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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朝 时间：
5月底以前

地点：
尚未确定

意义：
这将是美国在任总统与朝鲜最
高领导人首次会晤

与朝鲜之间的
协议正在制定中，
一旦完成，将会对
世界非常有益。

会晤
核

特朗普：

各 取 所 需
3月8日，韩国总统文在寅的特使郑义溶8

日晚在白宫宣布，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与朝
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同意5月底以前见面。

美朝领导人有望会面的背后，凸显朝鲜半
岛以及美朝国内相关局势正走向“十字路口”，
是双方顺势而为、各取所需的结果。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
明说，从朝方角度说，它现在希望缓和国际压
力，争取制裁放松，“这种缓和体现为北南关系
缓和，以至朝美关系缓和”；从美方角度说，特朗
普政府对朝“极限施压”濒临十字路口。这种情
形下，“如果有缓和局面的可能，如果会面有促
成对话甚至谈判的可能，特朗普乐见其成”。

在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
研究员王俊生看来，就朝核问题，特朗普政府
上台以来显现有别于历届美国政府的变化，传
递出解决这一问题较为强烈的政治意愿，而借
助外交手段、经由对话解决，无疑“成本最低”。

“朝鲜这次提出可以对话，可以讨论无核
化，可以暂停核武器和导弹试验，其实满足了
美方条件，”王俊生说，因而“美方觉得可以谈
一谈。如果谈成，成本最低。”

分 步 推 进
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8日说，美国

与朝鲜之间应首先探讨开始“对话”，现在谈论
“谈判”为时尚早。这一表态早于特朗普宣布
同意与金正恩会面。

在刁大明看来，即便美朝领导人会面，可
能也仅仅只是“会面”，“也许连‘对话’都谈不
上”。“对话包含特定议题和议程。从当前各方
表态看，这只是一个双方领导人面对面的机
会。两人会面将向外界释放积极信号，但不太
可能一蹴而就收获实际结果。”

王俊生说，美朝领导人如果见面，首先要了
解对方的意图、了解对方想要什么，然后才能确
定对话形式和目的，最终触及“实质性议题”。
这个过程需要处理好一系列技术性事务。

一些分析师说，美国希望彻底消除朝鲜能
够威胁美国本土的所有能力，包括核武器；朝
鲜坚信只有拥有核力量才能确保本国安全。
两国至今没有签署和平协定。

要解开这个“结”不容易。为切实推动对
话进程，中方提出以“低门槛、同步走、小步走”
的方式作双边和多边互动，强调一切以谈为
重，一切从谈开始。

刁大明说，朝鲜半岛问题相关方乐见当下
积极进展。王俊生说：“只要能谈就是好事，如
果美朝能达成和平协定更好。”

检 验 真 心
王毅外长8日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

当半岛局势出现缓和时，各种干扰就会如影随
形，接踵而来。现在又到了检验各方是不是真
心希望解决半岛核问题的关键时刻。

王俊生推断，美国对朝“极限施压”不会、
也不可能因双方领导人见面而改变，主要原因
包括美方认定施压产生效果，美国国内对朝舆
论氛围显现强硬取向。

在刁大明看来，朝韩会谈结果也好，特朗
普同意与金正恩会面也好，所有消息都由韩方
首先发布，美朝有些“半推半就”。

“一方面看，美国要求韩国在半岛事务上
发挥更多协调作用，”他说，“另一方面，美国可
能在为今后政策调整留下后路。这种心态一
定程度上显现不信任感。”

依照刁大明的说法，无论朝韩对话还是美
朝对话，各方妥协的出发点主要是为后续对话
创造良好环境和理想氛围，离解决半岛核问题
仍有距离。

“如果只是为了国内政治因素或压力做
‘国际秀’，或为自身盘算谋求更大空间，显然
不利于半岛问题解决，甚至可能导致问题复
杂化。”

继 续 施 压
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9日表示，只有看

到朝鲜采取具体措施兑现其承诺，美国总统特
朗普才会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面。

3月9日，在美国华盛顿，白宫发言人桑德
斯举行例行记者会。

桑德斯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说，朝鲜方
面此次作出了重要承诺，包括弃核、停止核导
试验等。美国期待朝鲜采取的具体措施之一
就是在两国领导人会面前即开始无核化。

