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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壤一向以其好戰辭令聞名，但最近數日
連連發表高調言論，令人擔心在朝鮮和韓國都
計劃下周舉行重大軍事演習時，可能會發生邊
境衝突。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8日呼籲，
各方應該避免採取可能進一步加劇緊張局勢的
行動。韓國統一部發言人金炯錫說，韓國政府
對朝鮮的宣布表示遺憾。

過去五次切斷熱線
朝鮮和平統一委員會當天發表最新聲明稱

，韓美進行的聯合軍事演習是對朝鮮的公開侵
略行為，全面推翻了關於朝韓互不侵犯的協議
。因此，朝鮮 「廢除北南之間達成的所有非侵
略協議」，從《朝鮮停戰協定》完全無效的3
月11日起，關於朝韓之間互不侵犯的協議也將
全面無效。

該委員會發表的聲明表示，鑒於美韓一直
對朝鮮進行核戰爭威脅，朝鮮將不承認《朝鮮
半島無核化共同宣言》。目前的嚴重事態已經
使板門店聯絡渠道無法履行自己的使命，朝鮮
宣布予以關閉，並立即切斷朝韓熱線電話。該

熱線是在1971年設立的，朝鮮過去已五次切斷
該熱線——最近一次是2010年延坪島炮擊事件
後。

另一方面，金正恩星期四視察西南前線最
南端的兩個守島部隊。該部隊曾參與2010年朝
韓爆發炮戰的延坪島事件。在視察期間，金正
恩宣布朝鮮已準備好迎接 「全面戰爭」，並說
如果覺察到任何入侵，他將下令發動前線攻擊。

金正恩當天凌晨抵達後，聽取了長財島和
茂島防禦部隊的戰備情況和敵情彙報，要求守
島部隊做好經常性的戰鬥準備，並就如何對駐
守延坪島附近的韓國部隊進行精確打擊作出指
示。2012年8月，金正恩曾視察過這兩個守島
部隊。韓國國防部說，朝鮮正在舉行一系列軍
事演習，並隨時準備舉行其規模異乎尋常的全
國性大演習。

中方促各方冷靜克制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說，當前半島形

勢高度複雜敏感。維護半島和東北亞地區的和
平與穩定符合國際社會共同利益。中方要求有

關各方保持冷靜和克制，避
免進一步採取可能導致局勢
升級的舉動。韓國統一部發言人
金炯錫還表示，按照國際慣例，任
何協議的廢除不能由單方面說了算
，必須由所有簽署方協商後才能作出決
定。

國際危機研究組織駐首爾安全專家丹
．平克斯頓警告說，在這種易變的氣氛中
「一向存在一個風險，就是計算錯誤和

快速升級」。他說： 「這些（威脅）大多
數是吹牛，但朝鮮政權同時也是在發出信
號，表明它想冒更大風險，而這是一個危險的
訊號。」

首爾世宗研究所朝鮮問題分析家白鶴淳說
： 「在我看來，這令人覺得是朝鮮戰爭以來最
危險的局勢。」他認為，平壤這一回是決心要
挑起對抗。對朝鮮來說，比全面戰爭更有可能
的選擇，是在朝鮮與韓國一段有爭議邊界製造
一系列衝突，該有爭議邊界，是海上邊界，被
稱為北方界線。

【本報訊】據韓聯社8日消息：韓國防部
發言人金奭8日就朝鮮核攻擊威脅表示，這
是對大韓民國國民的要挾，核武在過去為了
終結世界大戰曾使用過兩次，但若朝鮮用核
武攻擊生活在自由民主主義體制下的韓國國
民的話，全人類將不會饒恕該行為，金正恩
政權將在地球上被消滅。

據朝鮮勞動黨機關報《勞動新聞》報道
，朝鮮人民武力部副部長姜杓永7日參加在平
壤金正日廣場上舉行的支援 「最高司令部發
言人聲明」 的平壤市軍民大會，並代表人民
軍官兵發表講話表示，駐紮在祖國統一戰爭

