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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韓擬定反制朝計劃
【本報訊】據美國《紐約時報》8日報道：針對朝鮮不

斷的文攻武嚇，美國和韓國已經草擬 「反挑釁」計劃，準
備採取比近來舉措更強有力的應對措施，但為預防情勢升
高，釀成更大範圍戰爭，這些行動也將受限制。

美國官員稱，新的 「反挑釁」計劃要求對朝鮮進行直
接但適度的 「回應」─利用同等武器打擊朝方攻擊的源
頭。例如，如果朝鮮像過去那樣炮轟部署了軍事設施的韓
國島嶼，該計劃要求韓國立即予以反擊，以同樣猛烈的炮
火攻擊朝鮮。

韓國國家安保室長在周日表示，朝鮮本周可能會發射
一枚新型 「舞水端」導彈，這種導彈由俄羅斯使用了數十
年的一種潛艇裝載導彈改進而成。美國國防部官員表示，
果真如此的話，他們將可以在幾秒內計算出其軌跡，如果
該導彈似乎以韓國、日本或者美國領土關島為目標，美國
就會設法將其擊落。不過，如果導彈射向公開水域，他們
就不會採取措施，即便導彈會像之前的一次試射那樣飛越
日本上空。

官員們表示，奧巴馬已經排除了利用導彈尚在發射器
裡的最有利時機進行打擊的計劃，除非有證據證明導彈裝
有核彈頭，而情報官員懷疑，朝鮮尚未擁有核彈頭。因此
，關鍵問題是如何在回應預料中的朝鮮敵對行為的同時防
止事態升級。

「最難解決的問題是我們如何進行適度的反擊，同時
又不引發全面衝突或者對首爾的攻擊。」加里．薩莫雷說
， 「大家都知道，我們沒有多少犯錯誤的餘地。」直至上
個月，薩莫雷一直擔任奧巴馬政府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軍
備談判的負責人。

韓國政府的一些公開言論說明，韓國和美國可能沒有
就反擊的力度達成一致，儘管兩國之間的協議確保雙方會
進行協商。一名高級政府官員說， 「韓國的過度反應是一
個真正的危險，我們正在解決這個問題。」

在過去，有關朝鮮半島戰爭計劃的機密附錄從未被公
開。因此，公開披露新計劃的相關協議是一件值得注意的
事情，這既是為了威懾朝鮮，也是為了安撫韓國民眾。回
應的性質至關重要。

▲一名開城韓國工作人員8日往車上裝載電子貨物 美聯社

朝撤開城員工 韓表遺憾

國際關係中，沒有永恆的友
誼，只有永恆的利益。美國對待
釣魚島問題的立場和態度，再次
印證了這一道理。對美國來說，
釣魚島無所謂公正、客觀的標準

，一直是其手中的一張牌，什麼時候 「打」 ， 「
打」 到什麼程度，完全視乎國際形勢的需要，看
能給自己帶來多大利益。

日本媒體日前爆料稱，在美國家檔案館等處
發現的政府文件顯示，在一九七一年《沖繩歸還
協定》簽署前，尼克松政府為拉攏台灣，曾要求
不承認釣魚島存在領土爭議的日本政府作出讓步
，與台灣方面進行直接對話。當時的大背景是，
美國政府正與大陸密切接觸，力爭促成尼克松早
日訪華。而此時，美台關於紡織品貿易的談判也
進入了關鍵時期，雙方雖達成初步諒解，但仍有
嚴重分歧。中美關係破冰的消息令台灣十分不快

，華府 「兩個中國」 的政策也令台灣感到受到了
不公平對待，談判可能受到影響。為拉攏台灣，
美談判代表肯尼迪建議尼克松 「維持現狀」 ，暫
不將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管轄權歸還日本。尼克
松對此建議給予一定理解。

