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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通話 習近平籲美克制
傳媒透露美朝秘密渠道商討 白宮稱中美致力半島無核化

朝鮮與美國連日隔空對

罵，國際社會紛紛敦促雙方

勿將事態升級。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昨日應約與美國總

統特朗普通電話，習近平表

示，當前有關方面要保持克

制，避免加劇局勢緊張的言

行。另據美聯社披露，雖然

朝美表面上劍拔弩張，但

華府近月原來一直

透 過 秘 密 渠

道，與朝鮮

保持溝通。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昨
日應約同美國總統特朗普

通電話，兩國元首就當前朝鮮半島局勢交換了意
見。對於此次通話，天津外國語大學涉外法政學
院院長、朝核問題專家姜龍范對香港文匯報表
示，特朗普主動邀請習近平通話，反映了美國對
目前的半島局勢有着前所未有的危機感，目的是
讓中國出面斡旋並期待中國發揮更大的作用。他
續指，中國曾提出了「雙暫停」和「雙軌並行」
的路線圖，美國可以通過中國的斡旋順勢下台
階，以期不失面子地與朝鮮進行對話。
姜龍范指，美朝雙方近期劍拔弩張，半島緊張

局勢達到了20餘年來的最高潮，在此關鍵時刻
中美首腦的電話溝通，充分反映了中美兩國化解
半島危機的堅定意志和信念，對於穩定半島緊張
局勢有着重要的意義。

他表示，自今年「四月
危機」以來，美國動員「卡爾文
森」號航母及核戰略轟炸機編隊等戰略武器
頻頻調往朝鮮周邊，並進行假想朝鮮遠程導彈
的試驗， 「定點打擊」朝鮮核設施、「定點清
除金正恩」成為了特朗普政府的戰略選項。但
他認為，美國目前並不具備武力打擊朝鮮的能
力。一方面原因在於，朝鮮的核設施和導彈基
地都分散在不同地方，且機動能力非常強，美
國根本無法做到「定點打擊」，反而易遭到朝
鮮的報復性打擊；第二原因則源於武力攻打朝
鮮，不僅遇到了中俄兩國的堅決抵制，還將遇
到包括韓國在內的盟國反對。「再則，近十年
來的實踐證明，朝鮮對國際社會的恐嚇都沒有
流於空話，」他說，「如果美國把朝鮮推入死
胡同，必然遭到朝鮮的強烈反擊，這對美國無
疑是一場噩夢。」
他主張，中國應一方面對美國轉嫁半島危機解

決責任於中國的做法有所防備，另一方面也可通
過承擔朝核問題責任以緩解與美國在其他國際問
題上的矛盾。他認為，中國可以順水推舟，在打
破封閉、開闢與朝鮮的溝通渠道方面做出適當努
力，或可先從「四方會談」或促成美朝兩國打開「渠
道」探討朝核問題入手。「中國作為對世界有影響
力的大國，以及朝鮮的近鄰，半島局勢的穩定與
否與我們有着重大的切身利益，」他認為，「在堅
持半島無核化，決不生戰、生亂的原則下，中國
可以主動出擊承擔更多責任，對未來也將有更多
重要意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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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半島戰雲密佈，即使長年對朝鮮
威脅司空見慣的韓國人也憂心忡忡，紛紛
搶購黃金及儲備即食食物。遠至美國洛杉
磯的居民也不敢鬆懈，有商戶的防毒面罩
和淨水丸被搶購一空。
韓國即食食品公司Combat Ration表
示，過去一周的銷情較平日增加5成，指出
自朝鮮2006年首次進行核試以來，韓國人
從未有如此大反應，感到今次情況有別於以
往。黃金銷售商Korea Gold Exchange 3M

則稱，小型金條銷量自周三以來上升5倍。
韓國政府計劃本月23日舉行全國民防

演習，規模較去年擴大，首爾參與演習地
區由5個大增至25個。
洛杉磯一間售賣緊急物資商店的經理

表示，防毒面罩和淨水丸已銷售一空，更
有人買下兩箱保存期限為50年的食水。
另一名店舖東主則認為，今次緊張局勢不
會帶來真正衝突。

■路透社/《洛杉磯每日新聞》

韓搶購黃金糧食 美防毒罩熱賣

朝鮮日前
揚言發射導
彈 攻 擊 關
島，令當地
突然成為全

球焦點。美國總統特朗普前日致電關島總
督卡爾沃，兩人談笑風生，特朗普指關島
非常安全，又形容卡爾沃目前非常出名，
無需花一分一毫便能替關島宣傳，預計關
島旅遊業將因此興旺，增長高達10倍。

