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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曉敏紐約二十一日
電】中美兩國元首將於6月7日至8日
在加州會晤的消息公布後，引起美國
各界熱議。

21日，在中美交流基金會與亞洲
協會聯合舉辦的 「未來十年美中經濟
關係」研討會，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
、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主任夏偉等
相繼表示，美中兩國元首在加州舉行
會晤，無論是形式還是地點，在兩國
關係史上都首開先河，令人鼓舞。

基辛格表示，兩國元首即將舉行
的會晤讓他 「深受鼓舞」。他認為，
奧巴馬總統與習近平主席的會晤，將
以兩國長期關係為着眼點，期望通過
雙方的對話和合作，推動中美關係邁
入新的階段，令他 「深受鼓舞」。

基辛格表示，中美兩國關係，尤
其是經貿關係，經歷了數十年的飛速
發展，現在面臨一系列新的挑戰，國
內存在的許多問題。兩國需要找到一
種解決問題的共同機制，並將這一機
制應用於國際社會。這樣雙方才能避
免衝突，確立具有建設性的關係。

夏偉稱，習近平不僅要來美國，
而且還不去華盛頓，這是 「一種智慧
的體現」，因為如果去華盛頓，一系
列的外交禮節總是少不了的。選擇在
加州一個美麗的度假莊園裡，兩國元
首可以隨意地交談，有更多接觸和討
論的時間，有助於深入探討一些問題
。雖然不見得可以解決一些問題，但
是至少可以讓雙方增進了解，減少誤
會和分歧，對雙方的合作和攜手解決

問題是有幫助的。夏偉認為，兩國元
首在會晤中 「能夠進行討論」，這才
是關鍵。

中美元首來往趨頻繁
有與會者認為，兩國元首不拘一

格的會晤方式將有助兩國新型大國關
係和面向21世紀的建設性夥伴關係的
建設。這次會晤將預示着，今後中美
兩國元首來往和互動的機會將會越來
越頻繁，兩國關係也將越來越密切。

布魯金斯學會東北亞主任卜睿哲
認為，儘管兩國元首會晤的目的，不
是討價還價或是解決特定的問題，但
卻為奧巴馬與習近平建立良好的更加
緊密的私人關係奠定基礎，這是未來
成功處理兩國關係的前提條件。

來自科羅拉多州的菲利普在《紐
約時報》上留言表示，怎麼不談氣候
問題了？ 「我鼓勵他們（兩位元首）
討論氣候問題」。來自中部的肯尼斯
在《華爾街日報》上留言表示，習此
訪選擇加州， 「是為加州州長希望引
進中國資金，建設高速鐵路站台。」

「抓緊時間辦婚禮」
5月22日下午，習近平

來到第13集團軍某陸航旅看
望官兵。當得知4月20日上
午蘆山地震發生後，年輕飛
行員張尚年立即中斷婚禮，
第一時間趕回部隊飛赴災
區參加抗震救災，至今婚
禮未辦，習近平關切地叮
囑他，要抓緊時間把婚禮給
辦了！

「下連當兵要真當」
習近平在成都軍區視察

調研時強調，組織領導和機
關幹部下連當兵是我軍的光
榮傳統。當兵就要真當，蹲
連就要真蹲，深入一線接地
氣，俯下身子察實情，切實
當出感情來、蹲出好作風。

（中央電視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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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各界熱議習奧會
基辛格深受鼓舞

【本報訊】針對近日菲律賓就中方艦船駛入仁
愛礁提出抗議，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在22日稱，仁愛
礁是南沙群島的一部分，中國對南沙群島及其附近
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

據中新社報道，21日，菲律賓外交部發言人稱
，菲律賓近日就中國軍艦和海監船駛入仁愛礁附近
海域向中方提出抗議。中方行為侵犯菲主權，違反
國際法。

對此，洪磊在記者會上表示，仁愛礁是南沙群
島的一部分。中國對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
可爭辯的主權。

洪磊說，仁愛礁是南沙群島的一部分。中國對
南沙群島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中國
公務船在有關海域進行正常巡航，無可非議。

中方敦促有關國家全面認真落實《南海各方行
為宣言》，不採取使爭議擴大化、複雜化和影響南
海和平穩定的行動。

據資料顯示，《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是中國與
東南亞國家協會各國外長及外長代表於2002年11月4
日在柬埔寨首都金邊簽署的政治文件。

菲國抗議徒勞
據法新社報道，菲律賓21日表示，已就中國軍艦「

非法」進入南沙群島中的仁愛礁對中方提出抗議。
報道援引菲律賓外交部發言人赫爾南德斯的話

說： 「我們已就中國政府船隻刺激性、非法地出現
在Ayungin礁（即中國仁愛礁）附近，向馬尼拉的中
國大使館提出抗議。」他聲稱，一艘中國軍艦和兩
艘中國海監船目前在仁愛礁附近。

