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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拒絕與朝鮮直接談
判，而寧願繼續孤立朝鮮和
制裁朝鮮。這是一種錯誤的
態度。擔心朝鮮發動戰爭當

然是合理的，但是朝鮮的過往紀錄表明，朝鮮
的好戰姿態只是該國認為可以引起注意的唯一
辦法。也許現在應該向朝鮮表明，朝鮮要繼續
談判，並不需要採取這種怪異的行為。

外交活動是數千年前發明的，旨在使我們
可以跟敵人談判。外交禮節可防止敵對雙方人
員在對方的宮廷被砍頭。外交活動並不是為了
與朋友溝通。因此，華盛頓 「戰略」思想家的
流行觀點，從歷史角色看都是不正常的。

世界其他國家已得出一個結論，認為最好
是跟敵人談判，哪怕是數千年的宿敵。就是為

什麼中國人和越南人、土耳其人和希臘人、俄
羅斯人和波蘭人、朝鮮人和日本人、印度人和
巴基斯坦人都建立外交關係並彼此對話。這已
成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做法，美國是例外。這
使中國有機會在一些最重要的外交問題上主動
出擊。

就以最近俄羅斯總統普京與中國主席習近
平會晤為例。俄羅斯外交政策專家知道，從長
遠看，中國帶來的戰略挑戰比美國更大。那為
什麼普京與習近平合作如此愉快？因為美國在
處理與俄羅斯和中國的關係時，既笨手笨腳又
丟臉。更糟糕的是，美國很少人知道丟臉的程
度。

朝鮮是美國改變其做法的一個好機會。現
在有一種迫切的需要，要求美國在該地區採取

新態度。奇妙的是，當金正恩被問到他希望看
到什麼時，他簡單地說：請讓奧巴馬先生給我
打電話。（這是洛文說的，他是前職業籃球隊
員，最近隨《韋斯》雜誌一個 「外交」使團訪
問朝鮮。他此行遭到主流媒體的嘲弄─但至
少他去了。）

幾乎所有敵對國家都有電話對談。這反映
了一種古老的外交智慧。誠如法國路易十四的
特使弗朗索瓦．德卡利耶所言： 「每一位基督
教王子，都必須有這樣一個座右銘，也即除非
他已經窮盡理性和勸說辦法，否則他絕不可以
用軍隊來證明他的權利。」

奧巴馬應好好聆聽這句話。而如果他領會
了，他也應打電話給伊朗。在歷史上，每一位
英明的領導人，都懂得想辦法跟敵人談判。我
們無法知道朝鮮的威脅到底有多大程度是真的
。但如果不跟它談判，我們就更無從知道。現
在是美國以傳統智慧辦事的時候了─也是美
國以難以預料的方式辦事的時候了。

英國《金融時報》

安撫朝鮮 只須一通電話

【本報訊】據《華盛頓郵報》3日報道：在開城工業園運營的八年
間，朝鮮從未真正關閉過該園區，它一直被視為朝韓合作的典範。歷史
上，朝韓兩國都不願過多干涉開城，即使2010年朝鮮接連兩次向韓國發
動致命襲擊，園區仍運作如常。

對於朝鮮來說，開城工業園是經濟開放和成就的象徵。韓朝首腦
2000年簽署《南北共同宣言》後，雙方開展的經濟合作項目。在朝韓邊
境以北6英里，園區於2005年開始運營，目前有超過120家韓國企業入駐
經營，朝鮮工人約有5.4萬名。

開城工業園是朝鮮現金的重要來源，該國資金嚴重短缺。該工業園
每年為5.34萬名朝鮮工人帶來超過9200萬美元的工資，這些工人受僱於
123家韓資紡織廠和其他勞動密集型工廠。這些韓資企業，被稅項減免
和低息政府貸款引誘而來，並可使用日薪約2至3美元的朝鮮廉價勞動力。

工業園所在的開城，人口約20萬，他們幾乎全部依賴工業園維生。
如果朝鮮關閉工業園，該城的經濟會完全崩潰，有可能引起社會不穩定
。韓國慶南大學朝鮮研究教授林恩澈（音譯）說， 「那對朝鮮當局來說
是一個嚴峻的負擔。」

對於韓國來說，開城工業園是半島兩國合作的藍圖。生產各種產品
，從紡織品到廚房設施無所不包的開城工業園，是一個韓朝微妙和睦相
處的象徵。雖然工廠的喇叭會播放讚揚金氏家族的歌曲，不過電源、水
源、污水系統、技術和工人的餐點，全部來自韓國。在這裡，朝鮮工人
製作的產品會被運回韓國，再被運往從澳洲到中國的世界各地。

