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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聚焦

特朗普说金正恩又来信，美朝峰会 3.0 有戏？
这是河内峰会以来两国领导人首次“接触”，专家认为未来局势更多取决于美方能否做出务实选择
■本报记者 安峥
6 月 12 日是美朝新加坡峰会一周年的日
子。美国总统特朗普 11 日在白宫透露，再次收
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温暖”来信，并表
示相信双方最终能够达成协议。
与特朗普的“兴奋”形成对比，外媒淡淡地
指出，这是特朗普安抚国内、示好朝鲜、竭力保
护外交“遗产”的举动。更有批评人士“泼冷水”：
总统尽情施展“个人外交”，但平壤至今没有迈
出实质性的弃核脚步。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
顿坚称，“球在平壤那边”。但专家认为，未来局
势如何发展， 更多取决于美国能否做出务实的
选择。

6 月 11
日，在美国 华
盛顿白宫， 美
国总统特朗
普向媒体讲
话。特朗普 表
示，他再次 收
到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
恩的来信。
新华社发

为何高调“炫信”
一周年纪念日收到“约会”对象来信，听起
来似乎很浪漫，更别提是两个互有“好感”的人。
就在新加坡峰会一周年前夕， 特朗普 11
日在白宫南草坪隆重宣布，10 日收到金正恩的
来信。他略显神秘地表示，信的内容不能公开
（“非常私人”），但这是一封“非常温暖、非常友
好”的信。他炫耀自己与金正恩“关系良好”，肯
定了金正恩“履行承诺”的做法（未试射远程导
弹、未进行地下核试验）。最后，他不忘赞美朝
鲜，在金正恩的领导下拥有“巨大潜力”。
有评论称，特朗普有理由感到兴奋，这是
河内峰会破裂以来，两国领导人之间首次直接
接触。美国《华盛顿邮报》称，特朗普将这封信
视为美朝会谈步入正轨的信号。“我认为将会
发生一些非常积极的事情。”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
究员王俊生认为，这封来信至少释放了两层信
号，其一，尽管河内峰会遭遇挫折，尽管国际舆
论不乏各种悲观观点，但美朝致力于对话解决
问题的方向没有变。其二，从两位领导人之间
私人信件渠道畅通可见，2018 年来自上而下的
政治解决模式仍在发挥作用。这与惯常自下而
上、 从工作组到高层会谈的模式截然不同，元
首为两国谈判确定了基本的方向和原则。
“信的内情尚不清楚，眼下韩国总统文在寅
正在北欧访问， 并有过美朝可能会恢复对话的
表述， 不排除韩方在幕后牵线搭桥的可能。”上
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刘鸣指出，从
特朗普角度说，这封来信可以说恰逢其时。
自河内峰会后，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面
临很大压力，美国舆论和保守派都对会谈破裂
颇有微词。正因如此，通过炫耀这封“热情洋
溢”的来信，特朗普既可以找到对朝政策的有
力解释，为自己的国内困局解套，同时也为缓

和两国间气氛、推动美朝工作性会谈铺平了道
路。路透社认为，特朗普借金正恩的来信，不仅
安抚国内，也再次向朝鲜示好，意在为陷入僵
局的美朝谈判注入动力。
从朝鲜的角度看，刘鸣认为，它眼下也面
临一些困难。美国加大制裁力度，在公海动员
欧洲、日本和北欧等国家监视朝鲜船只，给后
者的经济发展带来阻碍。如果能争取到美国立
场的松动，继续推动工作性会谈，对朝鲜来说
也是一个机会。