赫爾南德斯表示，菲方於10日向中方提出抗議
，但一直未獲回應。菲海軍司令阿拉諾21日表示，
菲海軍將不受中國船隻干擾繼續定期補給。菲總統
阿基諾三世當天也宣布撥款18億美元，提高菲軍隊
保衛領海的能力。

外交部發言人洪磊22日在北京表示，中方始終致力於實現朝鮮
半島的無核化，致力於維護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致力於通過對話
協商解決有關問題。中方將始終不渝地推進 「六方會談」，推動朝
鮮半島的和平穩定，實現東北亞的長治久安。

據韓聯社稱，崔龍海此訪是朝鮮自去年8月派遣勞動黨中央政
治局委員、行政部部長、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張成澤訪華以來，時
隔9個月再度向中國派遣高官。

隨同崔龍海訪華的包括人民軍上將李永吉、勞動黨中央副部長
金成男、外務省副相金亨俊、人民軍中將金秀吉以及相關部門幹
部。

報道分析稱，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統奧巴馬將於6月7日舉
行第一次首腦會談。預料當前的朝鮮問題將是重要議題之一。6月
底，韓國總統朴槿惠將在就任總統後首次出訪中國，而朝鮮問題將
是雙方最重要的議題。在此之前，韓中還將於6月3日和4日進行外
交部門副部長級戰略對話。也就是說，朝中進行高層接觸之後，美
中、韓中首腦會談將相繼舉行。

韓視為 「好信號」
韓聯社稱，韓國政府大致將朝鮮派遣特使看做 「好信號」。因

為朝鮮此前一直拒絕中國派遣特使，此次主動與中方接觸，可以認
為是一種對話暗示。

朝鮮問題專家分析說，朝鮮半島局勢在中美元首會晤話題清單
中處於優先級別。因此，朝鮮急於來華摸底。早前在韓國朝鮮大學
擔任教授的中國社科院研究員詹小洪對大公報說，儘管中朝歷史友
誼深厚，但近一段時間來兩國關係並不像過去那樣熱絡，崔龍海來
華探口風的可能性很大，而不會是為金正恩訪華做鋪墊。

他補充說，中國對朝鮮的態度有一些轉變，從支持安理會決議
到關閉朝鮮的銀行帳戶，再加上朝鮮非法抓扣中國漁船，中國民間
對朝鮮也有一些負面看法。

詹小洪提醒說，早前中國政府朝鮮半島事務特別代表武大偉與
來訪的美國對朝政策特別代表戴維斯舉行會談，而朝鮮問題又是中
美關係的重要一環，想必朝方希望事先探聽一些口風。

或傳遞金正恩口信
在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朱峰看來，崔龍海來華的目的是

修補中朝關係。早前朝方執意發射衛星和軍事威脅的舉動為中朝關
係帶來消極影響，金正恩可能開始擔心中朝關係的裂痕越來越大。

詹小洪則預計，王家瑞在會見崔龍海時會傳遞不希望朝鮮成為
麻煩製造者的信號。

朱峰預計，為了修補中朝關係，崔龍海會捎帶金正恩重視中朝
關係的口信。不過，自中國真正 「板起臉」對朝鮮之後，朝鮮需要
表現實際行動。 「在朝鮮半島問題上，下一個值得觀察的是中美元
首會晤願不願意採取行動，進一步提升和維護兩國的共同利益。」

【本報訊】對於朝
鮮勞動黨第一書記金正
恩22日派遣特使崔龍海

訪華，大公網評論員木春山分析說，崔龍海此行可能
有三重使命，一是緩和朝鮮和中國緊張局勢，二是為
金正恩訪華做準備，三是尋求中國支持。

木春山認為，崔龍海訪華 「實在是有必要」向中
方解釋金正恩和朝鮮軍隊對中國的政策和態度，緩和
雙方矛盾，防止釀成更大的危機，讓兩國 「雙輸」，
國家利益 「雙損」。

此外，金正恩最近任命了朝鮮新任國防部長，外
界猜測金正恩對軍隊的控制或許出現一些問題，崔龍
海作為金正恩在軍隊中的親信，不排除有希望中國支
持金正恩在軍隊維穩的意思。

釋中國漁船緩和氣氛
朝鮮核試影響中國的國家安全。國家主席習近平

和外交部長王毅，先前相繼在國際場合提到 「不能為
一己之私把一個地區乃至世界搞亂」、 「不允許在家
門口生事」，反映了對朝鮮半島局勢的憂慮。

另據中新社報道，釋放漁船事件發生在朝鮮特使
訪華的前一天，如何理解這種 「巧合」？中央黨校國
際戰略研究所教授、朝鮮問題專家張璉瑰表示，作為
一個對主權問題高度敏感的國家，朝鮮扣押中國漁船
的做法與其國內政策有關，帶有某種必然性。但具體
到此次扣押漁船事件，時間節點比較偶然。朝方選擇
在特使訪華前夕釋放中國漁船及船員，有緩和氣氛、
對外釋放善意的考量。