朝韓合作象徵 運營8年未關閉

韓表韓表十分遺憾十分遺憾稱為保安全不惜動武稱為保安全不惜動武

3日早上8點半，數百名韓國人排隊等候進入
開城工業園，但他們的進入許可先是被延遲，
隨後遭拒絕。這是自2009年以來，朝鮮首次限制
開城工業區的人員出入。當年，朝鮮在核試後
也宣布進入 「戰爭狀態」，禁止韓方工人進入
開城。該工業園的命運，一直是被當做指標，
以評估朝鮮近期對韓國和美國發出的威脅的真
實性。開城工業園的正常運作，被認為是朝鮮
不會把威脅付諸現實的幾個跡象之一。

近千韓人自願滯留
韓國統一部說，按計劃當天應有484名韓方

員工和371輛車進入開城工業區，但其中466名員
工和356輛車被拒絕入境，不得不返回韓國。朝
鮮並未聲明限制的時長，不過，朝鮮同意讓區
內約861名廠區經理及工人返韓。按照例常值班
表，周三原本應有446韓方人員回國，但是由於
沒有人來替代他們，只有46人決定返韓。

當天在園區內，韓方企業的工廠仍在進行
正常作業。分析認為，駐園企業可能考慮到會
出現勞動力緊張的現象，因此大幅縮減返韓人
數。即使韓國政府要求韓方人員返國，駐園企
業很可能會以工作需要為由而留在園區內。

韓國統一部指出，剩餘的人是自願留下，
但由於所有供應品需從韓國運
入，這些人可能出現缺糧狀況
。統一部發言人金炯錫告訴記
者： 「如果這個情況延續下去
，韓國政府清楚缺糧情況會發
生。」

韓國防部訂應急方案
對於朝鮮限制韓方人員入

境，金炯錫說： 「這是一個非
常遺憾的局面。它威脅到開城
工業園的穩定運作，我們促請
朝鮮立即恢復那裡的正常來往

。」金炯錫說，政府正在與商界磋商如何確保
留在開城的韓國工人的安全。

韓國國防部當天表示，當局有應變計劃以
確保開城工業園區內韓國人員的安全，其中包
括軍事行動的可能。韓國防長金寬鎮表示，國
防部已備有應急方案，包括可能的軍事行動，
以防萬一出現嚴重情況。

不過，金寬鎮也認為，從目前來看韓朝之
間發生全面戰爭的可能性不大。此外，朝鮮尚
未考慮真正關閉開城園區，目前在園區內還保
持其他的聯絡渠道。

專家：嚇唬韓國人
朝鮮決定禁止韓方人員進入園區，對區內

約120家韓國企業來說，是一個立即見效而又 「
嚴重的」阻礙。首爾韓國統一研究院執行院長
崔真旭（音譯）表示， 「我不認為（朝鮮領導
人）打算關閉開城，他們只是想嚇唬韓國人。
他們想說， 『好吧，現在我們打算直接影響你
們的生活、你們朋友的生活，你們的兒子們和
父親們的生活』。」

朝鮮對開城作出的決定，彰顯出朝方正採
取更強勢態度。不過，若干韓國專家則表示，
平壤這麼做可能僅為暫時舉措，畢竟開城工業
區是平壤的金融命脈，根據經濟學家計算，開
城年均產值為2000萬美元至1億美元。

2009年朝鮮因韓美軍事演習而三次禁止韓國
人員出入境。數以百計的韓國人滯留在開城，
工廠物資供應的庫存幾近枯竭。軍事演習結束
後，朝鮮便解除出入境禁令。現時的韓美軍事
演習，將持續至四月底。

中方冀朝韓對話解決問題
【本報訊】綜合中新社及韓聯社3日報道：朝鮮3日拒絕

韓方人員進入開城工業園區，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當天在
例行記者會上就此表示，朝韓雙方改善關係、和解合作有利
於半島和平穩定，我們希望朝韓雙方能夠通過對話協商解決
有關問題。

在被問及中方是否正與朝韓就半島形勢進行對話磋商時
，洪磊表示，中方與六方會談有關各方就當前朝鮮半島局勢
保持密切溝通。中方近期也已就有關問題多次表明了立場
。洪磊指出，維護朝鮮半島和平穩定、實現半島無核化符合
有關各方共同利益，也是有關各方共同責任。

另據，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張業遂2日分別會見韓國駐中
國大使李揆亨、朝鮮駐中國大使館臨時代理大使朴明浩、美
國駐中國大使駱家輝，傳達了中方對最近朝鮮半島事態的立
場，並敦促緩和緊張局面。據悉，張業遂向朴明浩表示，中
方對於近期朝鮮接連做出有關戰爭的發言和行動極其擔憂，
進而嚴重警告了朝方。