日媒對此舊事重提，有一種被欺騙的、被愚
弄的失落感。試圖想說明，即使是盟友，有時也
是靠不住的。根據日方的理解，正是這一決定形
成了美在釣魚島問題的基本政策，即管轄權 「歸
還」 日本，主權歸屬由各方談判解決，為爭奪埋
下禍根，導致當前中方極力主張擁有釣魚島主權
的事態。日本當然希望，美在釣魚島問題上能夠
完全站在日本一邊， 「歸還」 管轄權的同時明確

日方擁有主權，一旦遇到威脅，即刻啟動安全條
約為其撐腰。但美國顯然並不單純，維持釣魚島
爭議狀態，比明確選邊站，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
，更符合其利益。

縱觀當今世界熱點，幾乎每個地方都有美
國的影子。而凡是有美國影子的地方，爭端往
往源自美國的刻意安排。對美國來說，留下一
些可能引發衝突的導火索，比平息紛爭、伸張
正義更為重要。從中東到非洲，從拉美到亞洲
，美國無時無處不在奉行這一策略。國際上越
有爭端，就越能凸顯美國的價值，其作為的空
間就越大。

釣魚島問題亦同樣。釣魚島爭端源於美國，

也正是由於美國才走到今天這種劍拔弩張的地步
。若認真研究歷史，忠於二戰結束後的國際秩序
，美國不會不知道釣魚島主權的主權歸屬，不會
在一九五一年《舊金山和約》及後來《琉球群島
的地理界限》的私下交易中，把本來應該歸還中
國的釣魚島劃歸自己託管，更不會在一九七一年
日美簽訂《歸還沖繩協定》時，故意把釣魚島及
其附屬島嶼一併劃入 「歸還區域」 ，交由日本管
轄，使日本有了對釣魚島主張主權的藉口。

作為釣魚島爭端的始作俑者，美國不可能成
為解決釣魚島爭端的公正 「裁判官」
。在美日安保條約適用於釣魚島海域
的允諾下，美所謂 「主權問題不持立
場」 的宣示不過是一片謊言。釣魚島
過去、將來都將是服務於美亞洲乃至
世界戰略、遏制中國崛起的一張 「牌
」 ，美將在爭端中坐收漁翁之利。

釣魚島是美國手中一張牌

當天上午9時開始，全權負責對韓政策的金
養健視察開城工業園區的朝方行政機構─中
央特區開發指導總局的開城工業園區事務所、綜
合支援中心、生產一線、通行檢查站等。韓國統
一部負責人當時表示，金養健的視察是有事先準
備的，也是有一定意圖的，但韓方不清楚。

指韓欲把開城變戰爭發源地
朝中社8日稍晚時報道，金養健說視察開城

工業區時，堅稱 「韓國好戰分子的魯莽行為」，
使工業園區 「不可能」恢復正常運作。金養健表

示，韓國企圖讓開城成為 「戰爭的開端」。金養
健說，有關撤出朝鮮工人和暫時中斷園區運轉等
重大措施，將由朝鮮中央特區開發指導總局負責
具體執行。今後事態如何發展，完全取決於韓國
當局的態度。

金養健說，由於韓國保守當局以開城工業區
問題 「侮辱朝鮮尊嚴」導致事態嚴重，工業區的
命運已經變得岌岌可危。韓國國防部長金寬鎮聲
稱要 「解救開城園區人質」，暴露了出動美軍特
種部隊到工業區的 「險惡用心」，這是 「企圖將
開城工業區變成戰爭發源地的蓄意挑釁」。

金養健深受朝鮮前國防委員長金正日的信任
，是朝鮮內部重要的權力人物之一，與國防委員
會副委員長張成澤交情匪淺。2009年8月，韓國
前總統金大中逝世時，時任統一戰線部部長的金
養健與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書記局書記金己男
訪韓進行弔唁，並與李明博總統舉行過會談。

