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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正恩和韩国特使团就朝韩首脑会晤达成共识

朝方明确表达半岛无核化意愿
据朝中社6日报道，朝

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5日
会见当天抵朝的韩国特使
团，双方就北南首脑会晤交
换意见并达成共识。朝方
明确表达半岛无核化意愿。

报道说，金正恩在听取
韩方特使转达的韩国总统
文在寅有关南北首脑会晤
的意愿后，与韩方交换意见
并达成共识，他要求有关部
门就此尽快采取相关实际
举措。会见时，文在寅总统
特使、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
长郑义溶向金正恩转交了
文在寅的亲笔信。

结束对朝鲜访问的韩国特使团
首席特使、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
郑义溶6日说，朝方明确表达了朝鲜
半岛无核化的意愿，并有意与美国
展开对话。

郑义溶当天在青瓦台春秋馆召

开记者会介绍访朝成果时说，朝方
明确表示，只要消除对朝军事威胁，
保障朝鲜体制安全，朝鲜没有理由
拥核。

朝方表示，为磋商半岛无核化问
题和实现朝美关系正常化，朝方有意

与美国展开开诚布公的对话。朝方
还明确表示，对话持续进行期间，将
不进行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射，并承
诺不对韩国使用核武器和传统武器。

除郑义溶外，特使团其他成员
韩国国家情报院院长徐薰、统一部

次官千海成、国家情报院次长金相
均和青瓦台国政状况室室长尹建永
也参加了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
员会副委员长金英哲和朝鲜劳动党
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金与正会见
时在座。

郑义溶说，双方商定于4月底
在板门店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
举行韩朝首脑会晤，将就此展开具
体的实务磋商。这将是韩朝历史
上第三次首脑会晤。双方还决定，
为缓解韩朝军事紧张，实现紧密协
商，将在韩朝首脑间设立热线，并
在首脑会晤前实现首次通话。

此外，为延续平昌冬奥会期间
形成的韩朝和解与合作的良好氛
围，朝方邀请韩方跆拳道示范团和
艺术团访问平壤。

青瓦台消息人士表示，这次会见
成果“不令人失望”，韩朝就包括首脑
会晤等事项达成一定程度的一致。

另据韩国媒体援引青瓦台高
层官员的话报道，金正恩对韩美4
月将举行与往年规模相仿的联合
军演表示理解。

朝中社报道，金正恩５日为韩
国特使团成员举行了晚宴，金正恩
的夫人李雪主，以及金英哲、金与
正等参加晚宴。韩国总统府青瓦
台发言人金宜谦6日说，5日的会
见和晚宴气氛温馨，持续了4个多
小时。

（综合新华社首尔3月6日电）

朝方表示 对话期间将不进行核试验和弹道导弹试射

耐人寻味！

金正恩会见韩国特使团的 个细节7
韩国《中央日报》

报道，文在寅总统特
使、青瓦台国家安保室
长郑义溶一行 5日下
午2时50分抵达平壤
顺安机场，50分钟后在
下榻处见到早前访问
韩国的朝鲜劳动党中
央委员会副委员会长、
统一战线部长金英哲。
双方15分钟内确定会
见和晚宴具体时间。

当晚6时，会见和
晚宴开始。此时距离
特使团抵达不过3个多
小时。报道说，这与朝
方以往做法完全不同。

于4月底举行
第三次韩朝首脑会晤

3小时后便会见

青瓦台发言人金
宜谦6日说，会见和晚
宴持续 4 小时 12 分
钟。韩国联合通讯社
援引一名青瓦台消息
人士的话报道，双方想
谈的事情比较多，作了
足够的沟通。

朝方参加会见的包
括金正恩、金英哲和更
早前以特使身份访韩的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第一副部长、金正恩胞
妹金与正。

