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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内会晤
能否达成

更加具体的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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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增丰：
“敌人怕他韩猛子，
他为人民建奇功”

韩增丰，1916年出生于河北省
平山县观音堂乡湾子村一个开明家
庭。1931年，韩增丰在正定求学。
1934年，他投笔从戎，考入山西太
原军官学校，先学无线电专业，后转
学炮兵。

全面抗战爆发后，韩增丰返回
平山县，先后任晋察冀军区4军分
区8大队第3中队中队长，晋察冀第
4军分区第8区队区队长，1938年
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37年
11月至1943年11月，他率部与日
军作战300余次，成为晋察冀边区
著名的抗日英雄。

1938年 12月 25日，日军向
洪子店等地“扫荡”，韩增丰认为
此时温塘必定空虚。他亲自带领
40余名官兵，化装成给“皇军”送
慰劳品的百姓，来到温塘日军据
点，骗过关卡后，指挥战士摧毁温
塘碉堡群，毙敌30多人并放火烧
了所有岗楼，1小时结束战斗，撤
离阵地。

1939年，韩增丰任平（山）井
（陉）获（鹿）游击支队副支队长。
他率部从平山九里山出发，长途
奔袭，奇袭石家庄西郊大郭村日
军飞机场，炸毁敌运输机2架，俘
敌30余名，并夺取大量棉花。

1941年秋季的一天，井陉城
的日军指挥官送来请帖，邀韩增
丰到贾庄饭馆谈判。韩增丰身缠
炸药，只带两名警卫员，昂首阔步
走进饭馆。日方用煤矿诱降韩增
丰，韩增丰拍案而起，“别来这一
套，是英雄战场上见！”说罢，拂袖
而去。

三天后，日军集中900名日
伪军，分三路进行“铁壁合围”。
韩增丰得到情报后，留少部分兵
力诱敌深入，他带大部队转到外
围。日伪军攻进赵庄岭后即遭到
韩增丰部队的包围，日军见状仓
皇突围。经一天激战，韩增丰部
大获全胜。

1943年 10月11日，韩增丰
率部进驻行唐县宋营村。10月
12日拂晓前，日军将宋营村包围，
战斗非常惨烈，韩增丰带领一支
队伍猛冲猛打，制造声势，掩护其
他队伍和一些政工干部、群众从
另一个方向冲出包围，而他在返
回村子救战友和群众时，身中数
弹，壮烈牺牲，时年27岁。

据新华社

肖永智，1916年生，河南新县
人。1927年参加儿童团，1931年
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肖永智曾任红4军第10
师少共团委书记、红31军政治部宣
传队队长、第91师政治部宣传科科
长、91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
鄂豫皖苏区反“围剿”、川陕苏区反

“围攻”和长征。

1932年6月，肖永智带领20
多名战士，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
烈战斗，将偷袭箭厂河的一个营
的敌人歼灭，创造了速战速决、以
少胜多的模范战例。同年，在鄂
豫皖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他
率领百余名指战员伪装主力，吸
引牵制了敌人一个师的进攻，掩
护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
军总部及红军主力2万余人安全
转移。由于他机智勇敢，屡建战
功，多次受到鄂豫皖苏区创建人
吴焕先的称赞。到达陕北后，肖
永智被派到中央党校学习。

全国抗战爆发后，肖永智任
八路军第129师386旅772团政
治处副主任、政治委员，先后参加
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战斗和晋
东南反“九路围攻”。1939年，肖
永智任第129师先遣纵队政治委
员，率部在鲁西北地区坚持抗日
游击战争。

1940年，肖永智任第129师
新编第8旅政治委员，参加了百
团大战和冀南地区反“扫荡”作
战。1943年7月，肖永智任冀南
军区第7军分区政治委员兼中共
地委书记。他经常深入前线，开
展战场政治工作，并参与作战指
挥，锻炼成为八路军的一员骁将。

1944 年，肖永智率部抗战
时，在山东清平县陈官营（今属山
东临清市）遭日军突袭，突围时英
勇牺牲，年仅28岁。

2014年，民政部公布第一批
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
名录，肖永智名列其中。

据新华社

肖永智：
有勇有谋的抗日骁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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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内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授予“和平城市”称号。国际社会
期待，朝美领导人时隔8个月再次
会晤，能为推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
化和半岛持久和平注入新动力。

