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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綜合英國廣播電視公司、法新社、共同社
12日消息：朝鮮在12日上午突然發射 「衛星」 ，日本官
民對此表現震驚。部分傳媒印刷《號外》在東京街頭上發
放時，被眾多市民圍堵索取。

日本軍方尤其慌張。12日上午，防衛省大門外不同
尋常地停着一輛警車，大院內軍車林立，氣氛緊張。防衛
大臣森本敏當天鮮有地穿上了軍裝。他上來就口帶顫音地
宣布： 「今天上午9點45分，朝鮮發射了 『導彈』 。」
旁邊一位工作人員立即指點着桌前的材料，對他耳語。他
立即又說： 「我剛才說錯了。重來一遍吧。今天上午9點
49分，朝鮮發射了 『導彈』 。」

日本各大傳媒也紛紛對朝鮮舉動都超出預測難掩震驚
和慌亂窘態。過去兩天都引述不同專家分析指朝鮮不可能
成功的傳媒，周三已掉轉口氣，表達對朝鮮威脅的驚恐不
安。

位於 「導彈」 飛行軌跡下的沖繩縣一度出現驚慌，沖
繩官員和居民紛紛表示 「措手不及」 、 「真嚇人」 。當地
時間上午10點，沖繩縣政府通過 「全國瞬時報警系統」
通報朝鮮發射 「導彈」 ，縣知事仲井真弘多的最初反應是
驚訝，稱 「被鑽了空子」 。在那霸市等公交車的一名女大
學生說： 「這個消息是母親告訴我的。覺得很可怕。」 石
垣島一家民宿的老闆稱： 「幸好沒發射 『愛國者-3』 ，
用武器對攻很可悲。」

儘管韓國強烈譴責朝鮮的發射行為，但是大多數韓國
人對此泰然處之。大概因為朝韓關係常年緊張，朝鮮又屢次
挑釁韓國，韓國人已對來自朝鮮的震驚和恐懼情緒免疫。

韓民眾處之泰然
即使有右翼團體發起小規模的抗議活動，但大多數韓

國人也就稍稍表達對朝鮮的不滿。
一名23歲的女秘書說： 「我的印象就是，朝鮮非常

努力的要向世界展現一些東西，在他們經常失敗的地方，
而最終終於成功了。」 她諷刺地說： 「幹得不錯。但我仍
舊不明白他們想通過這個完成什麼目標。」

東京恐慌 防相口誤【本報訊】據日本《產經新聞》11
日報道：美、日、韓三國針對朝鮮射
「星」的戰力部署，有可能成為中國

和俄羅斯收集軍事部署情報的契機。
因應朝鮮發射火箭，日本已在東

海和日本海海域分別部署2艘和1艘
驅逐艦，並在沖繩及東京首都圈附近
7處部署 「愛國者-3」號反導彈系統
（PAC3）。美國也派出兩艘載有反
導彈系統的宙斯盾驅逐艦前往相關海
域監視朝鮮。

按照美、日導彈防禦系統的要求
，宙斯盾艦搭載 SPY1 彈道導彈偵測
雷達，而日本空中自衛隊的 FPS-5
地基雷達也可根據需要進入遠端監控

模式，美、日反導彈系統 「在平時投
入運用實屬罕見」。

《產經新聞》的報道指出，美、
日、韓國相繼在相關海域部署多艘宙
斯盾艦和反導彈驅逐艦，對中國和俄
羅斯來說，是 「偵查美、日、韓戰力
部署和合作能力的絕佳時機」。

在此背景下，包括主力艦在內的
中國海軍艦隊4艘軍艦結束在沖之鳥
島礁附近的遠洋訓練，10 日通過日
本沖繩、那國島與西表島間的毗鄰水
域北上返航，這被認為是 「偵查美、
日、韓動向的表現」。報道還警告說
，今後中國可能會出動偵察機進行大
範圍情報蒐集活動，日本需要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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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社會國際社會 反應強烈反應強烈

聯合國：違聯合國決議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稱，朝鮮的

發射行動違反了聯合國 1874 號決議，是
對國際社會堅定和一致立場的蔑視，安理
會在當地時間12日上午召開緊急會議。

歐盟：或實施新制裁
──歐盟外交專員

阿什頓稱，歐盟將與重
要盟友進行密切磋商之
後考慮作出適當反應，
包括可能實施額外限制
措施。

俄羅斯：各方應保持克制
──俄羅斯外交部呼籲，朝方不要採

取與聯合國安理會決議相背的新行動同時
強調其他各方應保持克制，避免採取進一
步加劇緊張氣氛和恢復六方會談進程。

日本：忍無可忍 強
烈抗議

──日本首相野田
佳彥表示，極其遺憾，
無論如何無法容忍。已
提出強烈抗議。將與國
際社會一道嚴肅應對。

韓國：應承擔嚴重後果
──韓國外長金星煥稱，朝鮮不顧其

間國際社會的警告強行發射了導彈，韓國
政府將同國際社會一道對朝鮮進行強烈譴
責，朝鮮應該承擔嚴重後果。

美日韓譴責 中俄促克制
安理會急謀對策 或啟新一輪制裁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美聯社、路透社、韓聯
社12日消息：朝鮮12日成功發射火箭，亞洲鄰國與
世界大國多半對此表示憂心，認為朝鮮罔顧國際社會
警告和安理會決議。美國及其盟友韓國和日本都大加
譴責，歐盟揚言要實行新制裁，中國與俄羅斯也表示
遺憾，同時呼籲各方冷靜。聯合國安理會當地時間12
日召開緊急會議討論。

