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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19-1同盟”演习，停止“关键决断”“秃鹫”军演，释放与朝鲜增信释疑信号

美韩军演“缩水”，迈出“试探性一小步”
■本报记者 安峥

尽管第二次“金特会”没有取得落在“纸
面”的成果，但两天之后，美韩宣布了一项落实
在“脚头”的重要决定：停止代号为“关键决断”

和“秃鹫”的春季大型联合军演，“关键决断”改
为代号为“同盟”的小规模指挥所演习，4日起
启动，持续 7 个工作日，即 12 日结束演习。这
是 2019 年第一次韩美联合演习， 因而称为
“19-1同盟”演习。

韩国国防部解释称，此举旨在为无核化外
交工作提供帮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解释，这个
决定“一举两得”：不仅省钱，还能造势———缓
解对朝紧张关系；一些美媒指出，这是特朗普
政府向朝鲜递“橄榄枝”。分析认为，美韩在与
朝鲜增信释疑、推动对话进程、促进无核化目
标方面迈出了“试探性一小步”。

有利于半岛和平进程

“大规模缩减军演的决定并不突然。”上海
对外经贸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詹德斌
教授指出，美韩两国去年已就调整联合军演展
开多次磋商。

事实上， 自去年 6 月新加坡朝美峰会以
来，美韩军演“缩水”，有一条清晰的轨迹可循。

特朗普一直抱怨海外军事行动成本太高，

主张进行“军事收缩”，其中也包括美韩军演。

新加坡峰会后，他以“非常贵”“非常具有挑衅
性”为由，宣布“无期限暂停”美韩军演。自当时
起，美韩先后叫停了 8 月的“乙支自由卫士”、

12月的“警戒王牌”等大型军演，但规模较小的
演习和训练仍在继续。

特朗普的暂停决定也在美国学界、军界引
起思考与讨论。 一些美国朝鲜问题专家质疑，

是否可以在不影响军队打击威胁能力的情况
下，暂停主要军演。

去年 11月， 美国时任防长马蒂斯透出口
风，美韩商定缩减“秃鹫”军演规模，以避免阻
碍朝核外交努力。韩媒称，这也是美韩在朝鲜
承诺致力于无核化后调整的第 5场军演。

上周第二次“金特会”如期而至，《洛杉矶
时报》猜测道，缩减军演会成为“河内声明”的
一部分。 特朗普 2 月 28 日在记者会上暗示，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昂贵的事， 我们必须考虑
到这点。”两天后，美韩防长通话，决定让“关键
决断”和“秃鹫”演习成为历史。

“这不是偶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
员杨希雨认为， 在河内峰会没有达成协议的背
景下，此举表明美韩仍想巩固和保持对话势头、

保证对话继续进行，用实际行动减少朝方疑虑。

“这符合半岛局势和平稳定、对话解决无
核化问题的大方向。”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
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王俊生指出。

可能演变为防御性演习

韩美媒体指出，从今年起，春季军演将进
行收缩调整，具体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代号。“关键决断”将改为“同盟”；“秃
鹫”将彻底取消代号。

二是时间。“同盟”时长为 7 天，时间上比
“关键决断”缩减一半；“秃鹫”往年都会持续一
个月，今年起不再公布大规模演习计划。

三是性质。将侧重防守，重点放在较小规
模行动和关键任务上，比如整合空袭、使用其
他武器系统、无人机和后勤保障等。

四是规模。将以较小规模演习、桌面推演和
模拟演习等方式展开； 只涉及营级以下部队单
位；另有消息称，不会再动用美军的战略资源。

杨希雨认为， 如果上述方案都能落实，美
韩军演将成为防御性演习， 与 2017年那种具

有先发制人攻击性的军演截然不同。

美韩望保持与朝对话势头

特朗普 2日在推特上解释，他希望“克制”

