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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線」兩年後重啟 美潑冷水疑離間計

特朗普普︰︰核按鈕我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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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的韓國朴槿惠政府於 2 月突然決定 帖文稱，雖然金正恩說「核按鈕一直在
停止開城工業園的營運，朝鮮對此表示 桌面上」，但「在資源和糧食匱乏的朝
不滿，斷絕了板門店專線。韓朝之間唯 鮮裡，有沒有人可以告訴金正恩我也有
一的溝通管道，是在板門店共同警備區 核按鈕，比他更強大，而且真的能派上
用場」。特朗普公然炫耀國家核力量，
用擴音器直接喊話的「原聲管道」。
惹來網民和政界抨擊。
特朗普被批胡亂炫耀 漠視人命
民主黨參議員馬基指，特朗普的行為
美國則對朝韓關係緩和大潑冷水，華 已超越總統應有的行為準則。美國駐聯
府官員認為，若朝韓會談無助於實現核 合國大使黑利為特朗普護航，稱朝鮮利
朝鮮無核化，則意義不大。美國國務院 用專線淡化韓國提出高層會談的要求，
發言人諾爾特質疑朝鮮在離間美韓關 若不能推動朝鮮無核化，恢復專線也是
係。美聯社分析指，金正恩可能意圖通 枉然。
■法新社/美聯社/韓聯社/路透社/
過削弱美韓關係，反制國際制裁。
英國《金融時報》
在朝韓接通專線數小時前，特朗普發

國統一部表示，朝方於平壤時間
下午 3 時(香港時間下午 3 時半)致
電韓方，確認電話和傳真能否正常運
作，在20分鐘的初步通話中，雙方通訊
專員交換名字，並進行通訊測試，其他
對話內容則未有公開。朝鮮和平統一委
員會主席李善權稱，朝方將致力與韓國
保持緊密聯繫，商討派遣代表團參與平
昌冬季奧運會一事。韓青瓦台國民溝通
首席秘書尹永燦表示，恢復板門店聯絡
渠道意義重大，有助朝韓隨時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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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善意或假象 朝疑再射洲際導彈
朝鮮與韓國極速走近，同一
時間美國傳媒卻報道朝鮮出現
再次準備發射洲際彈道導彈的
跡象。
報道引述消息來源稱，平壤
北面最近出現不尋常活動，而
且模式與去年 11 月試射「火
星-15」型導彈如出一轍，顯示
朝鮮很大可能會在本周或下周

試射洲際導彈。另一項報道則
引述兩名美軍軍官指，朝鮮將
會在近期進行今年首次試射，
但應該不會在數日內進行，本
月中的機會較大。
韓國國家外交學院教授沈範
哲表示，雖然朝鮮聲稱已完成
核導研發，但其實他們仍未能
證明其核彈頭可安全重回大氣

層。他續稱，朝鮮很可能會再
向高空試射導彈，確保他們已
突破技術難關，宣佈成為一個
技術全面和成熟的擁核國。多
名專家亦稱，目前朝鮮核導技
術有兩大難點，分別是微型化
有效載荷和重返大氣層，朝鮮
必然再度試射。
■《韓國先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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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鐵趁熱」擬辦離散家屬團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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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威脅斷援 巴勒斯坦：耶城非賣品

月曾向朝方提議舉行家屬團聚
活動，雖然因朝鮮拒絕而未能
成事，但考慮到韓朝關係改
善，韓方於是打算再次提議，
並認為活動很有可能成功。報
道指，今年農曆新年是 2 月
中，正值平昌冬奧舉行，假如
朝鮮真的派團參加冬奧，配合
離散家屬團聚，就是好事成
雙，「可最大限度發揮和平冬
奧的意義」。

魯哈尼洩密件打擊保守派
路撒冷地位是為了修復與以色列
關係，從而推動以色列政府在和
談中對巴勒斯坦作出更大讓步。
不過國際社會質疑這個想法不切
實際，巴人亦將特朗普視作偏幫
以色列的一方。
特朗普發文後，美國駐聯合國
大使黑利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重
返談判桌，否則華府將不會為聯
合國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工程處
(UNRWA)提供更多援助。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twitter 吹噓「核按鈕」，
惹來輿論強烈反響，多名外交官、國會議員和國
安專家表示，坐擁強大核武的一國領袖行為態度
如「大細路」，令人不寒而慄。在布什政府時期
擔任國務卿顧問的科恩表示，特朗普擁有動用核
武的能力，行為卻如魯莽的10歲小孩。康涅狄
格州民主黨聯邦眾議員海姆斯稱，連小學一年級
生都知道，挑釁通常是弱者所為。
時事評論員賴克形容特朗普是瘋子，也是全
球最有權力的人，「能在 4 分鐘內下令毀滅世
界」。有網民批評特朗普身為總統，其修辭水
平已墮落至「我比你大」的程度。另有意見認
為，此事反映特朗普的心理、情緒和認知能力
已敗壞，值得警惕。

