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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治相繼迎來兩次

巨震，首先是上周舉行的

七國集團(G7)峰會，美國

總統特朗普與西方盟友的

分裂進一步加深，然後是

今次美朝峰會拉近了兩個

傳統敵對國家的距離，特

朗普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

表現友好，與特朗普在G7

時和盟友「面左左」形成

鮮明對比。分析指，特朗

普正在「化敵為友、化友

為敵」，衝擊世界秩序。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家昌 新加坡報道

美國敵友互換
衝擊世界秩序
特朗普G7與盟友分裂 握手「敵國」對比鮮明

新加坡直擊

文在寅看直播
稱冷戰將終結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朱燁北京報道）察
哈爾學會常務副秘書

長、國際問題專家周虎城對香港文匯報表
示，特金會的成功舉辦，離不開習近平主
席的高瞻遠矚和積極推動，這種推動甚至
可以用「決定性」來形容。「沒有中國對
聯合國2397號決議的嚴格執行，朝鮮未
必會這麼快走上談判桌」，他說，「同樣
的，下一步若沒有中國對朝鮮無核化的持
續推動，沒有中國對東北亞繁榮穩定的付
出和貢獻，半島和平就缺乏根基。」

中國因素至關重要
周虎城指出，為了半島和平，中國

可謂奉獻了一切可以奉獻的力量，要
想徹底解決半島無核化問題，中國作
用不可或缺。他強調，解決半島問
題，過去需要中國，現在需要中國，
未來也必然需要中國。「中朝兩國關
係是一種歷史形成的特殊關係，推動
朝鮮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包括中國
援助、中國市場、中國投資等在內的
中國因素至關重要，」
他說，「以特朗普總統目前的政策
導向來看，指望美國來幫助朝鮮走出
經濟落後的泥潭，是很難想像的。」
他指出，美國更多的是發揮政策作
用，最終的落地還得依靠中國和韓國
的協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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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金會中國起「決定性」作用

峰會谷民望 1/3觀感正面美聯社分析指，特朗普政府動搖了
二戰後的聯盟體系和各勢力集團

的「均勢」格局。在「美國優先」政
策下，華府退出《巴黎協定》和伊朗
核協議，更推行貿易保護主議，對歐
盟和加拿大等盟友徵收關稅。英國經
濟學家德賽指出，在特朗普眼中，
2008年金融海嘯重創舊有的全球化和
自由貿易體系，認定美國難以繼續向
西方盟友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包
括自貿架構和軍事安全保障，並將美
國貿易逆差問題歸咎於雙邊貿易。

稱美拓新外交無可厚非
德國漢堡大學經濟學家斯特勞哈阿爾
表示，對於特朗普而言，世界只有
「G2」，即美國和中國。法國智庫
「亞洲中心」主席迪梅利奧稱，中國發
展了上海合作組織和亞投行等跨國機
構，開闢了有別於傳統的多邊主義。
路透社專欄評論家卡拉貝爾的看法
較為樂觀，他認為全球格局是流動
的，並非一成不變，並應因應現實需

要而予以調整。隨着格局愈趨多極
化，國家間相互合作促進各方利益，
美國在固有的西方聯盟體系之外，開
拓新的經濟和外交領域，無可厚非。
同時，因應美國帶來的轉變，日本和
歐盟之間、韓國和中國之間均已加強
貿易合作，這都有助全球經濟繁榮和
穩定。

若連任或終結傳統秩序
美國前總統布什的國安顧問哈德利

表示，美國和盟友近期的衝突會否造
成長遠負面影響，取決於兩大變數。
首先是「牙齒印」是否愈來愈深，以
致逐漸侵蝕西方政府彼此之間的信
任；其次是國際輿論對特朗普的觀
感。哈德利認為特朗普施政的確帶來
風險，但「西方崩潰」之說言過其
實。智庫歐亞集團主席庫普錢表示，
若特朗普在2020年大選連任，他會在
第二任期為自由主義體系造成無可挽
回的損失，屆時將是傳統世界秩序的
真正終結。