張業遂2日接受採訪時曾表示，我已奉命分別約見有關
國家駐中使節，就當前朝鮮半島事態表明了嚴重關切。路透
社指，這顯示中方對情勢逐漸失控愈來愈感憂心。

開城工業園基本資料
韓國企業
朝鮮工人

朝鮮工人平均月薪
韓國經理
韓國投資

2012年產值
2004年開始累積產值

（法新社）

123家
53397名
144美元
861名

超過8億美元
4.695億美元
19.8億美元

【本報訊】綜合韓聯社及美國《華盛頓郵報》3日報道：朝鮮3日突然禁止韓
國人員進入開城工業園區，但准許人員離開返回韓國。由於擔心勞力不足，韓資
企業人員並未按計劃返韓，目前有近千人滯留區內。韓方對朝鮮決定表示遺憾，
韓國防部並表示有應變計劃，以確保區內韓國人員的安全，其中包括軍事行動的
可能。

▼▼一名韓國士兵一名韓國士兵33日日
在朝韓邊境的非軍事在朝韓邊境的非軍事
區站崗區站崗 法新社法新社

▶▶朝韓邊境的朝韓邊境的
韓國海關處設韓國海關處設
有販賣朝鮮商有販賣朝鮮商
品的小店品的小店

路透社路透社

▲韓方車輛3日無法進入朝鮮開城工業區，無奈返回
路透社

▲2012年9月，開城工業區內的一名朝鮮工人在韓國工廠內工
作 資料圖片

▲韓軍3日在坡州進行應對假想朝鮮攻擊的軍事訓練 美聯社

朝鮮對外示強幾乎窮盡所有
可能。四月三日，朝鮮方面在毫
無預警情況下，突然禁止韓方人
員進入開城工業園區，逗留在工
業區外的大批韓國人員及車輛被

迫折返。對朝方舉動，韓國政府也只能無奈地表
示 「非常遺憾」 ，並敦促朝方立即恢復開城工業
園區的正常出入。

朝鮮關閉開城工業園早在意料之中。在南北
尖銳對立的背景下，開城工業園作為朝韓合作的
唯一大型項目，某種意義上講，已成為朝鮮方面
手中的一個 「政治籌碼」 ，只要政治上需要，就
會隨時拿來開刀。因而，開城工業園運營情況，
也成為觀察朝鮮半島局勢的 「風向標」 。

自朝方切斷南北軍事熱線、宣布半島進入戰
時狀態後，人們就把目光集中在開城工業園的命
運上。一旦這條通道被切斷，那就意味南北方

徹底隔絕，雙方出現意外的風險將會繼續增加。
近一段時間以來，開城工業園運作實際上處於一
種非常狀態，朝方每天早晨八點左右會電話聯繫
園區管理委員會，通知允許韓方人員進出園區。
韓方心理十分忐忑，不知朝方哪天會突然翻臉，
關閉園區。

開城工業園自建立伊始就是一個 「政治項目
」 。根據朝方的設想，是希望通過複製中國深圳
的模式，在這片距南北分界線僅一公里的地區闢
出一塊實驗田，在 「民族團結」 口號下，把韓國
的技術、資本與朝鮮的廉價勞動力有機結合，使
之成為 「局部經濟統一的」 實驗台。而從韓國方
面看，時任韓國總統金大中與朝鮮最高領導人在

二○○○年達成該項目時，正值韓對朝實行 「陽
光政策」 ，此項目可被看作是韓國對朝援助的實
質舉措，也象徵南北致力統一的美好願望。工
業園自投入運作以來，沒有一天脫離政治氣候
的影響，特別是自李明博上台，韓對朝政策由軟
轉強，引發朝方強烈反彈，開城工業區變成了 「
人質」 ，經營陷入困境。而朝方也因應形勢需要
，對該園區屢開屢關，令其始終處於風雨飄搖之
中。

其實，朝鮮關閉開城工業園是一 「自宮」 式
的愚蠢之舉，對外界僅僅是一種無足輕重的政治
姿態，但對朝自身的傷害卻是實實在在的。韓國
方面並不需要通過與朝的這一合作獲得什麼實際

收益，國家發展及居民生活水平與此毫無關聯。
倒是該工業園為朝鮮解決了五萬人的就業，國家
相當多外匯來自這一項目。關閉開城不僅令在園
區工作的幾萬名工人丟了飯碗，也令政府失去了
一條重要的外匯來源。

更為重要的是，開城工業園的命運對未來是
一示範。今天關閉開城，明天就可能關閉其他任
何合作項目。朝方出於政治需要，在經合項目上
出爾反爾，給其惡劣的國際形象雪上加霜。朝鮮
最高人民會議日前決定，重新啟用曾因推動改
革而被罷黜的朴鳳柱擔任內閣總理，向外界傳
遞出金正恩認真對待經濟改革的訊號
。但在當前如此惡劣的環境下，很難
想像有哪位投資者敢把資金投到朝鮮
。金正恩所謂經濟與核武並重的 「新
政」 ，到頭來恐怕仍然是一場黃粱美
夢。

開城命運多舛 朝經改夢難成真

英媒批美拒絕談判是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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