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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朝統一有利於世界和平
大韓民國外交部長官

在2015年聯合國慶祝成立70周年之際，韓國
人卻在感嘆70年的民族分裂。考慮到處於分裂的
朝鮮半島正在面對─並且今後仍將持續面對
的一切機遇和挑戰，統一仍將是我們必須繼續
為之奮鬥的重要目標。
大韓民國於1948年在聯合國主持下正式成立
。但當時羽翼未豐的韓國，立即被捲入到冷戰
的強權政治中，直到1991年才加入聯合國。但自
那以後，韓國充分奪回了失去的時間。它在聯
合國安全理事會、經濟社會理事會和人權理事
會都發揮了積極作用─並踴躍投身與維和、
發展合作、氣候變化、核不擴散及人權相關的
眾多舉措。
在此期間，國際社會也發生了巨大變化。
全球化和技術革命令相互依存度不斷加深，但
安全、平等、公正和容忍精神的缺失在全球各
地依然隨處可見。盧旺達大屠殺二十年後，我
們繼續見證着人類的殘忍與恐怖─比方說在
敘利亞、南蘇丹和中非共和國。同時，十億左
右全世界最貧困的民眾，包括婦女和兒童，都

尹炳世

掙扎在死亡線上。
東北亞同樣麻煩不斷。崛起的中國、復興
的日本、張揚的俄羅斯以及抱殘守缺的朝鮮，
導致地區新的複雜及不確定性增加。後者試圖
研發核武器尤其令人擔憂。就美國而言，它正
積極地將 「
再平衡」轉向亞洲。
歷史、領土及海上安全衝突日趨頻繁，加
之醜陋的民族主義死灰復燃，極有可能激發軍
事對抗，而軍事對抗很可能與政治誤判相關。
如果決策者和維和力量置之不理，那麼東北亞
緊張局勢很可能破壞該地區的經濟繁榮。

。因此，當前最緊迫的任務是一定要阻止這種
狀況發生，之後再對朝鮮核武器及其運載能力
的發展進行調查。
朝鮮半島的和平表象依然脆弱，韓國政府
已經進行了密集的外交努力，團結地區及全世
界的朋友和夥伴對朝鮮進行威懾。朝鮮進行過
三輪核試驗後，聯合國安理會已經通過一系列
決議對其實行大規模制裁。如果膽敢有任何進
一步的挑釁行為，那麼機構制裁的一切後果必
須由朝鮮自身承擔。

▲韓國總統朴槿惠3月在德國德累斯頓大學
發表演講
資料圖片
產婦保健及嬰兒營養1000天計劃，以結束長期困
擾朝鮮的嬰幼兒營養不良。我們只能希望朝鮮
對此作出積極的回應。這將是一項長期計劃的
首要步驟。
朝韓兩國的統一之路無疑將荊棘密布，需
要國際社會的鼎力合作。反過來，我們立志打
造的全新統一國家將符合其鄰國及國際社會的
利益，從而促進全球的和平與繁榮。
不久前曾經有過類似的先例，因此我們有
理由滿懷希望。23年前，導致兩德持續分裂的地
緣政治背景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同樣，總有
一天朝韓兩個聯合國銘牌將換成唯一的一個。
（韓國駐港總領館供稿，標題為編輯所加）

「三大建議」助半島統一

朝核是「互信政治」最大障礙

儘管朝鮮人權及人道主義狀況非常嚴峻，
但在這樣的情況下，朴槿惠總統依然提出了朝
韓統一的目標。在訪問德國德累斯頓的講話中
，她提出了三項具體可行的建議，以解決朝鮮
人道主義問題、建設有利於南北朝鮮共同福祉
及繁榮的基礎設施並促進朝韓民眾一體化。
上述戰略人道主義部分的實現，與政治和
安全因素無關。比方說，我們要落實聯合國孕

正是在這樣充滿挑戰的環境中，韓國總統
朴槿惠於2013年當選。其外交政策──也就是所
謂的 「互信政治」──旨在將猜疑和矛盾的氛
圍轉變為信任與合作，並建設 「新的朝鮮半島
、新的東北亞和新的世界」。
朝核問題是實現這一轉型的最大障礙。就
在幾個月前，朝鮮還威脅要進行新一輪核試驗

