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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綜合美聯社及韓聯社
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12日與金正恩會
晤後，在記者會上表示將暫停美韓軍演
，並形容軍演為 「具挑釁性、昂貴的戰
爭遊戲」 。這一出人意料的宣布令長期
盟友韓國和日本神經緊繃，美國國內亦
對這一宣布看法不一，但總歸來說均大
感錯愕，一頭霧水。

新 加 坡 直 擊

【大公報訊】記者張佳晴新加坡報道：在經
歷了連續多天的緊張和喧囂後，新加坡13日送走
貴客，卸下特金會東道主重擔，解除三大 「特別
活動區」，恢復輕鬆有序的城市日常。

美朝領導人12日歷史性峰會之後，先後揮別
這座熱帶小城。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當天下午6點
25分搭乘專機 「空軍一號」離開，朝鮮領導人金
正恩則稍晚些，在晚上11點30分，搭乘中國國航
飛機返回朝鮮。

原本因為特朗普下榻而五步一崗的香格里拉
酒店，據悉12日晚已經拆除酒店附近道路的路障
和警示牌。13日一早，大公報記者抵達酒店所在
的橙林路，發現原本醒目的黃底警示牌已經拆除
。美朝峰會期間隨處可見的新加坡警員和警車也
不見蹤影，惟見一小隊傳媒做直播連線，包括一
名記者，一名攝影師和一個助理。

在香格里拉酒店大堂，住客和工作人員正常
活動。稍早前，在特朗普抵達後，據報該酒店大
堂一度成為美國各路官員和特工的臨時集中地，
「蹲點」的美國記者發現不少熟悉面孔，包括一

名中情局（CIA）特工安迪．金（Andy Kim）。
而在850米外、金正恩早前入住的瑞吉酒店

，在13日也恢復正常豪華酒店該有的樣子，門口
烏節路原本被封的兩條車道已經開放，車輛和行
人自如進出。這裏在峰會期間也一
度成為傳媒和路人的扎
堆點，也是梳着

平頭的朝鮮保鏢的戒備重點。
美朝峰會期間，不少新加坡餐廳、商店藉這

股熱潮推出產品招徠顧客。有酒店餐廳在12日免
費派送200個特金會版迷你漢堡，25分鐘內被市
民排隊領完。在媒體中心所在的F1維修大樓內，
有商家推出韓式泡菜味雪糕，但味道着實不敢恭
維。而到了13日，泡菜味雪糕攤位已被撤走。

送走特金會後，新加坡商家及時 「翻篇」，
為下一股熱潮做準備─6月14日開幕的俄羅斯
世界杯。城中餐廳和酒吧摘下美朝國旗，掛上各
國球隊波衫；店內大屏幕電視也已就位，準備做
出精彩放送。

2018年情況：由於之前舉行的韓國平昌冬奧會，朝
鮮半島局勢釋出緩和跡象，一般於2至3月舉行
的 「鷂鷹」 軍演被推遲到4月1日登場，分別有
1.15萬美軍和30萬韓軍參演，美軍派出被稱為 「航
母寶寶」 的 「黃蜂」 號兩棲攻擊艦，亦首次出動F-35B匿
縱戰鬥機。

類型：陸戰隊
登陸演習，涉
及地面、空中
、海軍和特種
部隊之間的作
戰合作。

歷 史 ： 始 於
2007年，每年
春季舉行。

鷂鷹（Foal Eagle）

美韓四大軍演

2018年情況：也因冬奧會延後，於4月23日啟動，為期兩
周，投入1.22萬兵力。前半部演習是假設朝鮮襲擊韓國時
進行的防禦演練，後半部則是假設美韓攜手反擊。

類型：演練作
戰指揮流程，
前身是「團隊精
神 」 （Team
Spirit）軍演。

歷 史 ： 始 於
2007年，每年
春季舉行。

關鍵決斷（Key Resolve）

2018年情況：5月11至29日登場，雖然美軍B-52戰略轟
炸機未露面，但時值朝韓峰會成功舉辦、美朝峰會籌備期
間，朝鮮對這一演習大感不滿，臨時取消朝韓高級別會談
，更一度威脅取消美朝峰會。

