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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島和平邁出關鍵一步 無核化還需中國智慧
在全球數千記者共同見證下，美朝最高領
導人特朗普與金正恩在新加坡實現了歷史性會
晤，並就未來美朝關係發展、半島無核化、半
島和平機制建設等問題達成基本共識，簽署了
聯合聲明。中方對特金會成果給予了高度評價
，強調將繼續在半島問題上發揮建設性作用。
用 「世紀握手」 來形容特金會，名副其實
。美朝間隔斷了七十餘年，其間經歷過戰爭和
戰爭恫嚇，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用
王毅外長的話講， 「今天，兩國最高領導人能
夠坐在一起，進行平等對話，本身就是在創造
歷史」 。儘管臨到會晤前最後一刻，仍有諸多
不確定因素存在，但兩國領導人表現出對複雜
局面超凡駕馭能力，既未發生 「隨時離場」 的
尷尬，也未出現冷場、對峙的意外，會晤自始
至終都在友好、和諧氣氛中順利進行，雙方友
善互動傳遞出重要的和解信號，其喻義不亞於
落到紙面上的聲明。
當然，特金會最重要成果還在於聯合聲明
。聲明再次確認了《板門店宣言》，承諾繼續
推動 「半島完全無核化」 目標。從這個意義上
講，特金會是文金會的延續，是對朝韓峰會成
果的繼承，以不戰和無核化為中心的 「板門店
精神」 已由南北共識拓展到美朝共識。這也意

味着朝方將不再尋求發展核力量，美方也將不
再以付諸戰爭或者軍事相威脅，雙方在和平解
決朝核問題上邁出實質步伐。
在解決朝方安全關切方面，聲明強調 「將
共同努力，建立持久穩定的半島和平機制」 ，
對未來雙邊關係，聲明使用了 「新型朝美關係
」 的表述，並強調這是 「遵照兩國人民的意願
」 ， 「推動和平與繁榮」 等等。相對於《板門
店宣言》，這又是一大進步，為美朝關係的未
來發展及半島永久和平開闢了全新可能。而美
朝間關於尋找戰俘和失蹤人員遺體的共識，更
為兩國間下一步具體合作找到了突破口。
但機遇中也暗含挑戰。在半島無核化方面
，聯合聲明中並未出現美方特別強調的朝 「棄
核」 時間表，也未出現美方一直堅持的 「全面
、可驗證、不可逆棄核」 要求，而朝方一直主
張的 「分階段，同步走」 原則及美取消制裁時
間表均未有體現。在雙邊關係及半島和平機制
上， 「新型朝美關係」 的含義是什麼？雙方對
將如何推動半島和平機制的建立？由哪些方面
參與才能保證此機制的 「持久性和穩定性」 ？
和平協定如何簽署等等細節，聲明均未涉及。
因此，聯合聲明只是對美朝和解作出原則性宣
示，是一份政治宣言，而非行動綱領。

應該說，美朝雙方均對會晤採取了務實態
度，摒棄了許多不切實際的幻想和目標，找到
了現階段最大利益契合點，從而保證了會談成
功。朝核問題十分複雜敏感，解決起來不可能
一蹴而就。但只要雙方有解決問題的政治意志
，半島就會不斷向持久和平的方向邁進。
但只有政治宣言是不夠的，還要有行動綱
領去落實，只有這樣，政治解決半島問題方可
步入可持續、不可逆的進程。中方明確指出，
願同有關各方一道，繼續致力於實現半島無核
化和建立半島和平機制。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第一次半島核危機
爆發以來，朝核問題跌宕起伏，一直牽動着
國人心弦。長期以來，中方堅持實現半島無
核化，堅持維護半島和平與穩定，堅持通過
對話協商解決問題，並為此作出了不懈努力
，從化解美朝間的尖銳對立，到六方會談勸談
促和，一直扮演着地區和平 「穩定器」 的重要
角色。半島局勢的緩和與中方的不懈努力密不
可分。
去年，當美軍大兵壓境，半島戰雲密布、
衝突一觸即發的時刻，中方 「不容亂、不容戰
」 的政策宣示及 「雙軌」 思路，對扭轉半島緊
張局勢，引領南北對話發揮了重要作用。今年