談判破局 俄斷烏氣
掀第3次天然氣大戰 勢加劇東西對立

▲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周一在基輔呼籲停火 法新社

烏總統倡停火盼和議

【大公報訊】綜合法新社、路透社、美國
《華爾街日報》16日消息：經過馬拉松式談判
過後，俄烏就天然氣價格的談判星期一正式破
裂。俄羅斯即時對烏啟動預付款機制並停止供
氣。這不僅進一步加劇俄烏之間的政治衝突，
還有可能衝擊歐洲，加劇冷戰以來最嚴重的東
西對立危機。

【大公報訊】據法新社16日消息：烏克蘭總統波羅
申科周一呼籲東部地區停火，以爭取時間就和平計劃達
成協議。他面臨烏東地區親俄羅斯分子的叛亂行動，俄
羅斯周一對烏克蘭停供天然氣，使得危機更為惡化。
波羅申科在給安全首長的聲明中說，他已賦予政府
軍任務，必須於本周完全重新掌控與俄羅斯的邊界。
他表示，一旦確保邊區安全，應該遵守臨時停火，
並致力就和平計劃達成協議。
他說： 「若在邊界仍然洞開時宣告停火，是不負責
任的作法。」
烏克蘭傾向莫斯科的前總統遭罷黜後，俄國隨後兼
併黑海的克里米亞半島，而東部分離主義分子4月間起
事反抗中央政府統治，至今已有數十名政府軍、叛軍和
平民在戰鬥中喪生。
波羅申科6月7日宣誓就職以來，一直想爭取對和平
方案達成協議，但其中細節鮮少公布。他所作努力包括
與俄國特使會談，以及和俄國總統普京通電話。
但此前，位於基輔俄羅斯大使館周六遭示威人士嚴
重破壞，烏克蘭代理外交部長傑希察抵達現場時更稱俄
羅斯總統普京是白痴，引發俄羅斯的強烈不滿。俄羅斯
外交部長拉夫羅夫嚴詞直斥烏方超越禮儀底線，並就示
威事件向基輔當局遞交了抗議照會，同時還向歐安組織
提出了抗議。

從4月開始，俄羅斯宣布將供應烏克蘭的天然氣價格提高
大約80%，每1000m3 氣價從286.5美元增至485.5美元。烏克蘭
堅決不接受，兩國就天然氣價格問題來回交鋒數月。俄烏代表
官員以及負責調停的歐盟代表15日深夜開會，希望在最後一刻
阻止危機的發生。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Gazprom）要求，烏克蘭須在當
地時間16日上午10點前（香港時間16日14點）前，先償付拖欠
俄方的19.5億美元（約152.1億港元）氣款，否則將對烏克蘭供
氣採取預付款制度，意味着俄切斷對烏天然氣供應。
此前，基輔同意向莫斯科支付19.5億美元，前提是俄方將
1000m3氣價從485.5美元降至326美元。而莫斯科堅持每1000m3
氣價不可低於385美元，雙方在價格上互不相讓，陷於僵局。
歐盟隨後提出折中方案：烏克蘭即時向俄羅斯支付10億美元，
餘款則按月分期支付，烏克蘭冬季氣價為每1000m3385美元，
夏季氣價維持每1000m3300美元。

俄方對此不接受，最後的談判一小時就宣布破裂。星期一
最後期限過後，Gazprom宣布，俄方將根據合同，對烏克蘭天
然氣實行 「零付款，零供應」機制。烏克蘭能源部長普羅丹也
表示： 「我們已被告知，俄對烏天然氣供應量已降至零，（俄
方）只提供中轉到歐洲國家的數量」。
烏克蘭國營天然氣公司（Naftogaz）表示，該公司正向瑞
典斯德哥爾摩商業仲裁法院起訴Gazprom，要求俄羅斯提供公
平的天然氣售價，並返還2010年以來烏克蘭為天然氣多支付的
60億美元。基於瑞典中立地位，斯德哥爾摩仲裁法院一直負責
處理東西貿易爭端。此前，Gazprom已向該法庭提告，要求基
輔當局償付拖欠共45億美元氣款。