金正恩的妻子李
雪主以及金英哲、金与
正等干部一同参加。

晚宴超过4小时

郑义溶在会见中
向金正恩转交文在寅
的一封亲笔信。信件
内容暂不得知。

这封信是文在寅
给金正恩的回信。

2月10日，文在
寅在青瓦台会见赴
韩出席平昌冬奥会
开幕式的朝鲜高级
代表团。

作为金正恩特
使，金与正向文在寅
转交金正恩关于改善
朝韩关系的亲笔信，
转达金正恩对文在寅
访朝的口头邀请。

文在寅回信金正恩

朝中社报道，金正恩
与韩方特使团就积极改
善北南关系、保障朝鲜半
岛和平与稳定等一系列
议题“开诚布公”地交谈。

报道说，金正恩从
韩方听取文在寅关于首
脑会晤的“意志”，与韩
方交换意见，达成“满
意”的共识。金正恩指
示有关部门尽快采取相
关的实际措施。

金正恩与特使团
还就缓和朝鲜半岛尖
锐军事紧张状态和接
触、合作与交流“深入
交换意见”。

达成共识和协议

金正恩在朝鲜劳
动党总部金达莱馆会
见并设宴款待韩国特
使团。这是韩方人士
首次到访朝鲜劳动党
总部。

以往韩国高官访
朝，如已故时任总统金大
中 2000 年 、卢 武 铉
2007年访朝，会谈、会晤
地点主要是平壤百花园
国宾馆、万寿台议事堂。

郑义溶启程赴朝
前表示，特使团访朝是
回访，朝方接待方式与
朝方特使、冬奥高官团
访韩时会有相似之处。

会见地点不同以往

韩国特使团在朝鲜
逗留一晚，下榻平壤高
坊山招待所。《中央日
报》报道，那里对韩方而
言是“陌生的地方”。

朝鲜通常在百花园
国宾馆招待来访贵宾。
金大中、卢武铉和已故
韩国现代集团名誉会长
郑周永访朝时均下榻百
花园。

青瓦台发言人金宜
谦说，高坊山招待所是平
壤大同江边的高级度假
设施，据特使团介绍，从
接待、警卫和住宿等方面
看，朝方“做足了准备”。

特使团下榻新地方

一名青瓦台高官6
日告诉媒体记者，特使
团与金正恩在会见中

“应该”讨论了无核化议
题，期间未提及美国。

报道援引的金正
恩言辞主要涉及朝韩
关系。金正恩几次提
到“我们民族”、“同一
民族”，强调由北南双
方自己努力改善关系。

《中央日报》预计，
双方可能讨论举行南
北离散家属团聚活动
等缓和韩朝关系的具
体措施。胡若愚（新华
社专特稿）

朝方未提及美国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4日发表谈
话，誓言要把针对东古塔地区反政府
武装的军事行动继续进行下去。伊朗
重申支持巴沙尔，与此同时，美英法德
等西方国家纷纷“谴责”东古塔地区的
军事行动，并宣称叙利亚政府和俄罗
斯要为此负责。

持续半个多月的东古塔之战，已
经牵动多方神经。

位置重要
东古塔地区是反政府武装在大马

士革郊区的重要据点。2月18日，叙
利亚政府军集中优势兵力对东古塔发
动围攻。“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说，到
目前为止政府军已经夺回该地区四分
之一以上面积。

该地区是从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
东郊延伸到南郊的一片区域，距离市
中心仅几公里，把大马士革与叙利亚
沙漠分隔开来。当地水资源充沛，盛
产粮食、水果和蔬菜，是大马士革附近
主要农业产地。反政府武装于2012
年占据该地区。战前这里有大约200
万居民，目前还有约40万居民。

志在必得
自2013年起，叙政府军对东古塔

地区实施包围，但没有采取大规模军
事行动，原因是东古塔之战对于叙利
亚战局具有重大影响，政府军需要慎

重对待，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才能发动
进攻，以确保战役取得胜利。

一方面，这场战役将进一步巩固
政府军打击反政府武装的军事成果，
进一步提升政府军士气，而反政府武
装的颓势也将更加明显。过去两年
半，叙政府军在俄罗斯军队支持下，不
断取得战场胜利，并恢复对全国大部
分领土的控制。

另一方面，这场战役将切断外部
势力向叙反政府武装输送物资的一条
主要通道。

反对派难放弃
对于叙反政府武装来说，东古塔

是他们输不起的一张“王牌”。迄今，
叙政府与反对派已经在日内瓦和维也
纳举行了9轮谈判，但进展甚微。反
对派在外部势力支持下，坚持把巴沙
尔下台和政权更迭作为谈判首要议
题，遭到政府断然拒绝，导致9轮谈判
就像“走过场”，甚至双方代表拒绝坐
到同一张谈判桌上。

近一段时期政府军持续进攻下，
反对派尽管处境越来越被动，但依然
不愿放弃上述主张，一个重要原因在
于反政府武装还占据着东古塔。反对
派认为，他们随时能够以东古塔为跳
板，对大马士革发动进攻，以武力推翻
巴沙尔政权，也就意味着他们可以继
续在谈判桌上拒不妥协。但是，如果

丢掉东古塔，那么他们就将失去坚持
其主张的“底气”。

另外，节节败退的反政府武装如
果再失去东古塔，还可能引起其外部
支持者的失望和不满，如果他们因此
减少对反政府武装的支持，势必会让
后者的处境更加艰难。

西方焦虑
西方国家最近有关东古塔之战的

声明和表态，都指责叙利亚政府、俄罗
斯和伊朗，刻意回避叙反政府武装袭
击平民目标和恐怖组织在东古塔的存
在。这反而暴露出西方国家对这场战
役的严重焦虑。

过去几年里，西方国家及其中东
盟友在叙利亚投入很多资源，向反对
派提供大量资金、军事装备和其他物
资，并且派遣人员进行“现场指导”，却
没有取得西方国家所预想的效果。

2013年8月21日，东古塔地区和
西古塔地区分别发生化学武器袭击事
件，导致多名平民伤亡，并引发所谓

“叙利亚化武问题”。至今，西方国家
还抓住这个问题不放，甚至不排除以
此为借口对叙利亚实施军事介入的可
能性。西古塔此前已经被政府军收
复。而东古塔之战则有可能让有关

“化武问题”真相大白于天下。
（据新华社北京３月６日电 记者

邵杰）

何以牵动多方神经?

