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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牽手南北牽手
告別戰爭告別戰爭

金正恩訪韓12小時
(韓國時間)

上午8時06分 文在寅離開青瓦台，前
往板門店

9時01分 文在寅抵達板門店

9時28分 金正恩步出朝方一側板
門閣，前往軍事分界
線，文在寅親自迎接，
二人牽手越過分界線

9時34分 檢閱韓國儀仗隊

9時41分 抵達「和平之家」

10時15分 上午會談開始

11時55分 上午會談結束，朝韓官
員分開午膳

下午4時22分 文在寅在隨行官員陪同
下，出席植樹儀式

4時30分 金正恩座駕抵達軍事分
界線，12名保鑣奔跑
護送

4時33分 金正恩與文在寅以朝韓
兩地水土種植松樹

4時40分 在「徒步橋」交談

5時20分 再 次 進 入 「 和 平 之
家」，展開第二輪會談

5時59分 共同公佈峰會成果，簽
署《板門店宣言》後擁抱

晚上6時18分 李雪主抵達「和平之
家」，準備出席晚宴

6時30分 晚宴開始

9時27分 金正恩、李雪主及隨行
官員返回朝鮮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家昌 高陽報道

昨日朝韓首腦會談另一焦點，為峰會結
束後由韓方安排的晚宴。韓國和朝鮮分別
有34人和26人出席晚宴，其中朝鮮除了金
正恩和部分代表團成員外，金正恩夫人李
雪主、三池淵管弦樂團團長玄松月等人亦
特別到板門店，與韓國代表團共晉晚餐。
李雪主昨晨沒陪同金正恩越過軍事分界

線，她傍晚6時18分抵達和平之家，身穿粉
紅色套裝和黑色高踭鞋，由韓國第一夫人金
正淑親自迎接，是朝韓第一夫人首次會面。
李雪主與金正淑寒暄後，金正恩向李雪主
稱，與文在寅的會面很成功，李雪主則稱
「大家都很關注(峰會)，你們都很努力」。

與金正淑同是歌手
李雪主與朝韓官員逐一握手後進入晚宴

廳，不過朝鮮9名隨行官員中，人民軍總
參謀長李明洙、人民武力相朴永植和外務
相李勇浩先行返朝，未有參加晚宴。韓國
則有34人出席晚宴，包括共同民主黨黨魁
秋美愛、文體部長都鐘煥、歌手趙容弼及

尹道賢等。
據報文在寅
席間致祝酒
詞 ， 提 議
「乾杯」，
金正恩則向
各人敬酒乾
杯。晚宴結
束後，雙方
依依不捨地
道別，兩位
第一夫人還
短暫擁抱。
金正恩臨行
前，在座駕
搖下車窗，向東道主致意。
20多歲的李雪主和63歲的金正淑在結婚

前都是歌手。李雪主曾是朝鮮銀河水管弦
樂團主音；金正淑也接受過專業歌唱訓
練，曾是首爾合唱團成員，去年訪問菲律
賓時大跳《江南Style》的騎馬舞。

■■ 金正恩與文金正恩與文
在寅在朝鮮佇在寅在朝鮮佇
立約立約1010秒後秒後，，
牽着手跨越軍牽着手跨越軍
事分界線回到事分界線回到
韓國韓國。。 美聯社美聯社

詳刊 A6

「習莫會」冀掀中印關係新篇章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7日在武漢會見來華進行非正式會晤的印度總理莫迪。習近平指出，我們兩個偉大的國家

開展偉大的合作，能夠產生世界影響。我們要從戰略上把握中印關係大局，確保兩國關係始終沿正確方向前進。要使我們兩國

的友好關係不斷加強，使之像長江和恒河一樣奔流不息，永遠向前。

金正恩於當地昨晨約9時30分(香港時間上午約8時30
分)，與文在寅握手並越過軍事分界線，朝韓代表團

在簡單歡迎儀式後，隨即進入「和平之家」展開會談。在
上午會談中，金正恩左右兩側分別是胞妹金與正和勞動黨
中央委員會副委員長金英哲，文在寅則由國家情報院院長
徐薰和總統秘書室室長任鐘晳陪同。

金正恩冀兩國療傷
文在寅以會場掛的《在上八潭上看的金剛山》畫作為話
題，聊起朝鮮的長白瀑布和韓國的城山日出峰，說自己沒
去過白頭山，希望一定要從朝鮮境內登山。金正恩感慨地
稱，「剛才不過(從板門店朝鮮一方)向南走了200米，可
為什麼看起來那麼遠，(跨過軍事分界線)又為什麼這麼
難」，希望珍惜來之不易的機會療癒朝韓之間的傷痛。
文在寅在會談開場發言中，指出打從金正恩越過軍事分
界線，板門店已由分裂的象徵，變成締造和平的地點。金
正恩則表示對踏足韓國心情複雜，朝韓過去曾達成重大協
議，但11年以來一直未能實踐，希望雙方不再蹉跎歲月。