【本報訊】綜合中新社、韓聯社12日消息：聯合國
安理會就朝鮮發射火箭召開緊急會議，北京大學國際關
係學院副院長王逸舟指出，朝鮮在此時發射火箭，有為
日後朝韓談判增加籌碼的考慮。朝鮮發射衛星並不一定
意味着會造成朝韓關係緊張，這也要看韓國日後會如何
應對。中國一貫秉承用對話解決問題的態度，不會同意
制裁的要求，以聯合國安理會的名義制裁朝鮮應該不會
實現。

他預測，即使是對朝鮮制裁，也可能是美日單方面
對朝鮮宣布的舉動，而 「提升到伊朗的水平」也不可能
。同時，美日等國是否會把之前的威脅的落實，還要看

其下一步的行動。
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副院長劉江永認為，

在這次發射前，朝鮮已經對國際社會可能產生的壓力和
影響做了預先準備。他說，朝鮮在發射前就對國際社會
做了比較透明的預告，也對國際社會的反應有所準備。
而從目前情況看，此次發射並未對本地區造成重大損失
或損害，有關各國的反應目前還算冷靜。

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時殷弘12日表示，4月朝
鮮發射火箭後，安理會發表了聲明表示朝鮮若再次挑釁
時將加強制裁，但毋庸置疑，中國不會贊成制裁。

朝射星為談判增加籌碼

朝鮮火箭發射之後，韓國總統李明博立即召開國家安全委員會
緊急會議商討對策，軍方更全面提高安全戒備程度。外長金星煥在
會後稱，朝鮮此舉已對半島和平局勢造成嚴重威脅，朝鮮會因此更
加受到國際社會的孤立。

日本政府已通過外交渠道向朝鮮提出了嚴正抗議，要求安理會
通過決議加強對朝金融制裁，還將考慮強化單邊制裁措施。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維爾托 12 日譴責朝鮮此舉 「極具
挑釁性」，美國將與六方會談有關國家、安理會和其他聯合國會員
國開展合作，採取適當行動。歐盟也威脅對朝鮮實施新一輪制裁。

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 12 日對朝鮮的發射活動表示遺憾，並對
其後果表示關注。安理會於 12 日上午召開緊急理事會，一位西方
外交官透露，聯合國或會 「強硬應對」。

朝稱射 「星」 乃合法權利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 12 日說，中方對朝方在國際社會普遍

表明關切的情況下實施衛星發射表示遺憾。
洪磊說，中方一貫主張通過對話協商找到實現半島和平穩定和

長治久安的根本辦法，希望有關各方冷靜對待，共同維護半島和平
穩定大局。

洪磊強調，朝鮮有和平利用外空的權利，但這一權利目前受到
安理會有關決議等的限制。朝鮮作為聯合國會員國，有義務遵守安
理會有關決議規定。中方認為，安理會有關反應需慎重、適度，應
有利於維護半島和平穩定大局，避免局勢輪番升級。

俄羅斯外交部的聲明稱，俄方對朝鮮發射衛星深表遺憾，但呼
籲各方應保持克制，六方會談是解決朝鮮半島核問題和其他問題的
最佳方式。

朝鮮 12 日回應稱，本次發射並非 「導彈」，並表示將將繼續
行使其發射 「衛星」的合法權利，繼續推動航天工程的發展，稱這
不應是聯合國安理會辯論的話題。

或影響日韓大選結果
朝鮮這次發射挑動世界各國的敏感神經。韓國 19 日將舉行總

統大選，此次發射或許會增加新國家黨黨首朴槿惠打敗對手、民主
統合當黨黨首文在寅的勝算，因為朴槿惠一向對朝態度強硬。但朴
槿惠和文在寅都許諾，會對現任總統李明博的強硬路線做出一定程
度的軟化。李明博過去5年對朝的強硬政策被認為是失敗之舉。

日本這次反應比較迅速和及時。當地時間10點05分開始，日
本政府向媒體緊急通報朝鮮發射火箭，並在 Twitter 上公布相關消
息，拉響預防警報。日本多家電視台也全程進行直播。對於在 16
日大選處於劣勢的民主黨來說，本次表現或許會挽回低迷的民望，
野田可臨時抱了一下 「佛腳」。

