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板门店

朝最高领导人首踏韩土地

时隔11年，朝韩双方同意举行
第三次首脑会晤。2000 年和 2007
年，韩国时任总统金大中和卢武铉分
别前往平壤，会见时任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日。

金正恩此次决定“南下”板门店，
在韩方一侧的“和平之家”会晤文在
寅，这将是朝鲜战争后朝鲜最高领导
人首次踏上韩国土地。在韩国媒体
看来，此次会晤地点颇具象征意义。

韩国有媒体评论说，板门店是冷
战体制下朝美敌对关系、朝韩分裂现
状的集中体现，朝韩领导人在板门店
举行会晤本身就具有积极意义，对外
传达出双方为积累互相尊重和信任
而努力的积极信号。

此外，双方把首脑会晤的时间定
在4月底举行，“已经做到了最大限度
的提前”。在外界看来，此举意在紧
跟平昌冬奥会营造的“和平暖流”，体
现了双方相向而行的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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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媒有分析认为，金正恩这
一罕见表态，大大超出了韩国特使团
预期，体现了朝韩双方正通过相互理
解展现对话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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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积极评价朝韩互动但国务院宣布对朝鲜新制裁

美国暂不改变对朝强硬态势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
院）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切夫
7日说，美国针对朝鲜的新制裁意
在破坏朝鲜和韩国的和谈。

科萨切夫当天在社交媒体脸
书上发表评论说，美国对其他国家

实施制裁的理由越来越荒谬。虽
然有关一名朝鲜籍男子在马来西
亚吉隆坡国际机场遇害案件的具
体情况并不清晰，更不用说是否涉
及朝鲜官方，但美国的“制裁爱好
者”对此毫不在意。

科萨切夫说，美国的新制裁
是在朝鲜半岛形势明显回暖的时
候蓄意实施的，意在破坏朝韩之
间的和谈。美国不愿意接受任何
和平。

2017年2月13日，一名朝鲜籍

男子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
寻求医疗救助，随后在送医途中身
亡。朝中社2017年3月发表文章，
抨击美国和韩国企图利用朝鲜男
子在马来西亚死亡一事抹黑朝鲜、
颠覆朝鲜体制。

特朗普与到访的瑞典首相斯
特凡·勒文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
朝鲜方面日前与韩国特使团在平
壤会谈期间“表态积极”。特朗普
同时称赞朝鲜派运动员参加平昌
冬奥会的举措，希望这种“善意”
能够延续下去。

特朗普说：“我们已经取得了进
展，这毫无疑问。”他认为，朝鲜对美

展开对话的意愿应该是“真诚的”。
但他拒绝谈论是否会为美朝对话设
置前提条件，以及是否愿与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展开直接对话。

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借社交媒
体接连发文，起初称“我们看看会发
生什么”，附上一篇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会见韩国特使团的新闻报道
链接，稍后说“相关各方作出了认真

努力，这是多年来第一次，世界在关
注与期待”“（与朝方对话）也许是虚
假希望，但无论局势朝什么方向发
展，美方都做好准备”。

美国副总统彭斯当天也表示，美
国不会改变其对朝态势，除非能够看
到朝方采取“可信、可验证且具体的”
弃核措施。依照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丹·科茨的说法，美方需要在决定是

否与朝方对话前“多做功课”。
韩国访朝首席特使、青瓦台国家

安保室室长郑义溶6日在青瓦台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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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方还表示，为磋商半岛无核化
问题和实现朝美关系正常化，朝方有
意与美国展开对话。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表示，朝鲜和韩国近日就半岛局
势作出的表态“非常积极”，认为这对全世界是“大好事”。
但对于美朝直接对话，特朗普仍表态谨慎。

然而在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发表声明
说，美国将对朝鲜进行新的制裁。声明说，美方认定，一名
朝鲜籍男子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机场被使用化学制剂
杀害。美国依据国内相关法律，对朝鲜实施新的制裁。制
裁于3月5日起生效。美方没有公布具体制裁措施。

美国政府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高级官员6日说，美韩
例行军演将会恢复，除非看到朝鲜采取具体弃核措施，美
国对朝态势不会改变。

特朗普:
不管局势如何
美国都作好了准备

俄罗斯官员:
美对朝新制裁
意在破坏朝韩和谈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继续发出强
硬声音。白宫高级官员6日宣布，美
韩例行军演将会恢复。除非看到朝
鲜采取具体弃核措施，美国对朝态势
不会改变。

