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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2月5日电（记
者刘晨 朱东阳）美国总统特朗普当
地时间5日晚宣布，他与朝鲜最高领
导人金正恩的第二次会晤将于2月

27日至28日在越南举行。
特朗普当晚在国会发表国情咨

文演讲时宣布了这一消息。他并未
公布两人见面的具体城市。特朗普

表示，他与金正恩关系良好，美朝间
“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美国国务院4日宣布，美国朝鲜
政策特别代表斯蒂芬·比根将于6日

访问朝鲜平壤，为美朝领导人第二
次会晤做准备。

2018年6月，特朗普与金正恩在
新加坡签署联合声明，就“建立新的朝

美关系”以及“构建朝鲜半岛持久稳定
和平机制”达成一致。特朗普承诺向
朝鲜提供安全保障，金正恩则重申致
力于实现“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美朝领导人二次会晤本月底在越南举行

特朗普在演讲中表示，他与金正
恩关系良好，美朝间“仍有很多工作要
做”。

目前，朝美在去核路径上分歧依
旧。朝方将发表朝鲜战争终战宣言视作
构建朝美互信、发展双方关系的首要步
骤，美方则将此看作朝方进一步做出去
核承诺后的“奖励”；朝方希望美方解除
制裁，美方则认为朝鲜的实质性无核化
举措须先于相关安全保障和解除制裁的
谈判。

分析人士指出，相较第一次美朝领
导人会晤重在“接触”，美方希望第二次
会晤能产生更具体的成果。

包道格认为，美朝领导人第二次会
晤预期将聚焦终战宣言、对朝
制裁、朝鲜去核进程可核查性
等问题上。

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斯
蒂芬·比根 6 日访问平壤，为美
朝 领 导 人 第 二 次 会 晤 做 准
备。比根 1 月 31 日在美国斯
坦福大学发表演讲时强调，特
朗普政府认为现在是结束朝
鲜半岛持续近 70 年战争和敌
对状态的时候。但他重申，朝
方实现无核化之前，美方不会

解除对朝方制裁，并坦承美朝
就“无核化”定义有分歧。

费里埃认为，特朗普政府希望利
用此次会晤促成朝鲜做出“实质性”去
核承诺，而这无疑需要美方做出“对
等”安全承诺。

（据新华社华盛顿2月5日电）

特朗普当晚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
演讲时宣布了这一消息。他并未公布
两人见面的具体城市。

此前有媒体报道，越南首都河内和
中部城市岘港在备选地点之列。

美朝双方最终敲定越南，或有多重
考量。

美国智库韩国经济研究所分析师凯
尔·费里埃认为，从实际操作层面看，越
南的地理位置适宜，朝鲜领导人乘坐的
飞机可以从首都平壤直飞越南而无需经
停第三地加油。

美国总统与国会研究中心副主
任丹·马哈菲则表示，美国和越南一
度是敌对国家，这些年紧张关系缓
和。此次选择越南，或显示美朝有
意参照美越关系演变模式来塑造
美朝关系的未来。

去年以来，在包括中国在内的
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下，朝鲜半岛局势
出现积极转圜。2018年6月，特朗
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首次会晤并
签署联合声明，就“建立新的朝
美关系”以及“构建朝鲜半岛持
久稳定和平机制”达成一致。

分析人士指出，从会晤日期看，
选择2月底，一方面是美朝双方“对
表”领导人日程安排的结果，但背后也
不乏美方的政治考量。美国卡内基国
际和平基金会副会长包道格认为，特朗
普领导的共和党在去年11月国会中期
选举中失去众议院掌控权，美国随后又
出现史上最长“政府关门”。白宫急需外
交“加分”来提振士气。

未公布见面城市 欲破僵局需让步

二次“金特会”地点时机显考量国际观察

美国总统特朗普5日宣布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将于2月27
日至28日在越南举行第二次会晤。分析人士认为，美朝领导人第二
次会晤地点选择越南，与该国的地理位置等因素有关，2月下旬这一
时间点的选择也颇有讲究。美朝对此次会晤各有期待，但在关键问题
上的分歧依旧。双方能否“得偿所愿”是二次“金特会”一大看点。

2月6日，游客在澳门大三巴牌坊游览。
当日是大年初二，人们纷纷走出家门，欢度

假日。 新华社记者 张金加 摄

佳节乐出游

2月5日，湖南张家界武陵源黄龙洞风景区
工作人员身着盛装进行民俗表演。

当日是农历正月初一，各地上演丰富多彩的
民俗活动，热热闹闹庆新春。 新华社发

民俗闹新春

俄多地遭“诈弹”威胁
约5万人被疏散

新华社莫斯科2月5日电 俄罗斯中央联邦
区多地5日遭“诈弹”威胁，共有约5万人被疏散。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由于收到匿名威胁称安
放了爆炸装置，截至当地时间5日18时，莫斯科
市共有119处公共场所被排查，超过3万人被疏
散。此外，俄罗斯中央联邦区其他地方还有82处
设施被排查，1.9万人被疏散。