美朝峰會歷史性舉行，為朝鮮半島無核
化帶來新希望，適逢美國今年11月將舉行
中期選舉，峰會帶來的樂觀情緒，或有助
增加國民對特朗普的支持度，進而為共和
黨爭取更多選票。
馬里蘭州大學早前一項調查顯示，約

1/3美國人認為美朝峰會使他們對特朗普
的觀感變得更正面，比認為印象「轉趨負
面」的14%多約20個百分點。另外在峰
會舉行前，接近3成受訪者曾估計峰會將
失敗告終，如今美朝首腦順利會談，已超
出他們此前預期。
負責調查的馬里蘭州政治及行政學系教授

特爾哈米表示，峰會給予特朗普機會，向國
民宣揚取得成功，不過他指出美國黨派分歧
根深蒂固，分析結果時必須考慮黨派因素。

合照已是重大成果
雖然昨日的峰會聲明對無核化沒實質着

墨，不過共和黨政治顧問倫茨指出，特朗

普與金正恩成功合照已是重大成果，「視
覺效果比文字重要10倍」。
特朗普早前推翻七國集團(G7)峰會聯合

公報，卻對朝鮮態度軟化，倫茨認為這反
映特朗普改變舊日的外交秩序，雖然令部
分共和黨人不安，卻跟特朗普強調建立
「強勢美國」的思想不謀而合。共和黨政治
顧問布拉文德爾指出，不少游離選民和傳統
支持民主黨的藍領選民均不滿美國長期被
「欺負」，假如美朝取得更多進展，部分選
民或會支持特朗普偏離傳統的管治風格。

美國大學生瓦姆比爾前年在平壤偷竊宣
傳海報被判勞改，獲釋回國後不久死亡，
今日將是他獲釋一周年，適逢美朝峰會舉
行，外界關注美國總
統特朗普會否為求達
成協議，避談人權問
題。特朗普在峰會結
束後表示，有跟朝鮮
領導人金正恩討論人
權，強調瓦姆比爾的
離世沒有白費，更是
促成美朝峰會舉行的
契機。

特朗普表示，瓦姆比爾死亡是可怕和殘
忍的事，但也觸發包括朝鮮在內的各方關
注，此後「開始發生了一些事情」，形容

若沒有瓦姆比爾，美
朝峰會便無法成事。
特朗普透露昨日曾跟
金正恩談到朝鮮人
權，相信對方將採取
正確行動。

歷來首次
美朝峰會終
於結束，記

者親身採訪過4月朝韓「文金會」
和這次「特金會」，最大感想是兩
次峰會氣氛的差異，直接一點講，
就是覺得這次峰會欠了一點「衝擊
力」。
還記得上次朝韓峰會時，韓國

總統文在寅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
隔着軍事分界線握手一幕，當時
在高陽的新聞中心內的記者無不
為此鼓掌，當金正恩將文在寅拉
往朝鮮一方時，全場更爆出歡呼
喝彩聲，即使是不太理解朝韓民
眾渴望統一心情的外國記者，也
不禁被現場氣氛所感染。

介紹愛車印象深刻
不過這次特金會則相反，雖然

兩人同樣在鏡頭前握手，亦多番
借身體接觸顯示親密，卻似乎都
無法打動看着直播畫面的觀眾。
即使兩人之後模仿文金會來個飯

後散步，但由於場地環境所限，散步也只
是短短地走了兩步便草草地結束，留下給記
者的最深刻印象，就是特朗普向金正恩介紹
愛車的一幕，但這點旁枝末節已經與峰會主
題沒有太大關係了。
造成兩次峰會氣氛出現如此重大落差，一

方面可能是因為會議在中立場新加坡舉行，
沒有板門店所象徵的歷史意義；朝韓這對分
隔南北的至親關係，亦遠比美國和朝鮮之間
只有對立的過去，更能讓人產生共鳴。事實
上，特金會給人的感覺更像是一次平常的領
導人峰會，過程亦非常倉促，會後金正恩先
走一步，留下特朗普獨自一人主持記者會，
更讓人覺得雙方只是「為會面而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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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美學生沒有白死