俄羅斯對歐供氣情況
歐洲所用的天然氣有15%都經烏克蘭轉運
俄羅斯天然氣主要輸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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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以日制華』。這對中國、亞洲乃至整個世
界，都是十分危險的」。
王雪萍最後表示，對中國而言，日本解禁
集體自衛權後最大的問題和威脅是台灣問題。
她說， 「如果兩岸出現紛爭，美國不出兵，而
是會要求日本出兵協助。這是對中國影響最大
的問題。日本本身也不希望中國順利解決台灣
問題。日本和其他近鄰國家亦有可能擴充軍力
，而導致東亞地區出現軍事競賽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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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洋大學
教授王雪萍
談日本集體
自衛權解禁
後的影響
黃匯傑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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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鼓勵解禁「以日制華」
就對東亞產生的潛在影響上，王雪萍認為
， 「自衛權解禁後，日本一定會與美國加強合
作。美國希望把亞太地區事務交由日本，將來
東亞發生衝突時，美國自己不需出兵，而是由
日本與韓國、菲律賓等國合作負責亞太地區的
安全。美將對日戰略上縱容、軍事上鬆綁，施

﹁

作出選擇。烏克蘭本國天然氣儲量匱乏，其每年
消費的八百億立方米天然氣中的四分之三需要從
俄進口，在能源上高度依賴俄。除此之外，歐盟
國家約四分之一天然氣從俄進口，其中約百分之
八十經由烏克蘭輸送。俄對烏 斷氣 可謂一箭
雙鵰：其一，造成烏內部民眾不滿，促政府對俄
妥協，保證能源供應，畢竟反俄勢力推崇的民主
、人權、自由不能當飯吃，老百姓需要的還是穩
定的生活；其二，拉歐盟向烏施壓，歐洲並不關

王雪萍表示： 「熟悉日本政治的人一定知
道，日本政府一貫伎倆就是使用曖昧的詞語迷
惑大眾，雖然集體自衛權的解禁是有 『限定使
用』的，但只要草案得以通過， 『最小限制』
一定變成 『
最大的使用』。」
就日本國內而言，這一解禁或許也會影響
聯合執政黨未來的走勢。 「對於公明黨而言，
聯合執政是建立在對憲法解釋得到日本國民的
充分理解的基礎之上的，但安倍一直希望盡快
完成解禁的手續，使得兩黨分歧明顯。很多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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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全國受到影響，還連累中東歐、南歐十幾個國
家。烏在此次爭端中顏面盡失，本想 挾歐自重
，與俄討價還價，豈料俄方偏不信邪，不僅採
取了 斷氣 措施，還把一切責任推向基輔。在
嚴峻的自然災害面前，一直對烏持同情立場的歐
盟立場出現重大轉變，集體轉舵，強硬要求俄烏
迅速談判，全面恢復天然氣供應，否則， 這一
問題將上升至最高政治層面 。
這起事件也再次證明，在實實在在的利益面
前，沒有永恆的朋友，誰也不會
為虛無縹緲的所謂 價值觀 而
損害自身利益。此次爭端亦同樣
，俄烏談判 破局 後，歐洲最
先坐不住了。歐盟委員會負責能
源事務的委員隨即表示，期望繼續發揮俄烏談判
調停者 作用，促使雙方不久能達成協議。
烏自身天然氣不足，美歐調整能源結構、發
展替代能源等等，都是遠水解不了近渴。失去俄
天然氣，烏連今年冬天都過不去。俄烏 鬥氣
再次告誡政治家，自己若沒有 對抗 實力，還
是莫搞 政治投機 ，否則
，到頭來吃虧的不是別人，
只能是自己。

民眾害怕再送兒上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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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解禁自衛權危及台海安全
家預測，下次選舉自民黨想保持現在的議席基
本上不可能，若再失去公明黨的支持，他們在
下次選舉中失去政權的可能性也很大」。
王雪萍指出，日本政府一旦解禁集體自衛
權，日本的和平憲法第九條也就名存實亡。日
本國民目前反對的呼聲很高。 「他們擔心，一
旦日本政府解禁集體自衛權，突破了日本和平
憲法的阻礙，日本把軍隊派往海外就變成了現
實。日本國民害怕他們的下一代，不是為了保
衛自己的國家而戰鬥，而是，政府再次把他們
的孩子們派到海外的戰場送死」。