此次事件波及学校、购物中心和医院等人群
聚集场所，莫斯科州政府大楼也遭到威胁。经过
仔细排查后，警方确认事件系虚假炸弹威胁。

自2017年9月以来，俄罗斯遭遇“诈弹”威胁
的事件大幅增加，造成巨大经济损失。俄总统普
京已签署法律加大对“电话恐怖主义”的打击力
度，将相关罪行的最高刑期从5年增加至10年。

俄罗斯外长说

美国在日本部署反导系统
违反《中导条约》

新华社莫斯科2月5日电（记者张骁）俄罗
斯外交部5日发布消息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当天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表示，美国在日本
境内部署全球导弹防御系统违反《中导条约》。

拉夫罗夫表示，美国在日本境内部署全球导
弹防御系统问题导致俄日在安全领域产生分歧。
美国已在罗马尼亚和波兰部署陆基“宙斯盾”导弹
防御系统，不仅可发射反弹道导弹，还可发射战斧
巡航导弹，严重违反《中导条约》。

美国和苏联领导人1987年签署《苏联和美国
消除两国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
约》，规定两国不再保有、生产或试验射程在500
公里至5500公里的陆基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及其
发射装置。

美国国务院2月1日宣布美国自2日起暂停
履行《中导条约》义务，启动退约程序。俄罗斯总
统普京随即宣布俄暂停履行《中导条约》义务，不
再就《中导条约》提议举行新的国际谈判。

美韩“原则同意”
分摊驻军费方案

美国方面4日说，美国与韩国就分摊驻韩美
军费用达成原则协议。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告诉韩联社记者，双
方就新版《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原则上达成协
议”，将“尽快确定余留技术性细节”。

韩联社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各自以消息人
士为来源报道，韩美各让一步，韩方同意新协定有
效期为一年，美方同意韩方一年内分摊额不超过
10亿美元。

朝鲜战争上世纪50年代结束后，美军一直驻
扎韩国，现有将近2.9万人。韩美1991年起先后
签订9份驻韩美军费用分摊协定，第九份协定
2018年12月31日到期，韩方每年负担大约8.5
亿美元。

双方2018年3月开始谈判第十份协定，截至
同年12月谈了共计10轮，没有谈拢。美方要求
韩方负担额提高至每年12亿美元，且新协议有效
期一年、而不是5年。

一名外交人士告诉韩联社记者，美朝领导人
定于本月底第二次会晤，美韩双方需要集中精力
处理涉朝事务，因而就分摊驻军费用妥协。

惠晓霜（新华社微特稿）

新华社北京2月6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中国农历新年之
际，精彩纷呈的庆祝活动在许多国家
展开，各国民众和华侨华人共同体验
中国春节文化、共享节日快乐。

2月5日中国农历大年初一，泰国
诗琳通公主莅临曼谷唐人街，出席
2019年“欢乐春节”活动开幕式。泰
国总理巴育、旅游和体育部长威拉萨、
中国驻泰国大使吕健夫妇等也出席了
开幕式。

吕健在致辞中表示，中泰两国地
缘相近，人缘相亲，两国文化积淀深
厚、广泛融合。“中泰一家亲”更是深深
扎根于两国人民的心中。春节作为联
系中国与泰国之间一条重要的文化与
情感纽带，也是中泰人民共同欢庆的
重要时刻。

今年的“欢乐春节”活动期间，由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组派的13个文化
团组，在曼谷等泰国多地的文化机构、
商场、学校等举办演出、美食品鉴、旅
游推介和展览等系列活动，与泰国民
众共同庆祝新春佳节。

5日晚，由中国国家京剧院与意
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剧院基金会联
合推出的京剧版《图兰朵》在罗马亮
相，2019“欢乐春节”与中国旅游展也
同时举办。中国驻意大利大使李瑞宇
观看演出和展览，多名意方政要出席
活动。

此次的《图兰朵》以实验京剧的形
式呈现，融入了现代舞美设计和许多

意大利元素。演出团队中包括数名意
大利乐手，使用低音提琴、电吉他等西
洋乐器伴奏，与京胡、月琴等中华传统
乐器相融合，给观众以独特的听觉体
验。演出结束后，许多观众对剧中配
乐赞叹不已，并表示对剧中角色精美
的服饰印象深刻。

本剧中方导演徐孟珂表示，用中国
视角来讲述《图兰朵》这个在意大利家
喻户晓的故事，可以促进两国人民在艺
术表达和思维方式上的交流与理解，也
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个案例。