出發陣地的人民軍官兵們正在待命，已確定
用於打擊目標的洲際彈道導彈等各種導彈搭
載了具備輕量化、小型化、多樣化等特點的
核彈頭，正處於待命狀態。

他還威脅稱，只要按下按鈕就能發射導
彈，到時美帝國主義的大本營、罪惡的根源
——華盛頓和美國追隨勢力的據點都將變成
一片火海。《停戰協定》已成廢紙一張，朝
鮮面前只剩下 「火力與核彈的對決」 ，我們
人民軍不管在哪、不管面對任何警告，都會
在所需的時間針對所需的對象展開毫不留情
的、正義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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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法新社及
路透社8日消息：針對朝鮮
聲稱將通過精密的核打擊能
力把華盛頓變成一片火海，
美國白宮7日回應稱，美國
完全有能力防禦任何朝鮮彈
道導彈的攻擊。

白宮發言人卡尼7日回
應稱，美國完全有能力對付
朝鮮任何彈道導彈的攻擊。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紐蘭7日
說： 「可惜，對這個政權來
說，這種極端的辭令了無新
意。」她更指不管在什麼情
況，美國都會保衛自己，還
有它的盟友日本和韓國。

朝鮮屢屢發出言辭激烈
的戰爭威脅，但往往只被視
為世人意料之中的一種言過
其實的辭令而已。專家相信
，雖然朝鮮最新作出的威脅
是要對美國展開 「先發制人
核攻擊」，但朝鮮在技術上
根本尚未做到，甚至可能等
同自尋死路，然而歷史顯示
平壤也曾經說到做到。

已退休的美國中央情報
局朝鮮問題分析員
克林納說，平壤不

時透過官方朝中社反覆作出
威脅，但這些威脅 「十分誇
張，暗示即將進行軍事攻擊
，但最終沒有出現。」韓國
及其金融市場早已學會不理
會朝鮮那些可怕的威脅（即
把首爾變成 「火海」）。

目前是保守派智庫傳統
基金會高級研究員的克林納
警告： 「我們不能輕易否定
朝鮮的威脅，因為它們有多
次付諸實行的紀錄。」例如
在2010年，朝鮮威脅對付韓
國及狠批其時任總統李明博
之後，就發動了對韓國的警
戒艦 「天安」號和延坪島攻
擊，共造成50人死亡。克林
納說： 「難題一直是：朝鮮
今次的威脅是一如既往說說
而已，還是不祥地預兆了將
來的行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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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分析認為，即使朝鮮
威脅向美國作出先發制人核
攻擊，只是一些空洞的話語
，朝鮮的軍事火力仍然強大
，而和它相鄰的韓國最難抵
抗其大炮及火箭。

如果只從數字的層面來
看，朝鮮的軍隊無論是人數
或設備都比韓國充足，似乎
十分可怕：朝鮮有士兵120
萬人，韓國現役兵力約69萬
，但得到2.6萬名駐韓美軍
支援。

不過，平壤的能力和它
的人力物力不成正比。專家
說，朝鮮由於資源稀少，幾
乎放棄經營可以打持久戰的
傳統軍隊，改為把重心放在
核武器和彈道導彈技術。韓
國去年12月的一份防衛政策
聲明指出，朝鮮的前線大炮
可以 「突然大規模」猛烈攻
擊首都首爾，而首爾離分隔
韓朝兩地的非軍事區邊界僅
50公里而已。

朝鮮約有1.2萬支大炮
，其中不少都配置在邊界附
近。朝鮮也有一批作作戰部
署用的中程導彈，當中一部

分的射程超過3000公里，可
以射向韓國、日本以至美國
關島。

曾經領導韓國軍方情報
分支的韓國退役陸軍將領宋
榮根（音譯）說： 「現實中
朝鮮最大的威脅，是發動那
種可以給韓國製造最大疑惑
，但人們又難以斷定誰在背
後煽動，好讓平壤不會立即
遭到報復的攻擊。」他指出
，網絡戰爭或韓國可能出現
的複雜精細的通訊及電網攻
擊，所受到的衝擊就和任何
徹底的軍事行動一樣大。