9日晚些时候，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平台
表示：“与朝鲜之间的协议正在制定中，一旦完
成，将会对世界非常有益。”特朗普没有说明所
指协议到底是什么内容。

另据美国国务院提供的消息，美国国务卿
蒂勒森9日早些时候表示，虽然美朝对话的条
件尚未成熟，但美方对双边对话持开放态度。
他表示，美朝领导人会面的时间和地点还需几
周才能确定。

特朗普8日通过社交媒体平台表示，朝鲜
半岛问题“正在取得重大进展”，他与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的会面“正在计划中”，与此同
时，美国对朝鲜的制裁将会继续，直至达成协
议。

据新华社

美朝首脑愿会面
半岛局势走向“十字路口”

美国总统唐
纳德·特朗普
与朝鲜领导

人金正恩同意会面，
让朝鲜半岛核问题的
解决朝正确方向迈出
积极一步。美方缘何
“接招”朝方会面提
议？双方如果见面，
后续将谈些什么、以
什么方式推进？

政 治 分 析 师 认
定，美朝如果实现对
话是好事，在半岛局
势显现缓和之际，正
是检验各方解决半岛
问题真心之时。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5月之前同朝鲜最
高领导人金正恩会面，以推动“实现永久无核
化”的目标。国际社会继续予以积极评价。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日通过发言人
发表声明，对计划中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之间的会面感到鼓舞。发
言人迪雅里克说：“秘书长对各方所展现出的
领导力以及视野表示赞赏，并重申他对各方依
据安理会各项决议为朝鲜半岛和平实现无核
化所做各项努力的支持。”

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9日在社交媒体上
发文对会面表示欢迎。他说，朝鲜领导人表现
出准备好要落实联合国相关决议，这很重要。

他同时表示，在接触的同时，也需要对朝鲜保
持压力。

法国总统府9日发布新闻公报说，法国总
统马克龙当天和美国总统进行电话会晤，对美
国宣布计划和朝鲜进行对话表示赞赏。他说，
国际社会应该保持团结一致，以促进和朝鲜的
对话，推动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

韩国总统文在寅的特使郑义溶8日晚在
美国白宫宣布，特朗普与金正恩同意5月底
以前会面。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 9日表
示，只有看到朝鲜采取具体措施兑现其承诺，
特朗普才会与金正恩举行会面。

据新华社

为何谈？
从朝方角度说，

它现在希望缓和国
际压力，争取制裁放
松；从美方角度说，特
朗普政府对朝“极限
施压”濒临十字路口。

谈什么？
美朝领导人会

面，可能也仅仅只是
“会面”，“也许连‘对
话’都谈不上”。

国际社会继续积极评价
美朝领导人会面计划

相 关 新 闻

3月 9日，在
美国华盛顿，白宫
发言人桑德斯举
行例行记者会，继
续向朝鲜施压。

新华社发

他是谁？
现年66岁的斯克里帕尔是一名退休的俄罗斯军事

情报官员，曾是一名双面特工。
斯克里帕尔曾是俄罗斯情报总局上校，1999年退

役，随后在俄罗斯外交部工作，2003年从商。他2004年
在莫斯科被捕，承认自1995年起向英国军情六处提供
俄驻欧洲特工的情报，换取10万美元酬劳。

2006年，斯克里帕尔被判入狱13年。2010年，他
与另外3名在俄罗斯为西方工作的特工获释，同年7月9
日在奥地利维也纳机场搭乘美国政府包机前往美国。

美国和俄罗斯当时完成“冷战”后最大规模落网特
工交换。俄方以斯克里帕尔等人换回“美女特工”安娜·
查普曼等10名潜伏在美国的俄方人员。

随后，斯克里帕尔选择在英国落户。向英国企业泄
密的俄军控专家伊戈尔·苏佳金也留在英国。

之后，斯克里帕尔淡出公众视野。4日傍晚5时左
右，警方包围斯克里帕尔位于萨利斯伯里的家宅。

邻居说，斯克里帕尔待人友好，他的妻子近几年离世。

谁干的？
当地时间4日，英国索尔兹伯里一家购物中心的长

凳上，人们发现了两个陷入昏厥的人，一个是66岁的男
性，一个是33岁女性。经警方确认，该男性为前俄罗斯
和英国情报机构的“双面间谍”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女
性是他的女儿尤利娅·斯克里帕尔。两人在商场内接触
到“不明物质”后倒下。