“在（平昌冬季）奥运会和残奥会
之后，”美国政府一名不愿公开姓名

的高级官员6日说，“我们自然会启
动例行军演。”

借冬奥会契机，韩美今年1月初
决定把原定2月底开始的“关键决
断”和“秃鹫”联合军演推迟到冬残奥
会闭幕以后。韩国国防部2月20日
确认，联合军演仍将举行，具体日期

将在3月18日冬残奥会闭幕后至4
月前宣布。

法新社以一名熟悉美韩联合军演
事务的人士为消息源报道，考虑韩朝商
定4月底在板门店举行第三次南北首
脑会晤，联合军演可能定在5月中旬。

自1953年朝鲜半岛停战以来，

韩美每年年初举行“关键决断”和“秃
鹫”联合军演、八九月份举行“乙支自
由卫士”演习。朝鲜视这类军演为威
胁和恐吓，一直强烈要求韩美停止。

郑义溶6日说，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对韩美重启联合军演“表示理
解”。 （综合新华社3月7日电）

朝韩首脑板门店会晤 大看点

与构建和平机制并论

朝韩领导人见面谈什么？据韩
媒报道，双方会谈将“以朝美对话为
议题，讨论无核化”。

金正恩明确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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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联社报道称，
这是2012年朝美“2·29”协议后时
隔六年，朝鲜正式表明无核化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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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媒体对此解读说，朝鲜希
望将半岛无核化，与美国签署和平
协定、构建和平机制等“实质问
题”，一揽子地摆上谈判桌与美国
进行全面协商。

对于美朝对话前景，特朗普拒
绝谈论是否会为对话设置前提条
件，以及是否愿与金正恩展开直接
对话。有评论指出，美国可以把棘
手问题作为谈判内容而非先决条
件，以此降低开展对话的门槛，进而
促成各方“同步走、小步走”。

分析人士认为，朝韩对话将对
朝美对话产生促进作用，这与中方
倡导的“双轨并行”思路相似，也就
是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
机制两条轨道，按照同步对等原则
一并推进，最终一揽子解决，以实现
半岛的长治久安。

韩国青瓦台相关人士 7 日表
示，以文在寅特使身份访朝的青瓦
台国家安全室室长郑义溶和国家
情报院院长徐薰将于 8 日启程赴
美，向特朗普介绍朝韩对话情况，
并呼吁美方启动朝美对话。郑义
溶和徐薰还将陆续访问中国、俄罗
斯和日本，介绍访朝结果，力争获
得国际社会支持。

（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记者
杜白羽）

分析人士指出，朝美关系是
影响半岛局势的另一个重要因
素。朝韩之间的积极互动以及朝
鲜愿意与美对话的表态有助于推
动朝美对话，为半岛局势进入良
性循环营造良好氛围。

韩国总统特使代表团首席特
使、青瓦台国家安保室室长郑义
溶6日在接受记者提问时表态说，
韩方认为“当前开启朝美对话的
条件已经成熟”。

朝韩双方决定，为缓解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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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前，在金大中和卢武铉政
府时期，韩朝双方曾设有情报机
构间的直通电话，而设立首脑热
线尚属首次。这不仅为朝韩双方
直接沟通建立了机制，还可有效

降低因不明对方意图而产生误判
和错误决策的可能。

朝方还表示，对话进行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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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国内对半岛局势出现进
一步缓和普遍予以积极评价。韩
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发言人白慧
莲说，特使团此访取得了“超常规
的成果”，并借此“打开了半岛和
平大门”。她认为，韩朝迈出改善
南北关系的重要一步，朝方的表
态为朝美对话扫清了障碍。

朝韩决定举行首脑会晤向外
界释放了积极信号。与此同时，
国际社会开始高度关注朝美双方
是否能尽快启动对话。有媒体评
论说，要实现半岛形势的根本转
圜，朝美作为朝核问题的主要当

事方，直接对话同样不可或缺。
文在寅政府希望以朝韩对话

为驱动，推动朝美实现对话，以缓
解朝韩军事紧张和构建持久和平
体制，并将南北关系和朝美关系
比喻为“两个车轮”。

中方对此也有相似看法。十
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副秘书长、
发言人张业遂日前表示，如果把朝
韩关系和朝美关系比作两个轮子
的话，我们希望朝韩关系这个轮子
能够继续转下去，希望朝美关系这
个轮子能够尽快地转起来。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表示，朝
韩作出的表态“非常积极”，认为