除《图兰朵》演出外，2019年意大
利“欢乐春节”系列活动还包括在那不

勒斯国立考古博物馆举办的《神与人
的世界——四川古蜀文明特展》、米兰
春节城市街跑等活动。

缅甸最大城市仰光5日举办“锦
绣唐人街·欢乐中国年”春节庆典，位
于仰光闹市区的唐人街张灯结彩、人
头攒动，不同族群的人欢聚一堂，处处

洋溢着欢乐、喜庆的节日气氛。
中国驻缅甸大使洪亮在庆典开幕

式上致辞说，中缅共庆春节，同享欢
乐，将促进两国文化相通、民心相通，
深化两国人民之间的“胞波”情谊，推
动中缅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仰光省省长漂敏登说，华侨华人
是缅甸国家发展进程的重要推动者之
一，在新的一年里希望大家通过参与
建设“一带一路”及缅中经济走廊，继
续推动缅甸发展。

庆典活动上，唐人街上搭起的中
国传统文化展台吸引大量民众驻足，
舞龙舞狮表演和文艺演出给观众带来
节日的欢乐。

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的道克沙学
校近日举办中国春节文化体验活动。
走进这所当地知名的12年制学校主
楼，浓浓的年味扑面而来，走廊、教室、
礼堂以及学生食堂，都用大红灯笼、中
国结、大红福字、春联、剪纸、猪年生肖
挂件装点得红红火火、喜气洋洋。

学校礼堂里，低年级的学生一边
唱着中文歌曲《茉莉花》，一边随着歌
声翩翩起舞；茶艺演示室里，学生们从
闻茶开始认真体会中国茶文化的精
髓；书法体验课上，学生们在老师的带
领下感受汉字书法的魅力。

道克沙学校校长维吉娜告诉记
者，自2011年开办中文兴趣班以来，
该校几乎每逢中国传统节日都会举办
庆祝活动以及中国文化体验活动，都
非常受欢迎。

美国向哥伦比亚靠近委内瑞拉的
边境地带运去一批物资，预期本周运
抵，随后将设法越境运入委内瑞拉。
委内瑞拉政府担心，美方此举是以援助
为幌子，意在为入侵委方领土打前站。

不少人推测，委内瑞拉军方可能
赞同政府所作判断，继而把守边境、
拒绝放行。受反对派控制的委内瑞
拉议会正催促军方放行，预期双方僵
局持续。

再起争端
知情人士说，自封为“临时总

统”的委内瑞拉议会主席胡安·瓜伊
多向美方请求援助，美方随即向哥
伦比亚与委内瑞拉边境地带发送援
助物资。

两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方官员5
日告诉路透社记者，物资将抵达哥伦
比亚靠近委内瑞拉的库库塔口岸。其
中一名官员说，美方更多物资将运往
巴西和加勒比地区一座岛屿，再设法
运入委内瑞拉。

这些物资由卡车运输，本周将运
抵库库塔口岸。不清楚委内瑞拉军方
是否会允许这些物资进入。

受反对派控制的委内瑞拉议会5
日向军方发出警告，要求放行物资。

反对派议员米格尔·皮萨罗告诉
媒体记者，一旦物资运抵库库塔口岸，

“瓜伊多团队”将讨论如何让物资入
境；同时，支持瓜伊多的海外机构将从
哥伦比亚、加拿大和德国向委内瑞拉
运送援助物资。

一名美国官员说，瓜伊多将决定
这些物资何时以及如何进入委内瑞
拉，“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支持他”。

瓜伊多1月23日宣布自任“临时
总统”，获得美国承认。

指责虚伪
咨询机构欧亚集团的分析师认

为，这批物资如能顺利进入委内瑞拉，
将增强瓜伊多阵营的“实力”。

委内瑞拉政府担心，打着援助物
资的幌子，美国有意入侵委内瑞拉。
马杜罗5日说，不会放行这批物资，

“不会放行任何一名入侵士兵”进入委
内瑞拉。

全球发展中心的一名高级研究员
认为，马杜罗政府及其军队控制局势，
不会让这批物资入境。

马杜罗指认美国等国虚伪，“我
们不是乞丐。他们想侮辱委内瑞
拉，但我不会让人民受辱”，“如果他
们想帮助我们，那就该结束封锁和
制裁”。

美国政府1月28日宣布对委内
瑞拉石油公司施行制裁，冻结这家国
营企业在美国境内的资产，包括它在
美国的炼油分支雪铁戈石油公司；委
内瑞拉石油公司原油出口所获收益将
打入美方控制的特定账户，马杜罗政
府无法动用。

包雪琳（新华社专特稿）

委内瑞拉担心美国入侵

2月4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唐人街班芝兰，一位外国游客选购春节商品。 新华社记者 杜宇 摄

海外中国春节庆祝活动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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