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參與半島和平機制實屬自然」
專訪韓國總領事金元辰：續與華合作 永續和平

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與韓國總統文在寅上月在板門店舉行歷史性首腦會談，會後發表《板門店宣

言》，並就半島無核化達成共識。韓國駐港總領事金元辰大使早前接受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訪問時表

示，朝韓峰會有助雙方持續發展關係，亦能為稍後的美朝峰會奠定基礎，中國屬《停戰協定》當事國，參

與今後和平機制（形成）實屬自然；「再也不會有任何戰爭，開啟新時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耀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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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亞各國一直密切關注朝核問
題，金元辰表示，韓國政府明確

認識到國際社會支持和關心文在寅的半
島政策，韓國政府會繼續以韓朝雙方為
主導，同時與美國、中國、俄羅斯和日
本等國家緊密合作，達至半島無核化與
和平。韓國和美國均會堅持「CV-
ID」，即「完全、可驗證與不可逆
轉」的無核化原則，文在寅稍後將訪問
美國，向美方轉達朝韓峰會內容。

韓國當「司機」駛向無核化
金元辰引述文在寅經常強調的一句
話：韓國是東北亞和平穩定發展的「司
機」，無論搭乘的是美國、朝鮮、中
國，韓國均會帶領這些「乘客」穩定和
安全抵達目的地，即無核化的東北亞。
他又提到中朝近期交流頻繁，反映中朝

關係很好，文在寅去年訪華時，亦同意
與中國就半島和平保持緊密交流和溝
通，中國對半島和平穩定的角色絕對不
會磨滅。金元辰直言，以他個人的看法
來說，中國屬《停戰協定》當事國，中
國參與今後和平機制實屬自然。
上月朝韓首腦會談是2007年以來，

南北領導人首次峰會，文在寅與金正恩
同意啟動朝鮮半島和平時代，並發表
《板門店宣言》。雙方在《宣言》中，
同意發展全面和跨時代的關係；緩和軍
事緊張，今後不再互相侵犯；實現無核
化，達成和平體制。

稱金正恩親訪韓證誠意
金元辰指出，《宣言》為持續發展
韓朝關係打下重要基礎，有助結束冷
戰思維與狀態，達成永久和平，「再

也不會有任何戰爭」，雙方也就完全
無核化達成具體和明確的協議。金元
辰續稱，峰會是韓朝分隔70多年以
來，首次有朝鮮領導人踏進韓國土
地，文在寅同意今年秋季訪問朝鮮，
繼續與朝方會談，有利韓朝關係正常
化，也為履行峰會協議提供重要動
力。
在回答記者提出的「西方及韓國不少

傳媒至今仍然懷疑朝鮮無核化的誠意，
擔心平壤會再次欺騙世界，暗中繼續開
發核武和導彈」的問題時，金元辰稱，
金正恩這次親自訪問韓國，在向國際傳
媒公開的地點舉行峰會，亦將與美國總
統特朗普會面，若他這次再出爾反爾，
今後可能帶來更大、更嚴重的制裁，
「這樣的話，對他們有什麼意義、什麼
好處呢！」

金元辰在30多年外交官生涯中，派駐日本、
中國、柬埔寨等多地，曾出任韓國駐中國大使
館公使銜參贊，對中華文化和歷史相當熟稔，
也能使用流利普通話交流。金元辰早前參觀香
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報史館時，不斷從照片中
「認人」，說出周恩來等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
的名稱，可見他相當了解中國。

金元辰透露，他上月曾訪問中國四川，
訪問電子企業京東方的工廠，並參觀成都北
部的青白江鐵路口岸。青白江是通往中亞及

歐洲的鐵路樞紐之一，有多班貨運列車來
往，金元辰引述中國官員形容，青白江體現
港口與機場以外的「鐵路港」新概念。

金元辰又談到韓國與中國具備相近文化，他
透露韓國昔日逾80%華僑屬山東膠東半島的移
民，韓國語言和飲食亦深受魯文化影響。他以
韓語的「雞」和「人」字為例，指出這兩個字
的韓語發言，均與膠東方
言相同，韓國的「魯菜」
即代表中國菜。

韓國外交消息人士昨日透露，朝核問題六方
會談韓方團長、韓國外交部朝鮮半島和平交涉
本部長李度勛，將於本周訪問美國，會見美國
國務院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的代理助理國務
卿董雲裳，就朝核問題及半島局勢等交換意
見。
消息人士稱，李度勛將向美方詳細說明朝韓
上月27日簽署的《板門店宣言》，並了解朝美
首腦會談籌備情況。在韓美、朝美首腦會談將
舉行之際，雙方還會討論有效解決朝核問題的
方案。韓聯社分析指出，目前美國核心人士主
張朝鮮要實現比「完全、可驗證、不可逆轉的
無核化」更徹底的「永久、可驗證、不可逆轉
無核化」，而美方可能在即將舉行的朝美首腦
會談上，提出朝鮮棄核方式和原則，因此雙方
或在今次會談上就此討論，並討論當朝鮮棄核