与韩国的军演，目的有两重，其一节省数亿美
元，其二缓解对朝紧张关系。韩美防长称，调整
军演的目的，是为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外交努力
营造气氛。

专家认为，美韩“压缩”军演的背后可能有
几重因素。

其一，营造缓和氛围。杨希雨指出，特朗普
政府迫切希望无核化谈判继续下去。尽管河内
峰会没能发表协议，但双方实际上已经达成很
多成果，美国很想保持这股势头，推动对话继
续，挽救已在河内谈成、但没有被写入文件的
口头成果，促进无核化目标的最终实现。

王俊生说，“这样做对美国有好处。” 河内
峰会未能如愿达成协议，半岛局势格外复杂敏
感，如果美韩仍然高调军演，无疑将引发朝鲜
反弹，从而破坏目前的对话态势。

其二，延续收缩态势。王俊生认为，特朗普
上台后， 对海外军事基地的基本主张是收缩。

缩减军演规模符合其战略收缩的整体态势。杨
希雨认为，省钱可能只是一种说辞。

其三，韩国起到一定作用。杨希雨指出，文
在寅政府在这一决定中扮演了 “异曲同工”的
重要角色。南北军事会谈颇有进展，韩方在缓
和半岛紧张态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收缩军演
规模可以说是在同一方向上的又一项新举措。

“它也契合韩国希望金正恩访问首尔、 再次举
行峰会的目标。”

很难说以后不会反复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很多美媒措辞是“停
止”， 但韩美军演没有戛然而止， 只是改头换
面。马蒂斯去年 11月其实已给出标准“口径”：

这是一次演习重组，而不是军演的结束。

为什么美方只是“压缩”军演而不是彻底
取消？有观点称，这是韩美用“化整为零”的方
法，继续保持韩美对朝鲜的军事威慑。专家认
为，这主要由几方面因素决定。

其一， 它由韩美同盟的军事属性决定，军
事盟友需要通过联合训练提高协同作战能力。

其二，它受美国军事文化的影响。王俊生
指出，按照二战后形成的“战争文化”，军队的
存在就是为了备战。“目前韩国境内有 2.8万驻
韩美军，它们的任务自然就是联合训练。再加
上 2年换防的制度，新来的美军官兵也需要在
训练中提升能力。”

其三，它也缘于美韩仍“不放心”。美朝对话
并未取得外界期待的成果。 韩美对半岛无核化
究竟能进行到哪一步，心里没底。“可以说，联合
军演仍是美韩手里的一块筹码。”

值得一提的是，有观点认为，美韩军演的
人员、装备、场地都在，如果局势逆转，难保“下
架产品”日后不会重新“上架”。杨希雨也指出，

军事战略和策略都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变，尽管
眼下军演性质改了，规模减了，但很难说以后
不会出现反复。

特朗普被批“后退”

不难发现，自新加坡朝美峰会以来，美韩
已缩小或叫停多场联合军演；美国轰炸机也不
再飞越韩国上空。如今，他们又对两场春季军
演“动刀”。这一决定毫不意外地在美国舆论场
上掀起波澜。

首先，有人批评这是特朗普“后退”了。美媒
称， 这个决定的时间点格外令人困惑———这是
在河内峰会无果而终几天后， 美国对平壤的长
期诉求给予让步。 这是不是意味着特朗普主动
放弃一项对朝重大影响工具，且美国一无所获？

五角大楼前高官登马克发推文指出：“如
果美国可以白白让步，那为什么还要谈判？”

其次，军事专家质疑“缩水版”军演是否能
够满足两军日常训练的需要。有观点称，这可
能会削弱盟国的军事准备，因为很多美国军方
人士担心，在河内峰会失利后，紧张局势可能
“逆袭”。

再者，有人担心军演“缩水”将使朝鲜受益。

《今日美国报》称，朝鲜一直在进行代价高昂的
军事演习和武器试验。驻韩美军司令罗伯特·艾
布拉姆斯上将最近作证时称， 朝鲜正在准备每
年冬季举行的 100万名士兵参与的训练。