以來，半島出現難得的緩和勢頭，中方適時發
聲，保證了和解進程的持續。兩次習金會至關
重要，令中朝關係步入健康發展的軌道。無論
是 「平昌冬奧外交」 ，朝方廢棄核試驗場，還
是文金會、特金會，只要有利於半島和平與穩
定的，中方均給予支持和鼓勵，當出現波折
時，中方及時表明態度，呼籲各方以大局為
重 ， 相向而行，多做有利於半島和平與穩定
的事。
朝核問題，本質上是美朝關係問題。特金
會成功落幕，半島和平邁出關鍵步伐，但也只
是 「萬里長征」 中的第一步。美朝敵意根深蒂
固，一次峰會不可能從根本上改變缺乏互信的
現實。沒有中方的政治擔保和直接參與，美朝
難建立 「新型關係」 ，半島不可能簽署和平協
定，更不可能建立起持續穩定的半島和平機制
。特金會後，世界將看到怎樣的 「重大改變」
，需要國際社會共同努力，更離不開中國這顆
東北亞安全的 「定海神針」 。
半島和平是一長期過程，唯有循序漸進，
方能實現無核化目標。在解決朝核問題上，中
方過去從未離開，未來更不會缺席。 「中國智
慧」 將繼續貢獻半島和平進程，這是一個負責
任大國應有的國際擔當。

世紀對話引熱切期待 專家：良好進程已開啟

中朝邊民冀迎來和平促貿易
▼日，在遼寧省丹東市，身穿朝鮮族傳統服裝的中國遊客在中
朝界江鴨綠江畔留影
路透社

「根本不敢相信的事情，今天真的發生了，那就是特金會。」 12
日，美國總統特朗普與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在新加坡順利舉行峰會
，引發中朝邊民熱切關注。美朝領導人握手的圖片和視頻第一時間刷
爆了邊民的 「朋友圈」 ，人們亦對此次峰會的成果感到期待。在位於
中朝邊界的遼寧丹東，不少居民表示希望峰會能帶來和平並促進邊界
貿易。吉林學者則表示，此番美朝元首歷史性會面雖然不會一次性解
決半島問題，但已開啟了良好進程。
大公報記者
延吉居民李昌鎬與朝鮮族朋友很早就來
到了茶館等待特金會電視報道，不過他們第
一時間看到特朗普和金正恩握手的影像，還
是通過微博。那一刻，他們相互擊掌，綻開
笑容。
「等待過程還是挺緊張的。」李昌鎬告
訴記者，關注美朝峰會的原因是心繫朝鮮親
人： 「希望藉此機會，美朝關係逐步緩和，
他們的生活能慢慢好起來。」

「特朗普稱：美朝關係和半島局勢將發
生很大的變化，他還邀請金正恩訪問白宮。
金正恩稱：將過去拋開，世界將見證巨大變
化……」隨着特金會細節及成果不斷披露
，人們對此次峰會可能帶來的機會愈感期
待。
據路透社報道，在丹東經營商店販售日
本產品的鄭哲凡表示： 「每當我們出門和其
他人聊天，基本上每個人都在關注這件事，
因為峰會對我們的生意將有直接影響。」
而在丹東經營服飾公司的江曉紅更指：
「如果金正恩和特朗普的峰會成功，這對
丹東來說會非常好，因為我們仰賴邊界貿
易。」
丹東居民亦表示，希望峰會能夠帶來區
域穩定。69歲退休人士吳先生指出： 「朝鮮
半島的和平之路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我們
必須繼續走下去，因為中國已經明示，朝鮮
半島不能再有戰爭。」
特朗普與金正恩會面當日共同簽署了聯

▲日，遼寧丹東，一輛朝鮮牌照卡車等待通過
中朝友誼橋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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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冶長春報道
合聲明，就朝鮮完全無核化、保障半島和平
機制、推進美朝關係正常化、朝鮮歸還陣亡
美軍遺骸等四個項目達成協議。延邊大學東
北亞研究院專家指出，今次特金會具重要歷
史意義，美朝雙方領導人通過會晤建立起信
心和信任也至關重要。畢竟經過半個多世紀
的隔閡，雙方都需要 「補課」，而且目前來
看，雙方都為對話做了非常大的努力。雖然
未來還有很多不確定的因素，但重要的是開
啟一個良好的進程，這也是國際社會所期待
的。