“朝鲜是真诚的，但我认为这是对
朝制裁所起的作用，包括来自中
国的巨大帮助”。另一方面，他也
有所保留地指出，不管局势如何，
美国都做好了准备。

日前，韩国总统文在寅派遣
的特使团受到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会见，朝方明确表达了半
岛无核化的意愿，并有意同美国
展开对话。双方还商定4月底在
板门店韩方一侧举行首脑会晤。

白宫高级官员:
美韩5月仍将
举行联合军演

以朝韩对话促朝美对话
双轮转

无核化

3
国际观察

据新华社洛杉矶3月6日电（记者郭爽）在美
国洛杉矶本周举行的美国物理学会年会上，谷歌
公司发布72量子比特的量子处理器，称这一设备
未来可实现“量子霸权”。

据介绍，谷歌对这一定名为“狐尾松”的72量
子比特处理器将为谷歌量子技术研究提供一个测
试系统错误率及可拓展性的平台，也将在机器学
习上有很好的应用。业界认为，如果量子计算机
能以足够低的误差有效操纵50个左右量子比特，
计算能力就能超越传统计算机，即实现量子霸权。

谷歌发布72量子比特处理器

据新华社弗里敦3月7日电（记者石松 赵姝
婷）塞拉利昂7日举行全国大选投票，选举产生新
任总统和全部132名议会议员，预计结果将于一
周后揭晓。

此次大选共有16个政党参加。总统职位竞
争主要在现任执政党全国人民大会党总统候选人
萨穆拉·卡马拉和最大反对党塞拉利昂人民党候
选人朱利叶斯·马达·比奥两人之间展开。按照塞
拉利昂相关法律规定，如果没有总统候选人获得
55％以上的选票，则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将进
入第二轮投票。

塞拉利昂举行全国大选

据新华社华盛顿3月6日电（记者孙丁 徐
剑梅）美国联邦监督机构特别检察官办公室6日
说，总统高级顾问凯莉安妮·康韦试图利用公职影
响亚拉巴马州联邦参议员补缺选举，违反了有关
保持“行政中立”的联邦法律。

特别检察官办公室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说，在
去年底两次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康韦以总统高
级顾问的身份声援了共和党候选人罗伊·穆尔并
抨击了穆尔的对手、民主党候选人道格·琼斯。

美总统高级顾问
被指违反“行政中立”

美国白宫3月6日宣布，白宫国家经济委员
会主任科恩决定辞职。

这是科恩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路透

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决定辞职

据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3月7日电 俄罗
斯国防部新闻局7日发布新闻公告说，6日在俄驻
叙利亚赫迈米姆空军基地坠毁的安－26型军用
运输机实际遇难人数为39人。

公告说，该军机搭载33名乘客和6名机组人
员，乘客中有27名俄军军官，其中包括一名少将，
没有平民。机上人员在事故中全部遇难。

俄确认在叙失事军机
遇难人数增至39人
包括一名将军

据新华社莫斯科3月7日电（记者栾海）俄罗
斯联邦边防局一架“米－8”直升机7日在俄联邦
车臣共和国境内坠毁。机上载有9人，其中3人
死亡、2人受伤、4人失踪。

据塔斯社报道，莫斯科时间11时（北京时间
16时）左右，这架直升机在车臣共和国南部伊图
姆－卡林斯基区一峡谷内着陆时，因旋翼碰到峡
谷峭壁而坠毁。当地救援队已赶到现场救治伤
员，并在事发地附近寻找失踪人员。

俄一架直升机坠毁
至少3人死亡

3月7日，在埃及开罗扎巴林区，一名女工在
用回收处理过的布料制作地毯。

当地人在扎巴林区处理开罗市区运来的垃
圾，因此这里也被外界称为“垃圾山”。扎巴林区有
一家由埃及环境保护协会创立的女子手工作坊，招
聘家境贫苦的女性用回收、处理过的再生材料创作
手工艺品，并在市场上进行售卖。女手工艺者们在
这里用巧手赋予废弃品“新生”，也缓解了自身的就
业、生活压力。 新华社记者 赵丁喆 摄

开罗“垃圾山”上的女子手工作坊

巧手焕“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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