年內結束戰爭狀態
上午會談結束後，金正恩與朝鮮官員乘車返回板門店朝
鮮一側用膳，午後再前往韓國一方會談，並與文在寅在軍
事邊界線植樹。雙方下午結束會談後，共同發表並簽署
《板門店宣言》。朝韓在宣言中同意把無核化列為共同目
標，會尋求與美國舉行三方會談，或與美中兩國舉行四方
會談，期望今年內達成和平協議，正式結束戰爭狀態。朝
韓同意定期舉行首腦會談，並透過熱線就重大事項通話，
雙方將停止敵對行為，承諾半島不再有戰爭。
具體措施方面，朝韓承諾下月1日起，停止在邊境擴音
廣播，今年8月15日將安排離散家庭會面。朝韓將於朝鮮
開城設立聯絡辦事處，雙方亦同意重新連接東海線與京義
線的跨境公路和鐵路。

兩人舉臂擁抱 掌聲雷動
文在寅會後表示，朝鮮主動凍結核武意義重大，是半島
完全無核化的起點，朝韓今後將開展更緊密合作，讚揚金
正恩的勇氣和決心。金正恩稱朝韓擁有共同血緣、歷史、
文化和語言，期望雙方再次融為一體，享有無盡繁榮，承
諾努力與韓促膝溝通，使協議不再半途而廢。兩人簽署宣
言後牽手舉臂並熱情擁抱，現場掌聲雷動，成為峰會最矚
目畫面之一。然而分析指，在朝鮮核武問題上，朝韓並沒
給出很多細節，意味在美朝峰會前，朝鮮在核武方面讓步
的意願到底有多少仍不確定。

《板門店宣言》重點
改善關係，尋求共同和
平、自主統一

■ 同意尋求統一，執行
以往曾同意的措施

■ 舉行高層會談，落實
峰會協議

■ 在朝鮮開城共同開設
聯絡辦事處

■ 在各方面加強合作與
交流

■ 兩地紅十字會將展開磋
商，討論人道主義問題

■ 執行2007年《10．4朝
韓共同宣言》

合作減低軍事緊張

■停止一切敵意行為

■ 在西海(即黃海)「北方
界線」附近，設立和平
地帶

■ 兩地軍方舉行會談，
改善交流

攜手合作，締造半島長
遠和平

■同意不採取軍事行動

■ 同意削減軍費，以紓
緩軍事緊張

■ 同意尋求「朝韓美」三
方合談或「朝韓美中」
四方會談，討論達成
和平協議

■ 重申透過徹底無核化
達至和平

朝韓發表《板門店宣言》 半島全面無核化

在全球目光注視下在全球目光注視下，，備受期待的朝韓峰會昨備受期待的朝韓峰會昨

日舉行日舉行，，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越過軍事分界線朝鮮領導人金正恩越過軍事分界線，，

到板門店韓國一側的到板門店韓國一側的「「和平之家和平之家」，」，會見韓國總統文在寅會見韓國總統文在寅。。雙方在峰會上雙方在峰會上

討論朝鮮半島和平與韓朝合作等議題討論朝鮮半島和平與韓朝合作等議題，，會後簽署會後簽署《《板門店宣言板門店宣言》，》，承諾減承諾減

低軍事緊張氣氛低軍事緊張氣氛，，並以全面無核化為目標並以全面無核化為目標，，達至半島和平達至半島和平。。朝鮮領朝鮮領

導人亦宣佈導人亦宣佈，，文在寅將於今秋訪問平壤文在寅將於今秋訪問平壤，，並會尋求與美國及並會尋求與美國及

中國談判中國談判，，爭取年內結束戰爭狀態爭取年內結束戰爭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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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會韓第一夫人
李雪主成晚宴焦點

■ 文在寅夫人金正淑 (右)
接待李雪主。 法新社

金正恩早前宣佈停止核試和導彈試射，他
昨日重申承諾，笑言朝鮮近年發射導彈時，
文在寅均要在清晨時分起床應對，但這今後
將不會發生，「我保證不會再叫醒你」。
金正恩談到自己天未亮，便從平壤出

發到板門店，但笑言「因為我們」，文
在寅或已習慣早起，是他繼上月韓國特
使團訪朝後，再次以朝鮮試射導彈的時
間開玩笑。

金正恩笑言停射導彈「保證不再叫醒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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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文在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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