新闻纵深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5日会见韩国特使代表团。朝鲜媒体6日称双方就北南首脑会晤达成“满意”
的共识，这是金正恩首次与韩国官员对话。以下七个细节有助于读者观察这一事件。

东古塔之战

⬆3月 3日，叙
利亚东古塔地区又
燃战火，居民区冒起
滚滚浓烟。新华社发

⬅3月 4日，在
叙利亚东古塔地区一
次激战后，一名叙政
府军军人竖起拇指。

新华社/法新

俄军用运输机在叙坠毁
机上32人全部遇难

新华社莫斯科3月6日电 俄罗斯国防部6日
说，一架安－26型军用运输机当天在俄驻叙利亚
赫迈米姆空军基地坠毁，机上32人全部遇难。

俄新社援引国防部消息报道，这架军用运输
机是在着陆时坠毁的，坠机地点距离飞机跑道还
有大约500米。初步信息显示，机上载有26名乘
客和6名机组人员，已全部遇难。

据初步推测，坠机可能由机械故障导致。俄罗
斯国防部说，现场报告显示，飞机没有受到火力攻击。

斯里兰卡进入为期10天的紧急状态

中国使馆提醒中国公民注意安全
据新华社科伦坡3月6日电（记者朱瑞卿

唐璐）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6日发布安全提示，
提醒目前在斯及计划赴斯中国公民注意安全。

提示说，斯里兰卡政府当天宣布全国进入为期
10天的紧急状态。紧急状态期间，斯军警拥有对民
众进行搜查和逮捕的权力。在斯中国公民和机构
应密切关注局势发展，遵纪守法，与当地民众和睦
相处，加强安全防范，确保人身财产安全。如遇紧
急情况，应及时报警，并与中国驻斯大使馆联系。

日本政府正式决定明春
举行明仁天皇退位仪式

据新华社东京3月6日电（记者王可佳 姜
俏梅）日本政府6日召开内阁会议，决议通过规定
明春举行明仁天皇退位仪式及明仁天皇和皇后退
位后待遇等问题的相关行政令。

行政令规定，明仁天皇的退位仪式将于其退
位当日，即2019年4月30日举行。行政令还规
定退位后“上皇”和“上皇后”的生活费仍将来自

“内廷费”（天皇、皇后和皇太子一家的生活费），并
规定其在接受皇室警察护卫、使用政府专机等方
面将享受与新天皇、皇后的同等待遇。

特朗普：

可能参加美国
在耶路撒冷新使馆的开馆仪式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6日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
5日会见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后表示，他
有可能参加美国在耶路撒冷新使馆的开馆仪式。

特朗普在白宫与内塔尼亚胡共同回答记者提
问时说，美国正在考虑这一安排。他期待再次前
往以色列。美国国务院上月23日说，美国设在耶
路撒冷的大使馆计划于5月开馆。巴勒斯坦总统
府发表声明，警告美国不要一意孤行，将其驻以色
列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

3D打印可助实现
个性化置换心脏瓣膜

新华社华盛顿3月6日电 美国俄亥俄州立
大学研究团队5日在华盛顿举行的心血管研究技
术大会上展示了一种3D打印技术，可通过个性化
建模，来判断患者适合哪种心脏主动脉瓣置换方
案以及预测手术并发症等，实现因人而治。

3月6日，在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包纳加尔
地区，人们聚集在事故现场。印度西部古吉拉特
邦6日发生一起卡车坠桥的严重交通事故，至少
26人死亡，10多人受伤。 新华社/法新

印度卡车坠桥致26人丧生

3月5日，在意大利罗马，五星运动党领导人路
易吉·迪马约出席新闻发布会。民粹主义政党五星
运动党在参众两院选举中分别赢得32.18%和
32.64%的选票，成为得票率最高的单一政党。

意大利内政部网站5日公布的议会选举结果
爆冷，中右翼联盟在4日举行的参众两院选举中
分别赢得不低于37%的选票，得票率第一。

新华社/路透

意大利议会选举爆冷

中右翼联盟得票率第一

金正恩5日会见韩国特使团，与文在寅总统特使、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溶握手。 新华社发

双方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