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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手互拉扯 拍手臂「回禮」神情顯緊張

特金肢體較勁
力爭主導峰會

■金正恩輕拍特朗普手臂。

新加坡直擊

路透社

美國總統特朗普與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昨
日正式會面，二人「世紀之握」歷時 12

秒，隨後步行至書房展開單對單會談。不少肢體語言專家隨即分析美
朝領袖初次見面時的神情和動作，指出特朗普和金正恩均期望主導峰
會，卻難掩緊張。

■香港文匯報記者 余家昌 新加坡報道

朗普與金正恩握手 12 秒，時間比特
朗普過往與其他國家元首會面時
短。《身體語言權威指南》作者、澳洲身
體語言專家皮斯指出，兩人握手時不是直
截了當，而是互有拉扯，「他們都想把對
方拉到自己一方，不欲對方取得主導」。
英國肢體語言專家博羅斯則認為，金正恩
在握手環節沒讓特朗普佔得上風，已算是
「交足功課」。

特

分析指金正恩「力保不失」
特朗普隨後用右手輕按金正恩手臂，帶
對方步離紅地毯，肢體語言專家瓦蘇德萬
稱，這反映特朗普正試圖顯示主導地位。
兩人步行途中，特朗普讓金正恩稍為走
前，交談幾句，金正恩三度回望特朗普，
也拍了對方手臂，特朗普隨即回拍對方。
皮斯指特朗普的身體語言同樣表示他正在
主導會面。

韓星：兩人終會面 國民停工睇直播

部分韓星望達半島和平

部分韓星期望朝鮮半島達至和
平，作曲家尹日尚貼文表示，祝願

■洛文在新加坡見證峰會舉行。 法新社
過去多次訪問朝鮮的前 NBA 球星洛文
昨日在新加坡，見證美朝峰會舉行。洛
文對於美朝能舉行歷史性峰會經過多年
努力，言談間不禁激動落淚，還透露峰
會前曾接獲白宮發言人桑德斯來電，指
總統特朗普認同他對促成峰會的貢獻，
稱「以他為榮」。
洛文昨日現身新加坡機場，他表示美
朝峰會是美好的一天，對有份見證感到
興奮，並透露曾因訪問朝鮮及讚揚朝鮮
領導人而遭受死亡威脅，「我曾要在外
躲藏30日，不能回家」。
曾 5 度訪朝的洛文形容朝鮮領導人金
正恩是「大孩子」，希望享受人生，並
期望國民一樣可以做到。他笑言金正恩
熱愛美國，更期望可到美國居住，觀賞
籃球比賽。

■特朗普與金正恩握手時互有拉扯。
博羅斯又稱，特朗普和金正恩「做騷」
的真正對象其實是本國國民，特朗普多次
輕拍金正恩，顯示他極力控制大局，金正
恩看來卻不為所動，認為金正恩的部署較
成功。
兩 人 於 書 房 坐 下 後 開 始 交 談 ， Influence Solutions 總 裁 卡 倫 ． 梁 (Karen Leong，譯音)指出，特朗普面上笑容歪斜，
而且在「玩手指」，金正恩則沒有坐正，
且眼睛向下望，顯示兩人內心均很緊張。
瓦蘇德萬則發現兩人沒眼神交流，神情也
不太自在。

路透社
正恩的鞋底看來並無異常，但鞋舌和鞋帶
位是不尋常地高，意味金正恩可能在鞋內
加上鞋墊。

根據韓國媒體報道，朝鮮領導人金正恩
昨日早上較美國總統特朗普早 7 分鐘，到
達聖淘沙嘉佩樂酒店的美朝峰會會談場
地。報道稱，金正恩提早到場是以示尊
重，較年輕的人應比較年長的人更早到。
■朝鮮硬幣在新加坡受追捧。
■金正恩或
在鞋內加上
鞋墊。
美聯社

金正恩疑用鞋墊「增高」
特朗普身高約 1.9 米，金正恩身高則不
足 1.7 米，當兩人碰面握手時，金正恩卻
看似較平時高大，兩者身高差距不太明
顯。傳媒研究兩人握手的圖片後認為，金

半島和平氣氛持續下去；演員李惠
英則上傳象徵和平的鴿子圖案。
美朝峰會舉行期間，許多韓國
國民正在上班，但仍心繫峰會，
護士車民成(譯音)及同事們均放下
手上工作，觀看金正恩和特朗普
握手的歷史時刻。國營企業職員
韓夏娜(譯音)工作期間偷看直播，
指她和同事均期望朝韓關係緩
和，希望有朝一日能到朝鮮旅
遊，品嚐朝鮮地道冷麵。大學生
鄭亞妊則在首爾火車站大堂的電
視前，駐足觀看峰會直播，稱對
美朝峰會深受感動，感覺活在歷
史時刻。
開城工業園區韓企協會會員企
業人員昨日聚集在首爾辦公室，
收看峰會直播，當金正恩與特朗
普握手時，一直屏氣凝神的企業
家一起鼓掌歡呼，對園區恢復運
作寄予厚望。

新加坡斯科特皇家酒店為慶祝美朝
峰會舉行，特別推出「特金漢堡
餐」，昨日中午更免費派發250個迷你
漢堡，短短 25 分鐘內被掃光，同日下
午6時再免費派發250個迷你漢堡。另
外，可口可樂推出峰會限量版罐
裝可樂，罐上以英文及韓文
印上「和平、希望及理
解」的字句。
「特金漢堡餐」包括一個插上
美國和朝鮮國旗的漢堡包，餡料包括
免治雞肉、海苔和泡菜，原價售 12 坡元
(約 71 港元)，今次派發的則是迷你版。酒
店總經理加西亞表示，希望藉派發迷你漢