揚言旅業增長10倍
卡爾沃將對話過程上載社交網，特朗普

表示華府1,000%支持關島，指關島很安
全。卡爾沃答道：「在總統先生上任後，
我身為關島總督及美國公民，前所未有地
感到安全和有信心，我們需要像你這樣的
總統。」特朗普乘機嘲諷前總統奧巴馬，
稱「我8年前便應成為總統，又或讓與我有
相同思維的人出任」。

特朗普還告訴卡爾沃，「全世界都在談
論關島及你本人，我可以說，關島旅遊業
會增長10倍，恭喜你。」卡爾沃同意特朗
普的評語，指關島是天堂，現時酒店入住
率達95%，待事件告一段落後，將升至
110%。在通話結束前，卡爾沃邀請特朗普
到關島訪問，特朗普也希望對方前來白宮
作客。

■美國廣播公司/《華盛頓郵報》/
The Hill網站

特朗普竟「恭喜」關島總督：你好出名

朝350萬人參軍抗制裁
朝鮮官方報章《勞動新聞》昨日報
道，近350萬名工人和執政勞動黨成員，
加入朝鮮軍隊成為志願軍，當中包括重新
參軍的軍人，以示對抗聯合國的新制裁措
施及美國的挑釁。
報道稱，朝中社周一發表聲明，譴責
聯合國實施新一輪制裁後，大量朝鮮人民
志願加入人民軍。朝鮮《民主朝鮮日報》

發表社論，指目前朝鮮半島局面是美國一
手造成，人民軍有能力對抗任何美國所想
的戰爭，並準備向美國本土開火，正等候
最後攻擊的命令。2015年8月，韓國指控
朝鮮在韓朝邊境非軍事區埋設地雷，炸傷
兩名韓兵，事件導致朝鮮半島局勢緊張，
當時有多達100萬朝鮮人志願參軍。

■路透社

因應朝鮮揚言向關島
附近地區發射導彈，關
島前日發佈緊急應變指
引，協助居民為任何潛
在核攻擊作好準備，當
中呼籲居民尋找可提供
保護的物體作掩護，並
且切勿直視閃光或火
球，因可能導致失明。
儘管關島總督卡爾沃對朝鮮的導彈威
脅不以為然，指威脅程度並未升高，但關
島政府仍發出指引，涵蓋核攻擊之前、期
間與之後的應變措施，令人憶起冷戰期間
核衝突的恐怖氛圍。
指引寫道，當遭遇攻擊時，在戶外的

人應脫掉衣物，以防輻射性物質擴散，指
脫掉外層衣物能除去高達 90%輻射物

質。指引建議居民準
備緊急計劃和避難
包，列出住所、工作
地點和學校附近的混
凝土建築物，作為躲
避輻射的場所，「輻射
避難所不需特別是為
隔絕輻射塵而建造，
只要牆壁與屋頂厚度

與密度足夠吸收粒子散發的輻射，便能提
供保護。」
指引還建議人們如何清洗身體，例如

別刷或抓皮膚，使用肥皂、洗髮水和清水
清洗，但別使用護髮素，因會黏住輻射物
質。此外，若孩子不在身邊，父母仍應留
在原地，「收聽新聞，別打給學校，等待
指示再接你的孩子。」 ■路透社/美聯社

關島核襲指引 找掩護勿直視閃光

■■關島發佈核襲緊急關島發佈核襲緊急
應變指引應變指引。。 美聯社美聯社

美國媒體前日引述一
名軍事專家指出，近期
的衛星圖片顯示，朝鮮
或正準備試射潛射彈道
導彈(SLBM)。
朝鮮國防及情報事務

專家貝穆德斯日前在
「38 North」網站發佈
多張衛星圖片，顯示位
於朝鮮新浦造船廠的潛
艇基地，以及馬養島海
軍造船廠等地近期活動
頻繁，貝穆德斯認為，
這意味朝鮮可能正準備
最新的海基試射計劃，
例如測試新型潛艦的導
彈發射功能，甚至研發
「北極星1」型導彈的
更先進版本。
朝鮮去年8月成功試
射「北極星 1」型導
彈，飛行500公里，最
高領導人金正恩當時
稱，能於部署太平洋的
潛艇發射導彈，射程覆
蓋美國本土。
■Digital Journal網站/