7日，英国警方确认昏迷前接触到的“不明物质”，是
一种神经毒剂，并且确认这是一起使用神经毒剂的谋杀
未遂事件。据路透社报道，在尚未出院的3人中，斯克里
帕尔父女8日依然昏迷，身体状况极差，但还算稳定；曾
赴现场处置的警察尼克·贝利身体状况不佳，但神志清
醒，可以开口说话，“能够坐起来”。

英国政府至今拒绝说明这种神经毒剂具体是什么
物质，同时安抚公众，这起事件不构成更大范围的公共
安全威胁。

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确认，斯克里帕尔案
与2006年前俄罗斯特工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在英国
遇害案有相似之处。利特维年科当时喝下含有放射性
元素钋的“毒茶”身亡，英方2016年一份调查报告指认
两名俄罗斯人为主要嫌疑人，且推断暗杀“可能”经由俄
总统普京批准。俄方坚决否认。

就斯克里帕尔事件，英国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
席汤姆·图根达特说：“盖棺定论还太早，但它确实带有
俄罗斯袭击手法的特征。”

利特维年科遗孀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说，斯克里
帕尔案情节让她有“似曾相识”之感。

口水战
“双面间谍”、神经毒剂、谋杀未遂，几个关键词不仅

将这一事件变得扑朔迷离，更是引发了英国与俄罗斯两
国之间的一场“口水仗”。在英国政府看来，“斯克里帕
尔父女疑似中毒案”的幕后黑手，很有可能是俄罗斯。
不少西方媒体在报道此事时，也指称“俄罗斯有重大嫌
疑”。

鉴于斯克里帕尔的身份背景，俄罗斯政府受到怀
疑。英国政府虽然没有直接把矛头指向俄罗斯，一些暗
示性言论引发俄方强烈反应。

英国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在英国议会对“世界
各国政府”喊话，说如果查明这起案件背后是政府行为，
英方将采取“有力”回应措施。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告诉
英国独立电视台，如果这是受到“政府支持”的事件，“我
们将采取适当和正确措施”。

伦敦警察局前局长伊恩·布莱尔9日告诉英国广播
公司记者，应该重新调查14名在英国死亡的俄罗斯人的
死因。美国“嗡嗡喂”新闻网站报道，美国情报部门认为
这些人的死因与俄方有关联，而英方已经停止调查。

俄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批评约翰逊的言
论“蛮横”和“疯狂”。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9日说，把斯
克里帕尔中毒归咎于俄方是“宣传”手段，俄方愿意协助
调查，“但是，（英方人员）不应立即在电视屏幕上作毫无
根据的指认”。

美联社援引英国化学武器专家理查德·格思里的话
报道，不可否认“存在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有人“栽赃
嫁祸给俄罗斯”。

俄罗斯第一频道电视台新闻主播基里尔·克列伊梅
诺夫8日在夜间新闻节目中说，对企图背叛俄罗斯的人
而言，斯克里帕尔中毒事件是一次警告。

“我不希望任何人死，”克列伊梅诺夫说，“但是，纯
粹出于教育目的，我想警告那些梦想干这种事的人，叛
徒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

克列伊梅诺夫说，鲜有叛徒命长，酗酒、吸毒、压力和
抑郁引发的心脏病、自杀“都是叛徒的职业病”。他同时告
诫“叛徒或那些痛恨自己国家的人”，“不要选择去英国生
活”，因为“那里有问题。也许是因为气候，但是近年来，那里
发生了太多后果严重的事件”。 据新华社、央视

俄前“双面间谍”

中毒！
事因未明 英俄隔空“交战”

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她女儿。 图据央视

英国媒体5日报道，因充当英国间谍
获罪的俄罗斯前特工谢尔盖·斯克
里帕尔接触不明物质后生命垂危。

斯克里帕尔现年66岁，4日被人发现与一
名33岁女子在英国一购物中心长椅上一并陷
入昏迷。英国警方8日最新消息称，受英国庇
护的俄罗斯前间谍谢尔盖·斯克里帕尔和女儿
中毒一案中，共21人接受治疗，包括斯克里帕
尔父女在内的3人仍在住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