“三会”几率多大
日本共同社解读，首次美朝峰会即将一周
年之际，金正恩又一次采取“信函战术”。韩国
《中央日报》也说，自去年以来，每当朝美关系面
临节点，金正恩会给特朗普去信，以寻找突破。
《中央日报》援引分析师的说法报道，金正恩致
信特朗普， 将解除河内会晤后朝美之间的胶着
状态，第三次首脑会晤的时机或许将趋向成熟。
既然又收到了“情书”，两位朋友是否会再
次见面？特朗普的回答是，“这有可能发生”。
美媒称，文在寅曾暗示，第三次“金特会”
可能正在筹备之中， 经济援助的诱惑太大，金
正恩无法无限期抵制。就在 11 日早些时候，博
尔顿也给出开放的答案： 只要平壤做好准备，
第三次美朝峰会就有可能举行；但是，“球在平
壤一边”，此事“由金正恩掌控”。
王俊生认为， 特朗普的表态既是外交辞
令、象征性的信号，同时也是其真实想法的流
露。他和金正恩都是作风自信、大胆的人物，都

不拘泥于形式和套路。因此，两人都觉得可以
通过直接会面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也是一年多
来两国关系能够发生迅速而巨大转变的原因。
但是，最大的疑问是，眼下时机成熟吗？
“我认为，特朗普说的可能性不大。”刘鸣
判断道， 因为双方的工作性会谈已经停止，没
有任何实质性接触，美国对朝事务代表比根并
没有接到相关的工作任务。
王俊生指出，当前条件并不成熟。从首次
峰会到第二次峰会中间经历七八个月、多轮高
官互访的准备，但结果还是遇到了挫折，这说
明朝核问题盘根错节，也说明两国需要进一步
优化谈判和峰会准备工作。
美国和平研究所朝鲜事务专家弗兰克·严
接受韩联社采访时说，朝美首脑第三次会晤的
可能性增大了， 但首先需要恢复工作会谈、高
级别会谈，在会谈中“实质性展示灵活性”。
一些分析师还说，河内会晤后，美国朝野
认为不能草率同意第三次会晤的强硬论调声
势较大，特朗普要与金正恩再度会晤不容易。

球到底在谁一边
由于半岛局势反反复复，美朝国内都有各
种质疑和批评的声音。
美国国内怀疑派认为，朝鲜问题正在遵循
人们长期以来熟悉的模式： 平壤一方面寻求缓
解经济危机， 一面又用未曾兑现的承诺把美国
及其盟友紧紧拴在身边。而号称“极限施压”的
特朗普政府，似乎并不比他的前任们更有办法。
美国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布鲁斯·克林

纳指出， 特朗普政府上任头 18 个月对朝鲜实
施的制裁，比奥巴马政府 8 年来对朝鲜实施的
制裁还要多。上月，美国官员宣布扣押一艘被
控走私煤炭和重型机械的朝鲜船只。此举被视
为特朗普政府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它可以更
有力地实施制裁。但是，“与新加坡峰会之前相
比，朝鲜离无核化并没有更近。”美国传统基金
会亚洲学者奥利维亚·伊诺斯表示。
美国夏威夷大学分析人士罗布·约克指
出，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奥巴马政府时期对朝
“战略忍耐”的政策备受批评，如今，特朗普的
立场不是解除制裁， 也不是威胁发动战争，而
是等待朝鲜做出正确的决定——
—似乎又回到
了奥巴马时代的“战略忍耐”政策。
朝中社 11 日再次批评美国，傲慢的单边政
策绝不会奏效。朝方敦促美国“撤销对平壤的敌
对政策”，否则一年前在新加坡举行的里程碑式
峰会上达成的协议将可能成为“一纸空文”。
外界担心， 半岛局势可能会重回 “对
—缓 和——
—取 得 成 果——
—陷 入 危 机——
—
话——
对抗”的新周期。
专家指出，怀疑也好，批评也罢，这恰好共
同反映出朝核问题的复杂性。从表面看，双方在
无核化核心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难调：其一，无
核化步骤，朝鲜承诺弃核，但希望分阶段实现，
以及需要美方的“互动”，采取相应措施，诸如放
松制裁；但美国坚持朝方必须完全、可验证、不
可逆转的无核化，并申报核清单，甚至设弃核时
间表，否则其他免谈。其二，在半岛和平上，朝鲜
要美国发布终战宣言， 但美国还是一口咬定得
先弃核。 从更深层说， 双方缺乏基本的战略互
信，都怀疑对方的诚意，都有自己的重点关切。
“美方说球在朝鲜这边，但我认为更多还是
看它自己能不能松口。”刘鸣指出，河内峰会上
美方提出的要价太高，既要终止宁边核设施，又
要其他设施接受国际监督。美方固执地认为，朝
鲜经济面临诸多困难，只要维持“极限施压”，堵
住朝鲜可以钻的经济空子，平壤就会让步。
但是，特朗普政府似乎并不能掌控这个进
程，朝鲜并没有退缩。王俊生说，特朗普当然也
希望朝鲜问题能够继续取得突破，这样更有利
于他的 2020 年选战。因此，眼下就看美国能不
能制定更加务实的目标， 逐步放松对朝制裁，
推动渐进式的无核化进程。
专家一致认为，虽然双方仍会维持僵局、美
国仍会继续制裁，谈谈吵吵，吵吵谈谈，恐怕会
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常态； 但半岛局势不太
可能再逆转到 2017 年那种“怒火与炮火”的对
抗态势。“双方对于未来的方向和目标是有共识
的，谁都不愿走回头路，但取得突破的时机尚不
成熟，双方还要继续相互摸底。”王俊生说。