金正恩与特朗普“第二次握
手”将在哪里定格？记者带你探访
河内多处“金特会”热门地点。

会晤选在河内有哪些讲究？

2月下旬，越南近两天虽是阴
雨天气，气温仍在 15 摄氏度上
下。据天气预报，会晤那两天，最
高温有望升至27、28度。

河内街头也开始出现会晤的
元素。市中心一些地段出现朝越
美三国旗帜以及主题背景板。当
地的一些商家还借机推出了相关
营销活动。

越方视举办此次会晤为展示
自身积极形象、推介风土人情和旅
游投资资源的重要机会。

此次会晤为何定在越南河内？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杨希雨认为，朝鲜和美国在河内都
设有大使馆，两国元首在此会晤，
安全保障、外交密电等通信保障都
更方便。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琏瑰说，
越南与朝美两国关系都不错，同朝
鲜距离和地理位置也比较合适，越
南也愿为会晤提供充分的安全和
后勤等各方面保障。

安保升级，警方全天候巡逻

会晤从宣布到最终举行日期
不过20天左右，留给越方筹备时
间相当紧张。安保是筹备工作中
的重要一环。

走在河内街头，市民生活看似
如常，但城市一些制高点上持枪的
士兵、街上不时出现的军警和呼啸

而过的车队，显示安保已然升级。
另据越媒报道，24日下午，河内东
西向主干道金马路开始交通管制。

在一些可能是两国领导人下
榻或会晤的地点和酒店外，安保也
明显有所增强。

据悉，这次为确保朝美代表团
和与会记者安全，河内市警方将对
机场、车站、电力设施和文化古迹
等重点场所进行全天候巡逻。

按照去年新加坡会晤的经验，
随着会期临近，特别是两国代表团
的抵达，安保工作将会更加强化。

政府宾馆吸引记者“蹲点”

据越方外交部23日介绍，已
有近3000名记者报名参与此次会
晤报道。越方将位于河内市中心、
面积约3.2公顷的文化友谊宫设为
国际媒体中心。

不过，前期报道的“暗战”已开
始。

此次会晤延续了“金特会”一
贯风格，两国领导人何时抵达、在
哪里下榻、在哪里会晤引发各种竞
猜。各路媒体各显神通，从不同渠
道打探消息，安排人手去可能的地
点蹲守。

政府宾馆位于河内市中心，是
越方接待外国政要的重要地点，距
朝鲜驻越大使馆仅3公里左右，距
美国驻越大使馆约5公里，附近还
有越南党政机关多个办公地点，也
因此成为会晤场所的“热门竞猜
地”之一。陆续有记者赶来“踩
点”，甚至在此“蹲点”。

隔着政府宾馆的围栏，可以看
到一些工作人员正忙着修整花木、
粉刷围栏、检修照明。

与此同时，接待过众多政要的
万豪、梅里亚等酒店外，也有大批
记者守候。

金特会2.0：从意愿到行动，相向而行是关键

河内会晤，金正恩特朗普谈些啥？

最大任务
金正恩与特朗普去年6月在新

加坡举行的首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
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就朝美关系、朝
鲜半岛和平机制及半岛无核化等问
题达成共识。随后，朝美无核化谈判
却陷入将近半年的停滞，双方不仅各
说各话，甚至互相指责。专家认为，
朝美在无核化概念、方式和步骤上分
歧严重。

在多名专家看来，新加坡会晤虽
然实现了“突破”，但并没有形成明确的
具体措施。就半岛无核化、半岛和平
机制和朝美关系改善制定具体措施，
将是第二次“金特会”面临的最大任务。

韩国韩东大学学者金峻亨说，朝
美领导人均清楚，河内会晤需要达成
更加具体的协议。中国国际问题研
究院研究员杨希雨认为，河内会晤有
望真正启动朝美间“实质性谈判”。

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琏瑰说，朝
美近期显现出缩小分歧的迹象，比如
美国官员在表态中对无核化弱化了

“不可逆”的说法，改为“最终、完全经
验证的”无核化。河内会晤有可能就
无核化问题达成“可操作的、有指标
性的具体安排”，甚至大致的“时间表
和路线图”。

三大议题
目前朝美官员仍在河内磋商，按

惯例可能会一直持续至金正恩和特
朗普会面前一刻。在各方近期披露
的消息中，朝美谈判桌上的几个关键
议题浮出水面。

议题一：宁边核设施与核查。朝
方曾表示，如果美国采取相应措施，
朝方有意采取永久废弃宁边核设施
等追加措施。金峻亨认为，宁边核设
施相关问题将是河内会晤的焦点之
一，对朝鲜丰溪里核试验场、东仓里
导弹发射台和发动机试验场的核查
也可能成为谈判筹码。

议题二：朝韩合作项目与取消制
裁。寻求美方放松制裁被认为是朝
方看重的回报，金刚山旅游区、开城
工业园等朝韩合作项目能否获得“松
绑”是目前关注焦点。特朗普20日
说，“我愿意取消制裁，但在此之前对
方必须做出有意义的事情”。

议题三：互设联络处与终战宣
言。美国智库韩国经济研究所分析师
凯尔·费里埃认为，美方目前的谈判筹
码可能包括宣布朝鲜战争终战与朝美
互设联络办公室，以此作为对朝安全
保障措施。但也有专家表示，美方这
一筹码能否让朝方满意尚是未知。