化解朝核僵局需更長時間
專家坦言，完全化解半島僵局還需更長
時間， 「不能奢望一次首腦會議就能破解根
深蒂固的敵對關係和朝核問題，且朝核僵局
的破解不能只寄望於美朝對話。」
吉林大學經濟學院金融學副教授、經濟
學博士、民盟吉林省委常委經濟委主任丁肇
勇表示，考慮到聯合國的議事規則，尤其是
特朗普的行事風格，即便雙方會晤達成重大
和解，美國也未必很快廢止相應法案，聯合
國也難在短期內解除對朝制裁，這一點各方
都很清楚。而朝鮮若重新開啟改革大門，預
計其仍會延續循序漸進式的改革策略。
「目前，朝鮮在經濟建設和對外交流方
面呈現出日益活躍的跡象。此前越有良好基
礎的片區，越有可能受益於中朝未來更進一
步的貿易合作和民間往來。」丁肇勇同時指
出，對朝鮮可能的開放政策的效果，應至少
有五年以上的評估期。

新
▼加坡一間酒店外牆上，中、
美、星、朝國旗並排展現
法新社

「半島和平之路必須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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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島和平與中國努力密不可分
嚴格履行國際義務
•中國一直全面、嚴格執行聯合國安理會通
過的各項涉朝決議，堅決維護國際核不擴
散體系，堅持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目標。

「雙軌並進」 公正可行
•中國提出 「雙暫停」 倡議，為南北改善關
係營造了最基本的條件。 「雙軌並進」 思
路既堅持半島無核化目標，又積極構建半
島和平機制，照顧各方利益關切。

堅守和平穩定底線
•近年來，朝鮮半島多次面臨局勢即將失控
的緊要關頭。中國多次重申不允許半島生
亂生戰，堅守以和平方式解決半島問題的
底線，有效遏制了軍事冒險行為，保衛了
半島和平和地區國家的共同利益。

力推半島對話談判
•中國堅信，制裁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僅靠
制裁不可能實現半島無核化，應及時把制
裁產生的壓力轉化為談判動力。今年年初
以來，中國多次力挺朝韓接觸，並推動美
朝開展對話。

加強大國戰略協作
•中俄已多次就朝鮮半島問題進行戰略協作
。此前中國提議聯合國安理會就朝鮮半島
問題發表主席新聞談話，並同俄羅斯一道
在安理會散發了主席新聞談話的草案。草
案得到安理會絕大多數成員支持。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海外版）

東北亞需要和平也需要繁榮
【大公報訊】記者朱燁北京報道
：察哈爾學會常務副秘書長、國際問
題專家周虎城對大公報表示，特金會
的成功舉辦，離不開習近平主席的高
瞻遠矚和積極推動，這種推動甚至可
以用 「決定性」來形容： 「沒有中國
對聯合國2397號決議的嚴格執行，朝
鮮未必會這麼快走上談判桌。」他並
指， 「同樣的，下一步若沒有中國對
朝鮮無核化的持續推動，沒有中國對
東北亞繁榮穩定的付出和貢獻，半島和
平就缺乏根基。」
周虎城指出，為了半島和平，中
國可謂奉獻了一切可以奉獻的力量，
要想徹底解決半島無核化問題，中國
作用不可或缺。他強調，解決半島問
題，過去需要中國，現在需要中國，
未來也必然需要中國。 「中朝兩國關
係是一種歷史形成的特殊關係，推動
朝鮮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包括中國
援助、中國市場、中國投資等在內的
中國因素至關重要。」
他並指出， 「以美國總統特朗普
目前的政策導向來看，指望美國來幫

助朝鮮走出經濟落後的泥潭，是很難
想像的」，美國更多的是發揮政策作
用，最終的落地還得依靠中國和韓國
的協同努力。

中韓可攜手助朝重建
此外，他強調，經歷薩德陰影之
後的韓國社會已經認識到，與中國交
往的底線是什麼。中國與韓國不僅可
以在朝鮮經濟建設上攜手合作，也能
夠在經貿、科技等方面加強合作。 「
東北亞不僅需要和平，也需要繁榮。
中朝韓三國一旦在發展問題上達成共
識，有機互動，半島和平才可言穩定
而持續。」
周虎城指，朝鮮開始融入國際主
流社會，必將對東北亞政治格局產生
一系列影響。 「金正恩委員長將開啟
新的外交征程，先是政治破冰，後是
經濟交流。」他表示， 「相信在中國
的支持，特別是 『一帶一路』倡議的
框架下，朝鮮可以有效發揮勞動力、
文創等方面優勢，實現經濟大發展，
為朝鮮國民造福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