各方反應
日本
首相安倍晉三歡迎美朝領袖的聯合聲
明，認為是邁向半島無核化第一步，
並感謝美國總統特朗普在峰會中提及
朝鮮綁架日本人問題，他將與特朗普
通電話，了解更多峰會成果。外相河
野太郎昨日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通電
話，聽取美朝峰會結果。內閣官房長
官菅義偉表示，美朝峰會為東北亞和
平與穩定踏出一大步。

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說，雖然朝鮮作
出一定程度的承諾，但在確認平壤有
具體行動前不能鬆懈。日本昨日下午
成功發射「雷達6號」衛星進入軌道，
負責搜集情報，有助監察朝鮮的核武
和彈道導彈設施。

新加坡
總理李顯龍昨日致函美國總統特朗普
及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祝賀他們順利
完成美朝峰會並簽訂聯合聲明，為朝
鮮半島邁向和平與穩定走出關鍵的第
一步。李顯龍亦在社交網站 face-
book(fb)發文，感謝所有軍人及公務
員團隊為峰會順利舉行付出努力，並
讚揚新加坡人民成功向世界展示實
力。國防部長黃永宏在fb發文，為軍
隊的專業表現讓美朝峰會安全順利完
成感到驕傲。

歐盟
外交政策主管墨格里尼表示，美朝峰
會是達成朝鮮半島無核化「關鍵和必
要的一步」，強調國際社會的目標仍
是朝鮮「完全、可驗證及不可逆轉」
的無核化。

馬來西亞
總理馬哈蒂爾前日表示，美朝均有權
保障自己的利益，但期望雙方能在峰
會上作出讓步。若朝鮮同意棄核，將
有助地區局勢降溫。馬哈蒂爾同時
稱，金正男去年在吉隆坡機場被暗殺
事件引起的外交風波已告一段落，大
馬將重開駐平壤大使館，並可能與朝
鮮重新建立關係。

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
總幹事天野之彌昨日歡迎美朝領袖發
表聲明，當中包括朝鮮承諾達至半島
全面無核化，美朝未來就朝核問題達
成任何協議，IAEA已準備協助驗證。

韓國總統文在寅昨日發表聲明，讚
揚美朝峰會的成果是「歷史大事」，
將促使全球僅餘的冷戰局面走向終
結，共同譜寫和平與合作的新篇章。
文在寅昨晚與美國總統特朗普通電
話，讚揚特朗普為世界和平奠定基
石，是韓美首腦連續兩天通電。
文在寅昨日早上在首爾收看美朝峰會
直播，其後主持國務會議。他在聲明
中對美朝歷史性峰會成功舉行表示歡
迎，並致以衷心祝賀。文在寅讚揚特
朗普及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具有勇氣和
決心，邁出作出改變的步伐，特朗普
達成無人曾做到的功績，金正恩向世
界走出堅實一步，創造歷史性時刻，將
被世人銘記。文在寅同時指出，美朝峰

會只是一個開端，前面還有更多困難，
但各方都不能再次走回頭路。

盼會談成棄核里程碑
韓國外交部發言人魯圭德昨日在例

行記者會上表示，期待當天的朝美首
腦會談，能成為實現韓半島無核化的
里程碑。
魯圭德稱，韓國外交部對全球翹首

以待的朝美首腦會談得以實現感到高
興，期待這次會談與過去兩次朝韓首
腦會談一起，在實現半島無核化、構
建永久和平機制的進程中，成為具歷
史意義的里程碑。韓國政府將與美國
保持緊密合作，更努力推動實質解決
朝核問題。

■■文在寅昨觀看峰文在寅昨觀看峰
會直播會直播。。 路透社路透社

■已故美國大學生瓦
姆比爾。 資料圖片

■記者在新聞中心忙碌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余家昌 攝

■■美國紐約街頭播放特金會新聞美國紐約街頭播放特金會新聞。。法新社法新社

■■分析稱特朗普正在分析稱特朗普正在「「化敵為友化敵為友、、化友為敵化友為敵」，」，重塑世界秩序重塑世界秩序。。
圖為新加坡民眾作畫歡迎特朗普與金正恩會面圖為新加坡民眾作畫歡迎特朗普與金正恩會面。。 彭博社彭博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