時，韓美等相關國家為朝提供哪種安全措施。

朝官媒：日不改惡習難免被排擠
另一方面，朝鮮《勞動新聞》前日發表評

論，批評日本一邊主張持續對朝鮮施壓，一邊
想透過美國及韓國，摸索與朝對話的做法，聲
言「日本若不改惡習，即使經過一億年也無法
踏入朝鮮的神聖土地。」
評論指出，有關朝鮮半島的討論，日本是被
邊緣化，強調若日本持續像現在這樣叫囂制
裁、對朝施壓，不論經過多久時間，日本仍無
法避免被排擠在外。
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主張國際社會應對朝
鮮持續施壓，讓朝採取具體行動以達至無核
化，朝鮮媒體這篇評論意在牽制日本。

■韓聯社/中央社

韓官員擬訪美商朝棄核方案

精通漢語 熟稔中華文化

■■韓國駐港總領事金元辰韓國駐港總領事金元辰((圖中左方圖中左方))一行到訪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一行到訪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與大公文與大公文
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忠((圖中右方圖中右方))等座談交流等座談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攝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
姜在忠(右)與金元辰(左)互贈紀
念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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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壓開關牆
關掉壞情緒關掉壞情緒

隨着社會生活節奏逐漸加快，民眾面臨來
自工作和生活的壓力也漸重。如今，越

來越多富有創意的減壓新方式紛紛出現，幫助
人們排解壓力、紓緩心情。
「看到有人在按，就想自己過來試一試。
沒想到按了幾個以後就停不下來了。」王先生
逛街時看到了開關牆，走過去體驗了一把，
「真的挺釋放壓力的，感覺心情很輕鬆」！

逾1200開關掣 釋壓放空按
「減壓開關牆」的設計者劉小萌說，這1,200
多個開關全部都是獨立安裝，按動開關並不會
啟動任何設備。「我們這樣設計就是想提供一
種新鮮有趣的減壓方式。團隊在一起討論時，
就覺得這樣『啪嗒啪嗒』地按，毫無想法、放
空地按，很大程度上能夠釋放自己的壓力。」
國家二級心理諮詢師徐青萬表示，在按動
開關牆的時候，每個人都可以自己決定是開是
關、是通是斷，給人一定的自我掌控感，從而
在一定程度上忽略或忘記其他事物帶來的壓力
和煩惱，這就是減壓開關牆的心理學原理。
在哈爾濱中央大街的減壓休閒館內，牆上
貼滿了各種搞笑表情包和體驗者隨手寫下的
「心語心願」；一條「星空長廊」伴隨着幽暗
深藍的背景燈光，讓紛繁浮躁的世界瞬間歸於
平靜；放置在桌上的「小霸王」遊戲機把體驗
者帶回童年的美妙記憶……

排解負能量 讓心情舒暢
「平日裡工作壓力無處釋放，來到這裡拍
拍打打，出出汗，排解了負能量，心情很舒
暢。」哈爾濱市民李馳說，如今他已是這家減
壓館的常客。

「我很喜歡在冥想室一個人伴着輕音樂安
靜冥想，釋放躲避在內心深處的負面情緒。」
大學生郭松說，定期來這家減壓館放鬆一下，
能讓他保持心態平和，不再亂發脾氣，生活工
作更加順利。
「傳統的『打』、『砸』等減壓方式，只
讓顧客心中的壓力和不快得到一時緩解。我們
更希望以紓緩、柔和的方式，讓顧客實現一種
『心情轉換』，真正帶着快樂離開。」減壓休
閒館創始人唐路甜說。
在上海一家日用品公司上班的劉佳琪經常

在下班後拿着彩色鉛筆，埋頭於塗色書上。
「在塗色的過程中集中精力，細緻又耐心，不
知不覺地就把煩心事兒忘記了，既減壓，又有
成就感。」
在各種快遞包裝中廣泛使用的「氣泡塑膠

紙」也成了很多人的「減壓神器」。將薄薄的
氣泡膜一個個捏破的過程中，壓力消解，心情
平復，讓很多網友大呼過癮。
此外，指上陀螺、減壓葡萄球、減壓骰子
等，也都在多家電商平台上成為暢銷商品。