三大障碍
分析人士认为，半岛无核化与朝

美关系问题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面
临多重不确定因素。河内会晤取得
实质性成果以及成果落实都面临不
少障碍。

第一，互信缺失。杨希雨认为，
朝美关系所面临的最根本挑战就是
战略信任缺失，相互猜疑也是导致朝
美对话一度停滞的重要原因。如果
这一状态继续，朝美谈判仍将面临

“步步是坎”的困境。
第二，传统偏见。金峻亨认为，

美国有不少人以“居高临下”的态度
看待朝鲜，认为会谈即是对朝方不小
的“回报”，这增加了朝美平等对话以
达成具体共识的难度。

第三，国内压力。专家认为，朝
美领导人目前都面临着国内压力，特
朗普此前缓和对朝关系的举措在国
内受到一些批评，朝鲜领导人也面临
以切实成果向民众表明无核化道路
正确性的问题，能否继续相向而行考
验双方耐心与定力。

本月27日至28日，美国总统特
朗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将在
越南河内举行会晤。外界期待双方
能够缩小分歧、扩大共识，就推动实
现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半岛持久和平、
改善美朝关系等问题取得新突破。

从新加坡到河内，为落实朝美领

导人首次会晤达成的成果，两国高级
别官员频频互动，但因在无核化步
骤、解除对朝制裁和签署终战宣言等
议题上存在分歧，对话一度陷入停
滞。

朝鲜已采取一系列实际行动推
动朝美关系缓和，如释放扣押的美国

公民、废弃丰溪里核试验场、移交美
军士兵遗骸等，并明确表示如果美方
做出相应行动，朝鲜会采取更多措
施，如永久废弃宁边核设施等。但迄
今朝方的行动并未换得美方对等回
应，给朝美间的良性互动蒙上阴影。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朝鲜半

岛无核化不会一蹴而就，中方主张分
阶段、同步走、一揽子解决的推进思
路是考虑各方诉求的建设性倡议。
唯有朝美双方以善意回应善意，以行
动对应行动，将承诺化为实质举措，
才可能在和平解决朝核问题、建立新
的美朝关系道路上迈出更大步伐。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6日抵达越
南，将对越南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并在河内
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

据朝中社此前报道，金正恩23日下
午乘坐专列离开平壤，启程参加定于27
日至28日在河内举行的第二次朝美领导
人会晤和会谈。

朝中社还说，应越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阮富仲邀请，金正恩将对越南进行
正式友好访问。

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晚抵达越南首
都河内，将参加27日至28日在河内举行
的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

白宫此前宣布，特朗普和朝鲜最高领
导人金正恩将于27日晚举行简短会谈，随
后共进晚餐，双方还将于28日举行会谈。

各方专家普遍对河内会晤达成“更具
体协议”抱有期待，但同时认为会晤成果
及朝美无核化对话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
因素和挑战。

“金特会2.0”
带热河内商机
特制T恤供不应求

一些商人视美国总
统唐纳德·特朗普与朝
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27
日至28日在越南首都河
内会晤为商机，期待借
机赚一笔。

美联社26日报道，美
国人罗伯特·吉布在河内
居住10年，在老城区经营

“独角兽酒吧”。第二次
美朝领导人会晤在即，
酒吧推出一种“特饮”。
吉布介绍，它由烧酒、波
本威士忌和“火球”威士
忌调制而成，入口略浓
烈苦涩，但后味甘甜、平
和，“给人一种想朝积极
方向走下去的欲望”。

爱尔兰人科林·凯利
在会晤前推出两种特制
汉堡，希望为自己开在
老城区的炸鸡和汉堡餐
厅攒人气。“显而易见，
我们想赚点钱，但最初
念头只是想参与河内正
在发生的（事情）……为
我们自己和顾客带来一
点乐趣。”

与 吉 布 和 凯 利 不
同，57岁的T恤设计师
张青德（音译）推出一款
特制T恤，印有特朗普
和金正恩微笑的肖像，
销路不错。

张青德说，T恤售
价10万越南盾（约合4.2
美元），供不应求，截至
上周卖出大约500件，
买家多为年轻人。他告
诉记者，美朝领导人会
晤是要紧事，因为对话
比对抗好，将给“朝鲜半
岛带来和平……和其他
好事”。

本组稿件综合新华
社、央视、国际在线等

金正恩到了！特朗普也到了！

金特会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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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宾馆
成为“热门竞猜地”之一

金正恩乘坐的火车当地时间26日上午抵达越南北部谅山省同登火车站，多名越南官员和大量当地民众到火车站迎接。央视截图

美国总统特朗普26日晚抵达越南首都河内，将参加27日至28日在河内举行
的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晤。 图据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