38 North網站

習近平指出，我同總統先生上月在德國
漢堡舉行了很好的會晤。我們作為中

美兩國的領導人，就共同關心的問題保持密
切溝通，對中美關係發展十分重要。雙方應
該繼續按照我和總統先生達成的共識，加強
對話與溝通，推進各領域交流合作，妥善處
理彼此關心的問題，推動中美關係健康穩定
向前發展。中方重視總統先生年內將對中國
進行的國事訪問，兩國工作團隊要共同努力
做好準備工作。

特朗普：期待訪問中國
特朗普表示，當前，美中關係發
展態勢良好，我相信可以發展
得更好。我期待着對中國進
行國事訪問。
兩國元首就當前朝鮮半
島局勢交換了意見。習
近平強調，中美在實現
朝鮮半島無核化、維護
朝鮮半島和平穩定方
面擁有共同利益。
當前，有關方
面要保持克

制，避免加劇朝鮮半島局勢緊張的言行。解
決朝鮮半島核問題，歸根結底還是要堅持對
話談判、政治解決的大方向。中方願在相互
尊重的基礎上同美方保持溝通，共同推動朝
鮮半島核問題妥善解決。
特朗普表示，充分理解中方在朝鮮半島核問

題上發揮的作用，美方願同中方繼續就共同關
心的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保持密切溝通。
白宮於對話後發聲明指，習近平與特朗普

的關係非常密切，又指兩人都認為朝鮮須停
止挑釁和令局勢升級的行徑，並同意聯合國
安理會早前通過的對朝制裁決議案，是推動
局勢和平穩定的重要一步。白宮指特朗普在
電話中，因中國在聯合國的投票中，贊成加
強制裁朝鮮，因而向對方表達敬意。

警告金正恩襲關島將後悔
特朗普前日向傳媒表示「我們一直與中國

及其他盟友合作，沒人比特朗普更喜歡以和
平方案解決問題」。他亦警告朝鮮領導人金
正恩若攻擊關島、美國其他領地或盟友，
「他很快就會後悔」、朝鮮會遇上「大麻
煩」。記者問美國會否開戰，特朗普模稜兩
可地說「你知道的」。
美聯社引述知情人士稱，特朗普上台不

久，華府就重啟上屆奧巴馬政府關閉了的
美朝秘密對話通道，官員稱之為「紐約渠
道」(New York Channel)。美國派出國務院
朝鮮政策特別代表尹汝尚，與朝鮮駐聯合
國資深外交官朴聖日(譯音)定期接觸。最初
美國的主要目的，是游說朝方釋放被囚美
國公民，包括在獲釋後死亡的大學生瓦姆
比爾。兩名代表最近一次會面是上月在紐
約，商量兩國舉行高層對話的計劃，但一
直談不攏，加上特朗普與金正恩互指不
是，故美朝再未有接觸。

「紐約渠道」免擦槍走火
《華盛頓郵報》透露，縱使美方口頭強
硬，但美朝還是保持私下溝通。特朗普團隊
認為在合適條件下，保留對話空間，而這條
件就是朝鮮凍結核計劃、停止試射導彈，並
同意推動無核化。報道又指，美方尚未打算
接納中方關於停止美韓軍演的要求。即使朝
鮮無法滿足的對話條件，「紐約渠道」仍是
美朝在緊急情況下，避免誤判形勢、擦槍走
火的最佳機制。美國務院及白宮均未回應
「紐約渠道」，特朗普亦稱不會談論秘密溝
通渠道。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華盛頓郵報》

■特朗普近期對朝言
論一味靠嚇。 路透社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並未屈服於朝鮮領導人金正恩並未屈服於
特朗普的強硬警告特朗普的強硬警告。。 美聯社美聯社

■■日本自衛隊日本自衛隊
嚴陣以待嚴陣以待。。

路透社路透社

■■特朗普特朗普((左左))主動邀請習近平通話主動邀請習近平通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卡爾沃卡爾沃

■■衛星圖片顯示朝鮮潛艇基地活動頻衛星圖片顯示朝鮮潛艇基地活動頻
繁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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