5月5日剛剛立夏，新疆首府烏魯木齊
市昨日卻進入大雪紛飛的冬天，高溫從5
月6日的24℃斷崖式下跌至1.4℃。
據氣象部門消息，受寒潮天氣影響，

烏魯木齊市從前晚開始氣溫不斷下降。
昨日早上10點，中心城區實況氣溫為
1.4℃，雨已逐漸轉為雪。烏市氣象台昨
日發佈暴雪黃色預警：城區已出現大量
雨轉雪，預計白天降雪還將持續，大部
區域將出現累計12毫米以上的暴雪。
大雪也引發了烏魯木齊市網民的瘋狂

刷屏，網友「焱」說：「凍死在冬天死
得其所，凍死在秋天心有不甘，凍死在
春天純屬意外，凍死在夏天死不瞑目
啊……已經五月份了，天氣還這麼冷，
大家一定要熬過去啊，還有五個月就供
暖了。」
網友「小V」說：「同樣都是五月天，

你在南方的艷陽裡，短袖配花裙；我卻

在北方的大雪裡，大衣加毛褲。」也有
網友表示，前兩天買的空調還沒用上，
今天可以先試試暖風好使不好使。

■香港文匯報記者應江洪新疆報道

上千個形狀不同上千個形狀不同、、顏色各異的開關密密麻麻地排列在牆上顏色各異的開關密密麻麻地排列在牆上，，

很多過路人都忍不住停下腳步很多過路人都忍不住停下腳步，「，「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地按上幾下地按上幾下。。近近

日日，，這樣的這樣的「「減壓開關牆減壓開關牆」」剛剛亮相東北地區剛剛亮相東北地區，，如遼寧省瀋陽如遼寧省瀋陽

市中街商圈的一家商場市中街商圈的一家商場，，就很受歡迎就很受歡迎；；而在黑龍江省哈爾濱中而在黑龍江省哈爾濱中

央大街附近一家減壓休閒館內央大街附近一家減壓休閒館內，，摔碗摔碗、、電玩電玩、、搏擊搏擊、、冥想等各冥想等各

種減壓新花樣種減壓新花樣，，也讓顧客們玩得不亦樂乎也讓顧客們玩得不亦樂乎。。 ■■新華社新華社

■「減壓開關牆」可讓民眾忘記其他事物帶來
的壓力和煩惱。 網上圖片

減壓葡萄球減壓葡萄球

氣泡塑膠紙氣泡塑膠紙

減壓骰子減壓骰子

彩色鉛筆彩色鉛筆

指上陀螺指上陀螺

每逢農曆三月廿三「媽祖
誕」，來自中山（台灣）勝母
宮、東莞（台灣）朝安宮的台商
組成「千人拜祭團」齊聚東南亞
最大媽祖廟——南沙天后宮，為
天上聖母媽祖「暖壽」，並以台
灣傳統儀式朝拜祭祀。
是日上午，台商傳統朝拜祭

祀團從南沙天后宮正門出發，
一直沿路到達天后宮像正前
方，巡遊隊伍綿延數百米。巡
遊隊盛裝集結，前有醒獅團做
開路先鋒，宮旗、鑼鼓緊隨其
後，伴隨着熱烈的鑼鼓聲和禮
炮聲，這支由廣東獅、太子
陣、舞龍、官將首（地藏王菩
薩的護法）、神轎、小法團等
組成的朝拜祭祀陣隊，不僅帶
來了眾多台灣特色的傳統巡遊
項目，同時也專心虔誠奉香，

同謁媽祖。

恰逢文化旅遊節開幕
當天，也恰逢一年一度的南

沙媽祖文化旅遊節開幕。現
場，一陣莊嚴的樂音響起，
300多名年輕人身着禮服，列
隊緩緩步入表演區域，帶來一
場極具儀式感的《媽祖頌》歌
舞表演。據悉，該節目是歷屆
廣州南沙媽祖旅遊文化節的重
點保留節目，是「媽祖誕」的
必看經典內容。
「我參加南沙『媽祖誕』已

有7年，每次來都要看《媽祖
頌》和祭拜儀式表演，因為讓
人感受到一種很虔誠神聖的氛
圍。」來自越秀區的吳心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廣州報道

「「
減
壓
神
器

減
壓
神
器
」」
富
創
意

富
創
意

立夏隔日即「入冬」 新疆五月雪紛飛

■■烏魯木齊五月烏魯木齊五月
天竟下大雪天竟下大雪，，昨昨
日車上堆了厚厚日車上堆了厚厚
的白雪的白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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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中山來自中山、、東莞的千名東莞的千名
台商組團祭媽祖台商組團祭媽祖。。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 攝攝

■■台商齊聚南沙進行盛裝巡遊台商齊聚南沙進行盛裝巡遊。。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攝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