最后，有人质疑特朗普大规模演习“成本太
高”的说法，他们指称两场春季军演估计每年开
支 1400万美元，远非特朗普口中的好几亿。

战略互疑下的“小步迈进”

分析认为， 美国国内的种种阻力可想而
知，韩国保守势力也会予以批评；但不可否认，

这一决定对于缓解半岛紧张局势、鼓励朝鲜坚
定信心都具有积极意义。

从半岛局势看，每年 3月往往都是一触即
发的敏感时期：南面，美韩拉开大规模军演的
架势，美军航母在西太平洋出没；北面，朝鲜不
得不进入高度战备状态。如今，半岛上空并没
有剑拔弩张的战争氛围。“这可以说是美韩缩
减军演规模的最直接影响。”杨希雨指出。

从朝鲜的角度说，这将推动它增加对话信
心，继续留在政治解决的轨道里，下定决心走
下去。

不过，专家也提醒，这些积极影响只是暂
时的，并不是长期的。“缩减军演的决定，是美
韩沿着保持对话、 缓和局势方面迈出的积极、

试探性的一小步，而不是一大步。”杨希雨说。

因为在美朝战略互疑没有根本性解决的背景
下，双方在互动和谈判中都不肯、也不敢迈大
步。而一小步一小步迈进，固然有助于推进相
向而行的积极态势， 但也会带来一个悖论，任
何一小步都可能引发对方更多猜疑。

纽约每年产生 1400万吨垃圾属世界最多，但垃圾没“围城”，分类回收功不可没

纽约客的必修课：“小心翼翼”丢垃圾
■本报驻美记者 孙刚

据说纽约是“垃圾上的城市”，这意思是说，

纽约的大部分土地是多年前垃圾填海造就的。

如今的纽约， 每年产生超过 1400万吨垃
圾，比世界上任何城市都要多。但并未“垃圾围
城”，分类回收功不可没。

纽约更提出了 2030 年“零废弃物”倡议，

目标是到 2030年将垃圾填埋总量减少 90%。

垃圾装错袋子要罚款

做纽约客，学会丢垃圾是必不可少的功课。

哪些可以丢、啥时候丢、丢在哪里，颇有讲究。

纽约法律规定，居民住户在丢垃圾之前要
进行分类。简单而言分成三种：其一是纸张和
纸制品，如报纸、书、信件、纸板箱、包装等；其
二是金属、玻璃和塑料制品，主要是饮料瓶罐；

其三是不可回收的混合垃圾，如厨余物、塑料
袋、脏纸巾以及不属于前两类的废弃物。

记者住的公寓有两个可以丢垃圾的地方。

底楼楼梯间放着两个蓝色的垃圾桶， 用来收集
瓶瓶罐罐，纸制品可堆在地上，但纸箱要拆开弄
平，如果太大还要切割。地下室门口还有三个垃
圾桶，一个放可回收物，另两个灰色桶放不可回
收物。桶放不下的话可放在旁边，但不可回收垃
圾必须装好、袋口扎紧，没有液体渗漏。

这些垃圾由大楼管理员重新整理打包，在
规定的时间放在人行道上等待运走。因此漫步
曼哈顿街头， 经常隔几步就是一堆垃圾袋。一

开始有“脏乱差”的感觉，知道其中缘由后也就
不奇怪了，而且确实没有什么异味。

相对于公寓，独立房屋住户处理垃圾就麻
烦多了。 记者有个朋友住在皇后区法拉盛以北
十几分钟车程的郊区， 他说丢垃圾需 “小心翼
翼”：“哪天收不可回收垃圾， 哪天收可回收垃
圾，都有严格规定，搞错日子把垃圾拎出去了可
要罚钱！” 而且放垃圾的袋子也有明确规定，如
装瓶罐要用透明袋子， 装不可回收垃圾必须是
黑色袋子，至少1.5毫米厚，“装错袋子也要罚！”