韓醫全撤被指違職業道德
朝鮮自3日起禁止韓國人員跨越邊境進入開

城園區，截至8日，留在開城的韓方人員共有514
名。園區位於朝鮮南部邊境，於2005年開始運營
，僱用大約5.4萬名朝鮮工人。韓國政府和相關
人士7日透露，韓國123家入駐開城工業園區的企
業中，由於原材料和零部件供應中斷而停工的企

業，目前已經增加到13家。
另據入駐開城工業園區的韓國企業8日透露

，最後一名韓國醫生已經於6日撤離了園區。現
在滯留園區內的514名韓國人員，如果出現緊急
發病情況將無處就醫。有部分滯留人員質疑醫生
這種 「率先逃跑」的行為是否符合職業道德，也
有人指摘政府的管理不到位。開城園區醫院解釋
稱，院方當然也希望醫療人員能夠留到最後，但
是一方面朝鮮要求撤離的壓力很大，另一方面生
活必需品已經十分匱乏，因此被迫撤離園區。

韓國統一部8日表示，朝鮮宣布從開城工業
園區撤出全部朝鮮工
人、暫時中斷園區運
轉一事深表遺憾。而
青瓦台國家安全室則
緊急召開會議，商討
應對策略。青瓦台發
言人尹昶重表示，政
府對朝鮮此舉的意圖
進行周密的分析，而
青瓦台在國家安全室
的主導下與外交安全
首席室、統一部一道
緊密磋商，了解事態
發展。

【本報訊】綜
合韓聯社、法新
社及美聯社8日
消息：朝鮮勞動
黨中央書記金養

健8日宣布，朝鮮將從開城工業園區撤
出全部53000朝鮮工人，暫時中斷園區
運轉，並研究是否要徹底廢除園區。對
此，韓國統一部深表遺憾，而青瓦台國
家安全室則緊急召開會議，商討應對策
略。

▲朝鮮勞動黨中央書記
金養健 互聯網

【本報訊】綜合美聯社及路透社8日消息：
韓國統一部長官柳吉在8日說，當天他對國會議
員稱有 「跡象」顯示朝鮮正準備進行核試時，出
現口誤。韓國國防部也否認朝鮮第四次核試的報
道。

當天，當被一名國會議員問到，是否有跡象
顯示朝鮮的核試場地有增加人員和車輛之勢時，
柳吉在說： 「確實有這個跡象。」他又說，由於
涉及機密情報，他不能再多說。柳吉在在國會發
表這番評論時被拍攝下來，但他其後對國會議員
們說，他記不起說過這些話，而且他的意思也不
是這樣。

其後，韓國國防部發言人金奭說，該朝鮮
豐溪里核子試驗場確有車輛和人員活動，但它們
只被視為 「平常」活動，而不是 「進行核試的跡

象」。金奭強調，朝鮮已經做好了第四次核子
試驗的準備工作，只要上層一聲令下，核子試驗
隨時可以進行。朝鮮準備了兩條隧道作核試之用
，但在2月12日進行第3次核試當天只用了1條。
是否可能進行核試的疑團出現前夕，韓國一名高
官說朝鮮可能在10日左右試射導彈。

普京：核衝突後果嚴重
對於朝鮮可能於近期進行第四次核試驗或發

射中程導彈的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8日
表示，中方在朝鮮半島有關問題上的立場是明確
的。當前，半島局勢敏感複雜，中方反對任何一
方做有損於半島和平穩定的事情。

洪磊表示，對於朝鮮半島的形勢，我們一貫
主張要和平不要戰爭，要緩和不要緊張，要對話

不要對抗。朝鮮半島生戰生亂不符合任何一方利
益。

中方始終致力於維護半島和東北亞地區的
和平穩定，致力於實現半島無核化，並為此作
出了不懈努力。解決朝核問題的唯一有效途徑
是對話談判，各方應通過恢復六方會談，平衡
解決各自關切，推進半島無核化進程，實現半
島長治久安。