啟動核公事包程序複雜
美媒也糾正特朗普的「核按鈕」言論，指出
他其實不擁有所謂的核按鈕。要動用核武，需
經過秘密而複雜的程序，涉及一個特殊設計、
俗稱「足球」的核公事包。總統身邊全天候均
會有軍官保管核公事包隨行，特朗普若要動用
核武，須通過公事包和一張俗稱「餅乾」的驗
證碼，向軍方驗證身份，再將發射命令轉達至
國防部和戰略司令部。除此之外，總統不需任
何人批准，包括國會和軍方官員，政界已有聲
音要求增加審批程序，以免總統一時失誤而鑄
成大錯。
■美聯社/《紐約時報》

煽示威互撼 伊朗兩派
「鬥出禍」
伊朗突然爆發近年最大規模反政府示威，當地部
分官員主張是沙特阿拉伯等外國勢力策動，不過
《紐約時報》分析指，示威其實是伊朗內部伊斯蘭
強硬派與改革派借煽動民粹進行權鬥，最終「玩火
玩出禍」的結果。

■中東民眾舉牌反特朗普。

報道引述青瓦台核心人士透
露，文在寅本身出身於南遷難
民家庭，比起在金剛山或板門
店舉行團聚活動，他更希望讓
離散家屬組成訪問團，重新踏
上故土。負責辦理韓朝離散家
屬團聚活動的韓國紅十字會會
長朴庚緒則表示，不久後或有
好消息，又稱朝鮮領導人金正
恩的新年賀詞是個重要轉捩
點。
■韓國《中央日報》

《紐時》追溯今次示威的導火線，指出溫和派的
伊朗總統魯哈尼上月洩漏一份政府預算文件，首次
披露革命衛隊和伊斯蘭宗教機關如何獲得龐大預
算，以及普羅大眾的日常生活補貼如何因此被削
減。魯哈尼此舉被視為用於打擊保守派，成功在社
交媒體掀起反對保守派的不滿情緒。
但保守派不甘示弱反擊，於上周四在第二大城市
馬什哈德發起反政府示威，反對魯哈尼施政，不少
示威者更高舉「獨裁者去死」和「魯哈尼去死」等
標語。魯哈尼一派見狀於是再次開火，其親信在
twitter 發文批評預算安排明顯偏向軍方，成功觸發
全國各地更多反對強硬派教士的民眾上街。但兩派
互相煽動人民不滿的舉動，結果就只是令示威變得
一發不可收拾。
■《紐約時報》

數萬人集會抗反政府陣營

美國總統特朗普繼元旦日在微
博 twitter 批 評 巴 基 斯 坦 反 恐 不
力，威脅中斷援助後，前日再將
矛頭指向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稱
對方每年從美國獲得數億美元援
助，卻沒有表達感謝或尊重，更
不願意與以色列舉行和談，威脅
中止對巴勒斯坦援助。特朗普去
年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形
容，特朗普失去擔當中東局勢調
停人的資格。阿巴斯又指，耶路
撒冷是巴勒斯坦國永遠的首都，
「用金和銀也買不到」。
特朗普表示，美國不單向巴基斯
坦白白給予數億美元卻不獲回報，
對其他國家及地區亦如是，巴勒斯
坦便是一例。他又再次聲稱承認耶
路撒冷之舉，成功為以巴和談「掃
除」最棘手難題，還說以色列今後
將為實現和談「付出更多」。
特朗普一直宣稱，美國承認耶

韓國與朝鮮關係在短短幾日
內急速修補，當地隨即有傳首
爾政府計劃「打鐵趁熱」，打
算向平壤提議在農曆新年期間
舉行韓朝離散家屬團聚活動。
韓國統一部昨日表示，由於時
間過於倉促，所以政府並無推
動這項工作，但沒有否認計劃
恢復舉行團聚活動。
韓國《中央日報》引述政府
高層消息稱，總統文在寅去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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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反政府示威持續近一周，死亡人
數昨日增至 21 人，逾 450 人被捕。國營
電視台昨日報道全國多座城市均舉行親
政府集會，數萬人參加，試圖遏止反政
府陣營氣焰。美國總統特朗普連日聲援
示威者，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前
日批評，示威是由「伊朗的敵人」挑
起，但沒有點名美國。
親政府集會在最少 10 座城市舉行，包

括石油重鎮阿瓦士、庫爾
德族城鎮克爾曼沙阿和什
葉派聖地庫姆，出席者揮
舞伊朗國旗和高舉哈梅內
伊肖像，高呼
「我們會將體
內血液獻給領袖」和「我們
不會離棄領袖」，高舉「煽
動叛亂者去死」
的橫額。
伊朗親政府人士認為，
當地經濟不景原因是美國
未有履行核協議撤銷制
裁。根據核協議，特朗普
需於本月中決定是否維持撤銷伊朗石油
出口制裁，如果恢復實施制裁，將加深
伊朗經濟危機，但同時將為伊朗政府提
供口實。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伊朗問題
專家塔基指出，無論華府決定如何，伊
朗都會怪責美國，又認為示威只會削弱
伊朗總統魯哈尼的溫和派勢力，而非強
硬保守派。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