「隨着近期美國國務卿訪華、韓國總統朴槿惠訪
美，中美韓就朝鮮半島核問題更頻繁地交換意見。金
正恩在這樣的背景下派特使訪華，頗具深意。」張璉
瑰說。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王逸舟認為，除去
「扣押漁船事件」這一近因，數月來，美國、韓國、

日本都在向朝鮮施加壓力，朝方需要向傳統盟友、本
地區的最大鄰國中國尋求支持理解。

王逸舟還表示，中朝是傳統友誼深厚的鄰國，兩
國交流不能因短暫、局部的摩擦而中斷，高層交往非
常重要，此次金正恩派特使訪華即體現出朝方願意交
流接觸的積極姿態。

【本報訊】對
於朝鮮勞動黨第一
書記金正恩派遣特

使崔龍海22日訪華，海外媒體在第一時間進行了
解讀。

半島局勢或變化
《朝鮮日報》：朝鮮進行第三次核試驗後，

中朝關係變得不同尋常，並導致朝鮮半島局勢升
溫，預計崔龍海的中國行將給東北亞局勢帶來很
大的變化。

中銀給朝鮮施壓
《華爾街日報》：中國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前

不久切斷與朝鮮主要外匯銀行的業務往來，這給
朝鮮帶來了壓力。

核試惹民間反感
英國廣播公司：朝鮮第三次核試驗在中國民

間激發很大反感情緒，同時近日發生的中國漁船
和漁民遭朝鮮扣留並索要贖金事件也令更多中國
民眾對朝鮮的印象惡化。

中朝將談核問題
《紐約時報》：韓國世宗研究院資深研究員

鄭相昌表示，金正恩派特使崔龍海訪華，說明他
有很緊急的事要與中方商議，崔龍海是軍隊的頂
級高官，說明中國與朝鮮談論朝核與導彈問題。
崔龍海訪華，讓北京在國家主席習近平6月初與
美國總統奧巴馬會談之前，有機會評估朝鮮的意
圖。

三星經濟研究所首席研究員崔明海認為，有
跡象顯示中國新領導人最近對朝鮮已不耐煩，在
對朝關係上做出了一些 「風格改變」，在核武問
題上，中國現在比以前更願意聯美制朝。他補充
說，中國仍維持一個 「基本的」戰略觀點，認為
朝鮮是對美、日、韓影響的一個重要的緩衝地。
朝鮮已宣布它不會放棄核武，金正恩派軍方頂級
高官作為特使訪華，亦是在強調他在對華關係中
的最大籌碼：他的政權可以再次在軍事上冒險，
並在地區製造緊張。

仁愛礁屬中國領土
我艦巡航理所當然

金正恩突遣使訪華
專家料欲探摸習奧會底牌

朝鮮勞動黨第一書記金正恩22日突然派遣特使崔
龍海訪華，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
長王家瑞會見了崔龍海。訪問期間，中朝將就朝鮮半
島局勢及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朝鮮問題專家稱
，崔龍海來華是為中美元首6月的會晤可能提及朝鮮
半島問題摸底。

【本報記者李理北京二十二日電】

崔龍海來華有三重使命

外媒觀察

▲空中俯瞰
三沙市人民
政府駐地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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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

▲22日，王家瑞（右）在北京會見到訪的崔龍海（左） 新華社

▲習近平在成都軍區視察調研 網絡圖片

▲22日，習近平來到第13集團軍某陸航旅
看望官兵 網絡圖片

中朝高層互動
2012年2月20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傅瑩訪問
朝鮮

2012年3月17日：朝鮮外務省負責美國事務的
副相李榮浩會見中國外交部朝鮮半島事務特別
代表武大偉等

2012年4月20日：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候補
委員、中央書記、國際部部長金永日率領代表
團訪問中國，會見國務委員戴秉國

2012年7月24日：朝鮮人民保安部部長李明洙
訪中，會見公安部長孟建柱、中央政法委書記
周永康

2012年7月30日：中共對外聯絡部部長王家瑞
訪朝，會見國防委員會第一委員長金正恩

2012年8月13日：朝鮮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張
成澤訪中，會見了當時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和總
理溫家寶。陪同人員包括勞動黨國際部副部長
金聖南等

201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
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李建國訪朝，會見
了金正恩。陪同人員包括中共對外聯絡部部長
王家瑞、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王曉軍、對外聯絡
部副部長劉結一等

（本報記者李理整理）

崔龍海作為金正恩的訪華特使
，另一個身份是勞動黨中央委員會
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勞動黨中
央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是朝鮮黨
政軍體系中的第三號人物，地位僅
次於金正恩及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
員會委員長金永南。公開資料顯示
，崔龍海出生於1950年，是與朝鮮
已故主席金日成一起開展抗日運動
的朝鮮前人民武力部部長崔賢的次
子。

新聞人物

新貌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