让人伤脑筋的是，有一些垃圾是不能直接
扔的。比如电子产品，大到电视机、冰箱、电脑、

打印机，小到鼠标、手机、音乐播放器，又比如
药品、化妆品、清洁剂、杀虫剂、油漆、针筒、节
能灯泡等，这些都属于“有害、有毒”的高危垃
圾，如果随便装个袋子丢在垃圾桶里，完全有
可能被罚款 100美元。

路边垃圾桶管理严苛

曼哈顿无论大街小巷，每个街口的四个角
都会有垃圾桶，形制各异。

仔细看的话，垃圾桶颜色不同，开口也大
小不同：放瓶子的蓝色垃圾桶开口最小，放废
纸的绿色桶大一些，放不可回收垃圾的黑色桶
开口最大，差不多能塞进一个中等大小的装满
的塑料袋。还有一种“大肚腩”太阳能充电垃圾
桶，内装感应器，当垃圾达一定量就会自动压
缩，因此容量是一般垃圾桶的 8 倍；并能通过
监控系统实时显示容量，快满的时候工作人员

就会来换新垃圾袋。

路边垃圾桶虽多，但只供行人使用。不少
垃圾桶上大字标明，“禁止商业或居家垃圾入
内，违者罚款 100美元”。

有个案例流传甚广。某人在自己的汽车内
喝咖啡，喝完后打开车门，随手把咖啡纸杯丢
进了路边垃圾桶，结果被暗中巡查的市清洁局
工作人员开了张 100美元罚单。理由是这杯咖
啡是那人从家里带出来的，产生的垃圾（纸杯）

就属于居家垃圾，不能扔进马路上的垃圾桶。

对商业垃圾的管理更是严苛。以前，占纽
约全市垃圾总量四分之三的商业垃圾由专门
的公司收集后再进行分类， 但从 2016年 8月
起，纽约市推行强制措施，规定所有商户、办公
室等商用企业每天制造的垃圾都需要进行分
类回收，并必须出钱请经政府招标许可后的专
业清洁公司运走。

新规推行后，全城的垃圾可回收率大幅提
高三成，但也惹来不少商家抱怨。一些小餐馆，

每月因此增加了数百上千美元的垃圾清运费。

而对那些垃圾很少的商家，如礼品店、酒类专
门店等，新规就显得分外苛刻了。

“2030倡议”任重道远

近年来纽约大规模地推进“堆肥”计划，就
是将有机垃圾（食物残渣为主，也包括枯叶等）

放置在棕色垃圾桶中，由卫生部门收集，再经
处理变成园艺肥料，或转化为能源。目前，食物
残渣估计占到纽约所有垃圾的三分之一，将这

部分原先填埋的垃圾回收利用， 无疑是 2030

“零废弃物”倡议成败的关键之一。

不过“堆肥”计划成效不太明显。记者居住
的地区就很少看见棕色垃圾桶，住户们还是将
厨余类垃圾与其他不可回收垃圾一起扔掉。市
清洁局的数据也显示，2018年只回收了 4.3万
吨的食物残渣，约占食物垃圾总量的 5%。

离 2030年只剩下 11年了，“零废弃物”倡
议能实现吗？

悲观者认为实现难度太大。因为这需要多
年的积淀，需要社会的普遍价值认同，但纽约城
市太大，人口构成太复杂，文化背景、利益诉求
太多元。 如今年初开始实行的禁用非降解一次
性塑料饭盒的措施， 就让不少小本经营的餐馆

叫苦不迭。更关键的是，作为发达资本主义的高度
象征，纽约早已是鲍德里亚所谓“镜像社会”的典
型。大多数人要在商家蛊惑人心的营销前、在媒体
日益精巧的暗示中， 抛弃消费主义选择环保行为
方式，实在是缘木求鱼。