類型：主要目
的是提高美韓
兩國空軍協調
能力。

歷 史 ： 始 於
2009年，每年
春夏舉行。

超級雷霆（Max Thunder）

解禁管制區 換下美朝國旗

新加坡結束喧囂恢復日常

大公報整理

張佳晴：
第一次赴海外採訪

，就遇上了70年才等到的美
朝首腦 「世紀峰會」 ，得以親歷
歷史時刻，覺得自己非常幸運。跟蹤
了大半年美朝關係的跌宕起伏，6月12日
當天，看到特朗普和金正恩相向而行，向對
方伸手那一刻，心裏真的感覺像金正恩說的

那樣，看到科幻片裏的場景。感謝集
團給予這次機會，讓我獲

得不平凡的人
生經歷。 黃杜煜：

美朝領導人會晤是一次
世界矚目、具有歷史意義的重
要事件。來自世界各國的3000
多位記者雲集新加坡，來報
道這件大事。有機會能夠參與
其中，見證這一歷史時刻，
是我的榮幸，也深深感到責
任重大。這次報道活動能
成功，與領導的信任支持
，和同事的熱心幫助分不
開，感謝你們！

陳旭健：
這次赴新加坡工作獲益

良多，參與了一件足以載入史
冊的事情，心情十分激動。這
同時打開了我的眼界，為今

後能製作更有質量的影片
做準備。我希望把我眼睛所
見、耳朵所聞，變成我鏡頭
下的紀錄，變成犀利的語言
，變成深刻的思想和時代的
印記。願 「為天地立心，為
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
為萬世開太平」 。

余家昌：
這次獲集團派往新

加坡採訪美朝峰會，得到
寶貴經驗，也能看到世界各地

媒體採訪方式，非常難得。能夠見
證美朝領導人歷史性握手，也令我着實

興奮，希望以後可以再有機會，出
外採訪這類國際盛事，提升大公文

匯集團國際新聞報道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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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情況：美韓原定今年8月舉行該款軍演
，不過特朗普12日在新加坡記者會上表明有
意取消 「戰爭遊戲」 後，未知這一演習會否
如期進行。

類型：以電腦
模擬戰為主。

歷 史 ： 始 於
1976年，每年
夏天舉行。

乙支自由衛士（Ulchi-Freedom Guardia）

▲遊客在特金會舉辦地點嘉佩樂酒店前拍
照 路透社

特朗普稱聯合軍演是 「昂貴的戰爭遊戲
，且大部分的花費由美國負擔，美國參加這
種遊戲很不適當」。目前，美韓每年進行代
號為 「鷂鷹」、 「關鍵決斷」和 「乙支自由
衛士」的三大聯合演習。此外，兩國海陸空

三軍和海軍陸戰隊也定期進行軍事訓練，例如
「超級雷霆」（詳見列表）。特朗普記者會所言

是指停止所有聯合演習，還是只針對投入戰略武
器的部分演習尚不清楚，不過這番發言在韓國已
引發軒然大波。

韓開會討論軍演去向
韓國總統府青瓦台發言人金宜謙13日在例行

記者會上說，首先需核實特朗普這番話的用意。
但他強調只要美朝繼續就朝鮮半島無核化和建立
和平認真討論，相信韓國有必要考慮各種方式，
進一步推動這種對話，而停止軍演可能是其中一
種方式。

金宜謙表示總統文在寅已要求國家安全委員
會，在14日召開全體會議，討論如何落實特金會
達成的協議，包括美韓軍演的去向。

另一邊廂，韓聯社引述相關人士報道，韓國
國防部對特朗普言論感到不知所措，截至目前美
韓沒有就停止聯合軍演進行過任何磋商，將通過
軍事和外交渠道確認特朗普的意圖。

韓國一位匿名官員表示，看到特朗普在記者
會上說這樣的話，以為是他慣常性口誤。該官員
說： 「當他（特朗普）以 『具挑釁性』來形容軍
演時，我非常震驚，作為一位美國總統非常不可
能用這個詞。」據悉多年來，美國一直聲稱，朝
鮮沒必要認為美韓軍演懷有敵意。

日本防衛相小野寺五典回應指，美韓軍演和
駐韓美軍對維護東亞地區安全有重要作用，對消
息表示關注。

共和黨領袖：須國會同意
美國國內有官員擔心這次表態會向韓國盟友

傳達錯誤信號。據報道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周三抵
達韓國，翌日將會見韓國外長康京和，進一步闡
述特朗普的計劃，並傳達美朝峰會成果。蓬佩奧
13日表示，如果朝鮮做不到真誠棄核，美韓軍演
還會繼續，他並指出，希望朝鮮能在兩年內完成
「重大的棄核步驟」。