俄羅斯總統普京8日強調，任何核武衝突都
極有可能比1986年的切爾諾貝爾核事故更嚴重，
普京在柏林與德國總理默克爾會晤後的記者會上
說： 「如果真發生了什麼事，大家都知道的切爾
諾貝爾事故，將看起來像童話。」他並呼籲各方
冷靜，開始解決問題。普京同時對美國軍方推遲
洲際導彈試射表示歡迎。

中方：反對損害半島和平穩定

韓民生活如常 網上熱議化妝品
【本報訊】綜合中央社及韓國《朝鮮日報》

8日報道：朝鮮半島緊張局勢加劇，戰爭一觸即
發，不過絕大部分韓國民眾生活作息正常，生活
步調不受影響，而網上最熱門的話題依然是化妝
用品和藝人動態。

朝鮮3月30日宣布對韓國進入 「戰爭狀態」
，4月10日更可能發射核彈，但韓國網路搜尋熱
門關鍵字，不是「朝鮮」、「核武」，而是韓國第一化
妝品集團Amore Pacific開發的Innisfree；聊天室
討論的也與朝鮮無關，而是男藝人徐仁國參與的
節目《我一個人生活》中洗士多啤梨的情節，網
民討論他只將水注入裝士多啤梨盒，把水瀝掉後
作罷的馬虎行為。

過去朝鮮放話威脅後，有時會令韓國爆發搶
購速食麵及瓶裝水等生活必需品的情況，這次也
很少見。大型連鎖超市也未見到需求增加，店家
不打算增加庫存。

另外，韓國首富、三星電子董事長李健熙6
日搭機返國的消息，也讓韓國解讀為朝鮮半島不
會爆發戰爭的預兆。李健熙3月1日前往夏威夷進
行商務旅遊，在結束長達3個月的行程後返抵國
門，外界因此樂觀的相信朝韓將不會開戰。

但有部分專家擔心韓國人變得不敏感，韓國
國家安全事務研究所學者金熙相說： 「最近發現
甚至學校都不知道戰時要撤到哪裡，老師對起碼
需要知道的緊急處理程序一無所知。」

日緊張籌備攔截朝導彈
【本報訊】據共同社8日消息：在防衛相小野寺五典發布導彈 「摧

毀措施命令」後，日本政府8日繼續收集有關朝鮮發射新型彈道導彈的
信息。日本海上自衛隊已派遣2艘搭載海基型攔截導彈（SM-3）的宙
斯盾艦前往日本海，做好朝方導彈落入日本境內前將其摧毀的準備。

首相安倍晉三8日上午將內閣危機管理監米村敏朗和防衛省情報總
部長木野村謙一召至官邸，商議朝鮮動向等問題。官房長官菅義偉在記
者會上強調： 「我們在與美韓兩國合作，全力收集和分析信息。我們已
做好萬全準備，以便在任何情況下保護國民生命和安全。」有關自衛隊
具體情況，他表示為了保密而不予作答。

防衛相小野寺五典在防衛省對媒體說： 「會嚴密地實施警戒監視以
進行應對」。防衛省官員則表示， 「將冷靜分析朝鮮的威嚇和挑釁，採
取恰當措施」，與美軍合作加強信息收集工作。日本航空自衛隊的 「愛
國者」（PAC-3）地對空導彈射程較短，防衛範圍有限，因此日方將
在詳細分析導彈發射飛行線路後探討部署地點。 ▲韓國首爾民眾8日如常逛街 路透社

▼▼韓國士兵韓國士兵88日在朝日在朝
韓邊境韓邊境站崗站崗 法新社法新社

▶▶一輛韓國軍一輛韓國軍
車車88日在通向朝日在通向朝
鮮開城的海關鮮開城的海關
附近附近

美聯社美聯社

指尊嚴受到侮辱指尊嚴受到侮辱 研徹底廢除園區研徹底廢除園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