《紐約時報》指出，朝鮮不顧警告發射火箭，證明美國近年的
制裁行動沒有效果，奧巴馬在第2任期與朝鮮政府打交道的複雜性
由此加劇。

中國：表遺憾籲冷靜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表示，

中方對朝方在國際社會普遍表明關切的
情況下實施衛星發射表示遺憾。中方一貫
主張通過對話協商找到實現半島和平穩
定和長治久安的根本辦法，希望有關各方
冷靜對待，共同維護半島和平穩定大局。

◀日本自衛
隊在沖繩部
署的 「愛國
者-3」 號反
導彈系統

路透社

儘管朝鮮仍然受到國際社會的經濟制裁，但始終無法阻擋其現代化的腳
步。自2008年埃及OT移動公司與一家本土公司聯合為朝鮮提供3G移動通
訊服務後，移動電話普及率明顯增加。記者在平壤、南浦以及清川江等城鄉
地區看到，不少朝鮮人都擁有手機。巨型LED顯示屏、路面行駛的奔馳和
林肯等車輛以及尋常家庭的數碼相機，都能讓人感覺到朝鮮擁抱現代社會的
濃厚氣息。 圖、文：本報記者 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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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時報》記者芭芭拉在對
「脫北者」採訪的著作《我們最幸福》

中寫道，朝鮮的情侶只能在黑暗中手牽
手。很多去過朝鮮的人則描述稱，街道

上的行人永遠都面無表情，且衣着單調。

情侶黑暗中牽手成過去式
然而，現在一股時尚浪潮在朝鮮街頭湧現。

粉色、黃色等亮色系成為很多年輕女性套裝的顏
色，鬆糕鞋和大耳環也時常可以在營業至午夜的
餐廳中見到。與此同時，男性衣着也不再拘泥於
「將軍服」，街頭越來越多的朝鮮男人身着西服，還

有年輕學生身穿阿迪達斯運動服在街頭踢球。
下班時間，馬路上的一對男女引起了記者的

注意。這名男子將手搭在女子的肩膀上，記者身
旁的中國遊客見狀連說「那人肯定是生病了」。可是
話音未落，這名女子又順勢用手攬住男伴的腰。夜
晚行走在金策工業綜合大學前的馬路上，偶有也有
學生模樣的男女牽手走過。

坐落於平壤繁華地段的 「銀河水」餐廳，直
至深夜仍有朝鮮民眾逗留。兩名朝鮮青年男子面前
擺着炸醬麵、辣白菜等傳統朝鮮料理，佐以大同江
啤酒和中國進口的飲料小聲談笑。他們絲毫不忌諱
談起各自初戀，惹來同行的女伴陣陣笑聲。

彩票酒吧樣樣不少
旅遊專業的大三學生崔銀姬（化名）拿出手

機向記者介紹稱，每個月服務費是150朝鮮元，可
以任意通話200分鐘。她還大方秀出自己佩戴的手
表， 「這是父親送給我的禮物，瑞士製造。」埃
及 OT 移動公司數字顯示，截至 2011 年第三季度
末，朝鮮手機網絡用戶超過80萬人，佔全國人口
近3%。由此可見，朝鮮人持有移動電話的熱情前
所未有。

在朝鮮充滿政治標語的街頭，現代傳播技術
和商業廣告開始佔有一席之地。平壤火車站前廣
場一側豎立的巨型 LED 屏幕，從傍晚開始至午夜
一直滾動播映新聞節目、天氣預報以及電視連續
劇。 「平和」汽車廣告位於 LED 屏幕身後，五款
汽車依次排開，同樣的廣告牌在平壤大劇院附近
也可以找到。據悉，金正恩上台後，朝鮮奢侈品
進口激增。崔銀姬則告訴記者說，朝鮮可以買到
國際名牌，彩票和酒吧也有， 「在我住的那個區

域，就有一個年輕人夜晚跳舞的酒吧，名字叫
『愉快』。」

標語與霓虹共生共融
當下朝鮮最吸引人的地方在於，政治標語可

以和現代霓虹共生共融。在農村，出現頻率最多
的標語是 「偉大的金正恩同志萬歲」，緊接着是
「以我們的方式建設強盛大國」和 「徹底貫徹黨

的農業方針」。午夜時分，平壤市中心的高音喇
叭中響起歌聲，一陣悠揚過後，平壤重歸寂靜。
夜歸的女服務員告訴記者說，這首歌的名字叫
《將軍，我想念你》。

▲平壤火車站前的LED電視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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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擁抱現代社會

▲朝中社▲朝中社1212日公布朝日公布朝
鮮火箭發射情況電視鮮火箭發射情況電視
截圖截圖 法新社法新社

美國：嚴重挑釁行為
──美國國家安全會議發言人維爾

特表示，朝鮮發射火箭違反了國際義務
，損毀了防擴散體系，再次顯示了朝鮮
不負責任的行動方式。美國在監視朝鮮
挑釁的同時，鑒於區域內安全威脅將與
同盟國進一步加強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