五角大樓發言人懷特稱，防長馬蒂斯事前已
獲知會，並表達支持。不過法新社引述美國官員
消息指，國防部對特朗普宣布停止軍演感到詫異
，高層更在13日早上召開會議，討論有關做法可

能會帶來的影響。
與美韓軍演直接相關的駐韓美軍中校羅

維特表示，尚未收到五角大樓相關通知，
包括預定今年秋天舉行的 「乙支自由衛士
」軍演在內的軍事活動，暫時不會取消。

有分析指，特朗普提到的軍演開銷
值得關注，他在記者會上始終沒有透
露具體花費，國防部也不會公開，但
有媒體報道，美軍要求韓方1997至
2001年承擔164億韓圜軍演開銷，但
韓方以經濟狀況惡化為由只承擔了
110億韓圜（約8000萬港元），之後
美軍戰略武器頻繁現身朝鮮半島，據
推測韓方承擔的費用或增至數百億韓
圜。

舉世矚目的特金會取得出人意料
的成功，兩國領導人就未來美朝新型
關係、半島無核化、半島和平機制建
設等問題達成重要共識，並白紙黑字
簽署了聯合聲明。半島和平已邁出關
鍵一步，未來的關鍵在於落實，六方
會談可為此提供機制保障。

美朝聯合聲明的確是份好文件。
如果聲明內容能夠兌現，朝鮮半島這
個威脅地區安全的 「火藥桶」 將被排
除，東北亞將步入一個全新的時代。
但聲明也暗含巨大風險。由於措辭過
於籠統，落實起來有極大不確定性，

也給外界提供了廣闊的想像空間。落
實聲明可能會比達成協議更難，半島
無核化及地區和平是十分漫長的過程
，局勢逆轉可能性依然不小。

在解決朝核問題上，美朝峰會與
六方會談，實際上就是核心與保障的
關係，兩者缺一不可。過去，六方會
談的成功，關鍵在美朝有意接觸，而
六方會談的破裂，也是因為美朝拒絕
談判。特金實現了世紀握手，美朝關
係已經破冰，令六方平台重新獲得了
着力點和方向感。

美朝關係的最大風險在於缺乏互

信基礎。極其不信任衍生出瘋狂敵意
，朝走上了 「擁核」 之路，美威力相
逼，雙方幾乎兵戎相見，美朝關係在
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裏始終未走出
冷戰狀態。特金會還只是初識，並未
從根本上改變此前 「零信任」 的現實
。 「美朝新型關係」 的建立充滿挑戰
，稍有不慎，任何偶發事件都可能使
雙方努力前功盡棄，關係重回原點。
正如此次特金會成事離不開各方呵護
和促進一樣，美朝未來關係同樣需要
多邊保障，以便其排除干擾，始終沿
着和解的正確軌道前行。

兩點確定不了一個穩定的平面。
美朝要合作建立 「半島長久穩定和平
機制」 ，沒有相關利益方的參與，顯
然是不現實的。中方是半島停戰協定
締約方，沒有中方簽字，半島和平協
定在國際法律是無效的。而半島任何
和平與安全機制均注定是多邊架構，
雙邊機制不可能持久，也不會穩定。

半島全面無核化，既是中方努力
目標，也是國際社會共同期待。要想
讓事實上 「擁核」 的朝鮮 「棄核」 ，
最關鍵的是要滿足其合理安全關切，
打消其重蹈伊拉克、利比亞覆轍的顧

慮。當前條件下，美方提供的任何安
全保證，哪怕是簽署和平協議、建交
，都很難完全取信於朝。安全保障還
需要包括中俄在內的大國來提供，否
則都是空談。至於朝經濟建設的重心
轉向，則更離不開與周邊國家的合作
，其重要性可能超過美朝雙邊合作。

儘管半島無核化之路
荊棘密布，但只要美朝和
解初衷不改，總會達至終
極目標，六方會談將助力
半島和解進程，為落實特
金會成果保駕護航。

美朝破冰亟待六方會談護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