雖然朝鮮是全世界最軍
事化的國家，但支撐這個國
家的士兵，很多都訓練不足
、吃不飽，而且部署時要做
苦工或農務工作，以補充所
屬單位的貧乏資源。朝鮮的
空軍有820多架戰機，但沒
有足夠的燃料進行單機出擊
或進行維持戰鬥力所需的操
練。韓國亦指朝鮮有4200輛
坦克，但首爾那2400輛不但
時髦，而且保養較佳。

（路透社首爾8日電）

【本報訊】綜合法新社、路透社及新華社8日消息：朝鮮8日以新的核戰爭威脅
來回應聯合國日前通過的制裁措施。朝鮮當天宣布，將全面廢除關於朝韓之間互不
侵犯的所有協議，宣布《朝鮮半島無核化共同宣言》完全無效，並關閉朝韓板門店
聯絡渠道。朝鮮領導人金正恩7日則視察西南前線最南端的兩個守島部隊，並宣布
朝鮮已準備好迎接 「全面戰爭」 。

【本報訊】據法新社8
日消息：3月7日，中國常駐
聯合國代表李保東大使在安
理會表決朝鮮核試驗問題決
議草案後向中外媒體強調，
安理會的決議是解決朝核問
題的重要步驟，應得到全面
執行。但僅靠安理會決議無
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
有外交努力作為後續和支
撐。

李保東表示，安理會剛
剛通過的決議承諾通過對話
談判的和平方式解決朝核問
題，重申支持並呼籲重啟六
方會談，就通過外交努力解
決朝核問題釋放了重要信號
。希各方通過對話接觸彌合
分歧，在六方會談框架下均
衡解決各方關切，推進半島
無核化進程，維護半島和東
北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在聯合國安理會7日一
致通過對朝鮮的 「最嚴」制
裁決議後，華盛頓智
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
究所的朝鮮專家諾蘭
說，對朝鮮銀行交易
和航運制裁能否成功

， 「北京是關鍵因素」。他
說： 「如果中國選擇嚴格執
行決議，這雖然不能終止朝
鮮的核擴散行為，但可以對
其造成嚴重打擊。」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
瑩8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
，中方呼籲各方堅持對話協
商，在六方會談框架下解決
半島無核化問題。中方已就
安理會通過朝鮮核試驗決議
問題表明了立場。安理會第
2094號決議表明了國際社會
反對朝鮮核試驗的立場，同
時承諾通過對話與談判的和
平方式解決朝鮮半島核問題
，重申支持並呼籲重啟六方
會談，總體上是平衡的。中
方秉持客觀公正立場，在決
議磋商過程中發揮了重要的
建設性作用。中國作為聯合
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一貫
認真執行安理會有關決議，
履行相關國際義務。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朝鮮領導人金正恩
（（中中））77日視察茂島防日視察茂島防
禦部隊禦部隊

法新社法新社

◀◀朝鮮士兵朝鮮士兵77日在日在
平壤參加軍事訓平壤參加軍事訓
練練

路透社路透社

▲韓軍K-9型自走炮8日在坡州非軍事區附近進行實彈演習
美聯社

▶▶中國常駐聯合國中國常駐聯合國
代表李保東代表李保東77日發表日發表
講話講話

中新社中新社

▶▶韓國韓國的戰爭紀念的戰爭紀念
館展出館展出19531953年簽訂年簽訂
《《停戰協議停戰協議》》的模的模
擬場景擬場景

路透社路透社

▶朝鮮士兵6日
在未知地點進
行軍事訓練

法新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