﹂

﹁

專訪東洋大學副教授王雪萍
【大公報駐東京記者黃匯傑十六日電】日
本首相安倍晉三力推解禁日本的集體自衛權，
在執政聯盟公明黨表示妥協之後，有希望在本
月22日本屆國會閉幕前達成協議，盡快在內閣
會議上批准。本報記者專訪東洋大學副教授王
雪萍，探討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後國內、國際
可能出現的變化，日本民眾的反應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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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俄烏間的爭端，但一旦 斷氣 影響到他們的
生活，令其忍飢挨凍，這就不是俄烏雙邊問題了
，歐洲必向烏施壓，逼使烏對俄妥協，烏夾在歐
俄間裡外不是人，兩面都不討好。
人們不會忘記發生在二 ○○
九年冬天那場
斷氣 風波。當時恰逢整個歐洲遭遇罕見冰雪嚴
寒災害，各國普遍出現取暖用氣短缺和供電困難
，民眾生產生活受到重大影響。但由於俄烏 鬥
氣 ，莫斯科從一月一日起切斷對烏供氣，不僅

Naftogaz行政總裁科博列夫透露，烏克蘭的地下貯存設施
有將近140億立方米的天然氣，足以供應所需到12月。但歐盟
委員會主管能源事務的委員厄廷格警告，俄烏供應談判失敗後
，歐盟今年冬天可能面臨供氣短缺局面。
烏克蘭總理亞采努克將失敗歸咎莫斯科，認為俄方是以天
然氣為武器，實行摧毀烏克蘭的大計。俄羅斯總理梅德韋傑夫
則表示，如果烏克蘭完全償清款，俄方將繼續進行天然氣會談
。俄羅斯更警告歐洲，如果烏克蘭從輸往歐洲的天然氣管抽走
天然氣的話，可能中斷對歐洲的天然氣供應。
烏克蘭消耗的天然氣，約63%從俄羅斯進口，而俄羅斯輸
往歐洲的天然氣，有15%通過烏克蘭的管道。這是繼2006年、
2009年之後，俄烏掀起的第三次天然氣大戰。路透社分析指出
，西方國家原本借助此次談判，衡量俄羅斯總統普京是否願意
在俄烏政治危機中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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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
亞馬爾

﹂

俄再祭 殺手鐧 烏難捱今冬

歐盟警告將經歷寒冬

◀一名烏克蘭工人正
在檢查斯特雷市的天
然氣管道
路透社

與西方制裁俄羅斯猶豫不決
、虛多實少相比，俄羅斯對烏克
蘭的 懲罰 則要 實在 得多
，可謂刀刀見血、招招斃命。在
烏克蘭新總統 登基 ，烏未來
政策走向明顯 西傾 的時刻，俄羅斯再次祭出
殺手鐧 ，宣布兩國天然氣談判 破局 ，俄
將對烏 斷氣 。
根據俄天然氣工業公司發表的聲明，鑒於烏
克蘭方面沒有在俄方要求的最
終期限前支付天然氣欠款，俄
對烏供氣將改用預付款制度，
實際上，這就是切斷對烏的天
然氣供應。俄方的邏輯很簡單
：既然基輔選擇了歐洲，那就應像歐洲其他國家
一樣，按照國際價格購買俄天然氣。俄方不能容
忍以優惠氣價繼續支持這位背叛了的同盟者，不
能容忍基輔一面大把大把消費着俄天然氣，一面
卻 一路向西 ，高呼着 讓克里米亞重新回歸
，對東部民眾進行武力鎮壓。
天然氣，一直是俄制約烏克蘭的一張 王牌
。一到關鍵時刻，俄都毫不吝惜地使用這張
王牌 ，掐住烏克蘭脖頸，逼使其在政策取向上

▲烏克蘭官員與俄羅
斯官員16日在基輔就
天然氣展開談判
美聯社

互訴對方商業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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