乐观者也有。他们认为，“零废弃物”所倡议的
更多的是一种风气，而不是一个刚性目标，是为了
推动全社会营造环保氛围。如看上去成本高、效率
低的“堆肥”，虽然 2018年只回收了 4.3万吨食物
残渣，但 2017年的这一数字仅为 1.3万吨。

另一个好消息是，垃圾确实有所减少。在人
口增长的情况下， 纽约环境卫生部门 2017年收
集了 250万吨垃圾用于填埋，低于 2005年的 280

万吨。当然，这还远远不够。

韩美军演挑惹不安
■本报记者 安峥

“朝核问题为什么一直无法得到解决？

半岛冷战格局是一大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
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王俊生
认为，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韩美军演。

咄咄逼人
自 1953年朝鲜半岛停战以来，韩美每年

都会举行“以朝鲜为假想敌”的大规模军演，

最引人注目的有二三月份举行的“关键决断”

“秃鹫”和八九月份的“乙支自由卫士”演习。

先看“秃鹫”，它是韩美目前规模最大的
年度例行军演，始于上世纪 60年代，属于真
刀真枪的野外实兵训练， 旨在提升美韩军队
的联合指挥和协同作战能力。近年来，美国航
母战斗群、核动力潜艇、两栖攻击舰、F—35B

战斗机中队等 “杀器” 纷纷在演习中抛头露
面，参演人数动辄以十万计。可以说，“秃鹫”

毫不掩饰自己咄咄逼人的“猛禽”本色。

再看“关键决断”，它诞生于 2008年，前
身是始于上世纪 90年代的“战时增援演习”，

以电脑模拟推演为主， 近几年也包括实兵训
练。演习内容是，一旦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美
军对韩国军队进行 “接收、 集结、 前运和整
合”。2002年起，它与“秃鹫”改为同期举行。

精确打击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

主任詹德斌教授指出，“秃鹫”等演习属于大
规模野战训练，内容包括“占领平壤、收拾残
局”等，带有攻击性，冷战色彩过于浓重，也
被舆论视为“最典型的对朝敌视”政策。从构
建互信的角度看，这种规模宏大、声势浩大
的演习继续存在并不合理， 显然会刺激朝
鲜，引发极大不满。

以 2016年的“关键决断”和“秃鹫”大型
联合军事演习为例，它举行的背景是朝鲜进
行了第四次核试验和“远程导弹”发射，因此
韩美同盟采取强有力军事应对措施。这也成
为 2010年 3月“天安号”事件后规模最大的
一次演习。演习重点放在对朝鲜“核心设施
进行精确打击”上。当时，韩美军方还首次在
此类军演中启动相关作战计划。 根据计划，

半岛如出现紧急情况，韩美双方将对朝鲜最
高领导层以及核、导弹设施进行精确打击。

被指“入侵”

2017年的“秃鹫”军演规模更创下历届
之最，美国投入核动力航母战斗群、核潜艇
等各类战略武器。朝方谴责韩美联合军演不
仅激化朝鲜半岛和地区局势，还造成了战争
一触即发的超紧张态势。

2018年的军演时间较短、 规模有限，表
明相关方有意低调处理军演， 以配合政治对
话氛围。此次演习虽然时间减半、减少了战略
武器，但是投入了技术含量更高的新武器，向
半岛海域同时出动“黄蜂”号和“好人理查德”

号两栖攻击舰。 可见， 虽然美国缩短演习时
间， 但投入的尖端武器和演练的敏感战术引
人注目，其维持对朝施压的目的依然明显。

总之，朝鲜一直认为此类军演是为“入
侵”作准备，要求美韩停止举行，并曾多次在
韩美大型军演前后进行导弹发射。 专家认
为，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很难放心地放弃核
武器。这也成为困扰半岛问题久拖不决的因
素之一。

这张资料照片显示，一辆垃圾处理车停靠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门前。 东方 IC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