新闻背景

半岛局势复杂“表情”
■本报记者 安峥
自新加坡峰会以来，美朝关系虽然取得了
一些进展，但半岛局势一直忽明忽暗，起伏不
定。路透社指出，具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峰会外交风生水起。在新加坡峰会之后，朝
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迈得
很快。 比如他对中国进行了两次访问； 去年 9
月，他在平壤主持了与文在寅的第三次峰会，这
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今年 2 月的第二次 “金特
会”；在访问河内期间，他与越南官员建立了友
好关系；今年 4 月，他还访问了俄东部城市符拉
迪沃斯托克，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
美朝关系陷入僵局。去年 7 月，朝鲜向美方
移交 55 具在朝鲜战争中阵亡的美国士兵的遗
骸，这是朝着新加坡声明中建立“新关系”快速
迈出的第一步。但就在同一个月，朝鲜指责美国
国务卿蓬佩奥在访朝期间提出“强盗般”要求。
特朗普随后取消了蓬佩奥原定于去年 8 月的平
壤之行。直至同年 10 月，蓬佩奥终于实现第四
次访问朝鲜，称赞朝鲜取得了“重大进展”；去年
11 月朝鲜释放了一名被拘留的美国人，以示善
意。然而今年 2 月，第二次美朝峰会还是因为美
方的无核化要求与朝方解除制裁要求之间的巨
大鸿沟而受挫。美朝谈判自此陷入僵局。
朝韩关系蒙上阴影。去年，随着金正恩和文
在寅举行三次峰会，朝韩关系取得快速进展。双
方不仅同意签署军事协议，以缓解紧张局势；还
采取了一些实际措施，如停止大型军演、在边境
设立禁飞区、清除非军事区的地雷和哨所、在开
城设立联络处等。但今年，朝美关系的僵局也给
朝韩关系吹去冷风。 朝鲜拒绝了韩国提出的后
续行动，暂时退出联络处举行的每周例会。
美对朝制裁仍严厉。在极限施压政策下，特
朗普政府加强了对朝制裁的执行力度。上月，美
国首次宣布扣押了一艘朝鲜货船， 指控其违反
美国和联合国的制裁，走私煤炭。朝鲜称，美国
的举动是违反新加坡峰会精神的非法行为。
朝鲜试射战术武器。今年 5 月，朝鲜进行两
次试射活动。不过，无论助手和朋友如何批评朝
鲜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指责朝鲜试射违
反安理会协议、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认为朝鲜试
射对日本构成威胁），特朗普还是一如既往地给
予朝鲜信任，认为朝鲜遵守了承诺，赞赏东北亚
紧张局势正在缓解。韩国政府同样反应低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