■「特金漢堡
特金漢堡」
」插上美
朝國旗。
朝國旗
。
網上圖片
堡慶祝峰會，並讓大眾感受友誼。一名女
士吃過迷你漢堡後表示，漢堡包含美式和
韓式口味，非常美味。

80年歷史最高法院木枱成談判桌
美朝元首昨日會面以至簽署聯合聲明
時，使用的會議桌大有來頭，它曾是新加

■會議桌已有
會議桌已有80
80年歷史
年歷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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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最高法院首席法官使用的工作桌，已有
80年歷史。
這張長 4.3 米的古董木枱，於 1939 年由
本地木匠親手以原塊柚木製成，在最高法
院成立時開始使用，作為首席法官的工作
枱，曾見證不少歷史時刻，包括新加坡首
位亞裔首席法官黃宗仁於1963年上任。
2005年最高法院遷至新大樓，舊大樓成
為博物館，這張木枱亦完成歷史使命，作
為展品供人參觀。美國駐新加坡大使館今
次特意租用它，作為峰會談判桌。

金正恩讚星清潔又美麗

■韓國市民觀看峰會
直播。
直播
。
法新社

金正恩於美朝峰會前夕，在新加坡
官員陪同下夜遊當地，金正恩讚揚新
加坡清潔又美麗，並指通過參觀可充
分了解新加坡的經濟潛力和發展面
貌，對該國留下良好印象，朝鮮願意
學習新加坡經濟社會發展的經驗。朝
鮮勞動黨機關報《勞動新聞》昨日更

星收藏家搶購朝幣
每枚盛惠18萬元

金正恩比特朗普早到 以示尊重

250特金漢堡極速掃光
可口可樂推「和平版」

■大批民眾在酒店外
守候金正恩。
守候金正恩
。 路透社

韓國民間非常關注美朝峰會，多
名演藝界人士於社交網站 Instagram 送上祝福，期望峰會帶來和
平，有國民於工作時間偷偷收看峰
會直播，認為峰會對韓國影響深
遠。在首爾火車站，大批乘客駐足
圍觀電視直播，美國總統特朗普和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握手一刻，現場
即時爆出歡呼聲與掌聲。
歌手尹鐘信昨日上載美朝領導
人握手的照片，稱「兩人終於會
面」；另一藝人南熙碩上載同一
幅照片，指兩人握手持續 12 秒，
認為他們身後的兩國國旗圖案意
外地相配。演員林周煥則在照片
加上豎起拇指的表情符號，以示
支持。

洛文喜極而泣

於頭版刊登多達 14 張金正恩夜遊的照
片。
14 張照片佔了頭版逾半版面，包括金
正恩在新加坡外長維文及教育部長王乙康
陪同下，參觀濱海灣金沙酒店空中花園及
禧年大橋等景點，以及圍觀群眾拿出相機
拍攝金正恩的場面。

美聯社

朝鮮過往為紀念導彈試射等大事發行硬
幣，但因朝鮮受國際社會制裁，紀念幣不
能公開拍賣，令收藏家趨之若鶩。由於美
朝峰會在新加坡舉行，朝鮮紀念幣的價格
在當地水漲船高，更吸引許多新手收藏家
加入爭奪，令擁有朝鮮硬幣的新加坡錢幣
商人發了一筆意外之財。
約瑟夫參與買賣朝鮮硬幣近兩年，美朝
峰會舉行消息傳出後，他進行了自己歷來
最大筆朝鮮硬幣交易，以每枚2.25萬美元
(約 18 萬港元)價格出售兩枚 5 盎司金
幣。約瑟夫稱，市面上只有 3
枚這款金幣流通，他起
初以每枚低於1.4萬美元
( 約 11 萬 港 元) 的 價 格 購
入，又表示近期朝鮮硬幣
受追捧，錢幣交易商每日
都因此賺錢。

美傳譯員李燕香
唯一在場女性
美朝元首能打破
語言隔閡，進行歷
史性會面，全賴雙
方的傳譯員。擔任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
的傳譯員，是隸屬
朝鮮外務省的金鑄
成(譯音)，他早前曾
陪同朝鮮勞動黨副
委員長金英哲到訪
■李燕香 網上圖片
白宮，已有跟特朗
普「交手」的經驗。特朗普的傳譯則是國
務院傳譯服務部門主管李燕香(譯音)，她
亦是峰會期間唯一在場的女性。
61 歲的李燕香於中學時期曾到伊朗留
學 3 年，回國後入讀首爾延世大學修讀聲
樂，其後在瑞士日內瓦大學攻讀傳譯並取
得博士學位。她 2008 年加入國務院任高
級外交傳譯員，其後升任傳譯部門主管，
曾為前總統布什和奧巴馬擔任傳譯，各總
統均稱呼她為「李博士」。
金鑄成 2 月曾陪同金英哲訪問韓國，
出席平昌冬奧閉幕禮，金英哲其間與美
國中情局官員見面，探討舉行美朝峰會
的可能性，當時正是由金鑄成負責傳
譯。金正恩日前與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會
面時，金鑄成亦擔任傳譯。曾任朝外交
官的脫北者指出，金鑄成並未接受專業
傳譯訓練，但因操得一口流利英語，故
被挑選為外交傳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