄自己應盡的責任。中國提
出的「藥方」屬於苦口良藥。朝鮮應暫停
核導試驗，美韓也應同時暫停大規模針對
性軍事演習，這才符合聯合國安理會有關
決議的精神。
日前，美國國務卿、國防部長和國家情報

總監聯名發表聲明，在重申對朝施壓的同
時，強調尋求半島穩定，尋求以和平方式實
現半島無核化，並對通過談判來實現這一目
標持開放態度。這一訊息值得重視。

美朝繼續隔空互懟，增加軍事對抗色
彩，對誰都沒有好處。希望美朝都能傳遞
出積極信號，幫着驅散半島上空積聚的烏
雲。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法新社、俄羅斯
衛星網、路透社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
表示，希望韓國為「薩德」反導系統支
付10億美元（約77.8億港元）。對此，
韓國國防部立即回應，重申「薩德」經
費由美軍承擔。
美國總統特朗普當地時間27日在白宮

接受路透社採訪，針對美軍日前在韓國
關始部署薩德導彈防禦系統，特朗普要
求韓國為10億美元費用「埋單」。這是
一套「薩德」系統的造價。特朗普開口
希望韓方承擔「薩德」部署費用後，韓
國國防部昨日發佈立場文件重申了「由
美方承擔費用」的基本立場，即韓國政
府不會為「薩德」反導系統本身買單。
特朗普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接受歷時

約42分鐘的訪問，他認為朝鮮前領導人
金正日逝世時，金正恩僅27歲，相當年
輕，卻要開始接手治理國家，這並不容
易。被問到是否認同金正恩按理性行

事，特朗普對此沒有意見，僅稱「但願
如此」。

韓方：韓國出地 美方出錢
談到「薩德」反導系統，特朗普聲稱

已知會韓國，由對方「找數」較合適，
「這是個造價10億美元的系統，能擊落
空中的導彈，很厲害。」
韓國國防部稱，美韓之

間的「薩德」協議沒有改
變，「韓國出地，美方出
錢」。下屆韓國總統熱門
人選、在野共同民主黨候
選人文在寅的顧問稱，
「薩德」的運作由美軍負
責，特朗普的要求不切實
際。
據韓聯社報道，韓方立

場文件稱，依據《駐韓美
軍 地 位 協 定 （SO-

FA）》，應由韓國政府提供部署用地、
基礎設施等，而佈設及使用維護「薩
德」系統所需經費應由美方承擔，韓方
的這一基本立場沒有變化。韓軍去年2
月正式與美軍啟動「薩德」入韓議程以
來，屢次闡明將據SOFA分擔「薩德」
軍費。

香港文匯報訊 據《環球時報》報
道，東盟外長昨日發佈公開聲明稱，東
盟對朝鮮2016年進行的兩次核試驗及隨
後的彈道導彈試射表示嚴重關切。據法
新社報道，在第30屆東盟峰會召開前
夕，朝鮮外相李勇浩曾專門寫信給東盟
秘書長黎良明，尋求東盟對朝鮮的支
持。
東盟外長會昨日在菲律賓首都馬尼拉

召開。據《環球時報》在會議之後得到
的聲明文件稱，東盟對朝鮮半島緊張局
勢的日益加劇表示嚴重關切，而這其中
也包含了「對朝鮮2016年進行的兩次核
試驗及隨後的彈道導彈試射行為」的關
切。聲明稱，「東盟注意到，朝鮮半島
的不穩定會對該地區帶來嚴重後果。東
盟強烈敦促朝鮮全面遵守安理會相關決
議和國際法規定的義務，以維持國際和
平與安全。」

朝方曾致函東盟尋求支持
據法新社28日報道，就在此次峰會召
開前夕，朝鮮外相李勇浩23日曾專門寫
信給東盟秘書長黎良明，稱華盛頓的行
為正在把朝鮮半島地區推向「戰爭的邊
緣」，朝鮮希望東盟國家能幫助朝鮮避
免一場潛在的「核屠殺」。李勇浩還
稱，希望東盟能在峰會上以公平的立場

對待美韓聯合軍演，並扮演一個「維護
朝鮮半島和平穩定的積極角色」。
根據該聲明文件，東盟還敦促包括

「朝鮮在內的有關各方」保持自我克
制，使緊張局勢降溫，避免可能加劇局
勢的行動。東盟支持朝鮮半島無核化，
並呼籲重新就朝鮮半島問題展開對話，
以平息緊張局勢並創造有利於和平與穩
定的局面。

朝鮮半島不是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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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盟外長發聲明 促朝執行安理會決議

美索78億「薩德」費用 韓拒付

■韓國示威者昨日在美國駐韓大使館外集會，抗議韓美
在星州部署「薩德」反導系統。 法新社

■■特朗普在白宮橢圓特朗普在白宮橢圓
形辦公室接受路透社形辦公室接受路透社
記者專訪記者專訪。。 路透社路透社

■東盟外交
部長會議昨
日在菲律賓
首都馬尼拉
召開。圖為
出席會議的
東盟國家外
長手挽手合
影。 中新社

■■王毅在出席朝鮮半島核問題安理王毅在出席朝鮮半島核問題安理
會部長級公開會前會部長級公開會前，，再次表明中方再次表明中方
主張的主張的「「對話協商對話協商」」立場立場。。 美聯社美聯社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特聘研究員 賈秀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