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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韩国总统文在寅看来，朝鲜半岛
局势特别是朝美敌对关系，是地球上最
后一块尚未融解的“冷战坚冰”。在朝
美就朝鲜去核化问题出现分歧的情况
下，韩国一方面继续努力推进南北各领
域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呼吁国际社会
与韩国携手，敦促朝美两国兑现“特金
会”上的承诺，共同推动半岛无核化进
程。

朝鲜电影首次在韩公映
第22届富川国际奇幻电影节7月 12

日晚在韩国富川市拉开帷幕。引人关注
的是，60多年来，电影节第一次从韩国政
府拿到9部朝鲜影片的公映许可。

此前朝鲜电影在韩国都属“违禁
品”。尽管也曾有朝鲜电影在韩上映，
但发行数量有限。而且，韩国法规将朝
鲜电影或影像列为“特殊资料”，放映受
到严格限制，需要获得多个政府机构的
准许。即便少数电影获许上映，也仅允
许经过筛选的观众入场观看。而这次，9
部朝鲜影片不受限制在韩播放，也是朝
鲜影片首次面向韩国普通观众公映，是
南北文化交流的一大突破。韩国总统
文在寅曾表示，电影是连接南北的“桥
梁”，能以轻松的方式推动刚起步的韩
朝关系向前发展。

敏感媒体发现不和气氛
朝韩之间的各项交流继续推进，但

朝美之间却因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访朝
会谈分歧而出现不和。朝鲜《劳动新
闻》7月 11 日刊发题为《带着必胜的信
念，让我们加速朝鲜革命的前进》的社
评，《劳动新闻》官网第二天刊登了这篇
社评的英文版。敏感的韩国媒体从朝
英文版的细微差别读出朝鲜的“不高
兴”。英文版比朝文版多了对并进路线
的解释，即“同时推进经济建设和核武
力建设”。而朝文版只说了并进路线。
韩国媒体指出，这是自 4月朝鲜将工作
重点从“核经并进路线”转向“集中力量
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战略路线
后，朝鲜《劳动新闻》首提“核武力建
设”，很可能意味着朝美之间无核化协
商遭遇困难。

随后，朝鲜也没有出席原定与美方

12 日在板门店举行的美军遗骸送还工
作会谈，并将会谈日期改为 16日。在蓬
佩奥结束平壤之行后，朝美对于此访成
果发出截然不同的声音。蓬佩奥称会
谈“富有成效”，双方几乎在所有核心问
题上都获得进展，尤其是朝无核化时间
表。朝鲜则对美方在会谈中表现出的
态度和立场感到“无比遗憾”，并对会谈
结果“极其担忧”。不过，美国总统特朗
普 12日发推文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
恩向其致信表示，深信双方为终结核武
僵局所作努力将获成果，并敦促美方采
取具体行动建立互信，促成朝美领导人
再次会晤。

各方推进半岛无核化
韩国总统文在寅日前访问新加坡，

在会见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时坦承，朝美
间的实务协商存在不顺畅的部分，需要
花很长时间解决。

文在寅表示，朝鲜实现无核化的道
路并不轻松，金正恩带领朝鲜实现繁荣
的道路也不轻松；韩国将与国际社会合
作促进《板门店宣言》和“圣淘沙协议”，
督促朝美在朝鲜去核化问题上采取进
一步行动，相信金正恩和特朗普将最终
兑现“特金会”上的承诺。如果朝鲜实
现彻底无核化，韩国将寻求和朝鲜建立
经济共同体。

此外，韩国统一部 12日批准韩国民
族和解合作泛国民协商会议常任议长
金弘杰等人的访朝计划。金弘杰是已
故韩国总统金大中的三子，其一行 5人
于 16~19 日访问平壤,与朝方相关人士
商议双方交流方案。

7月 14日，国务委员杨洁篪在第七
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致辞，他表
示，近来，朝鲜半岛形势出现缓和，半岛
核问题正在朝着政治解决的方向前
进。这一局面来之不易，需要各方倍加
珍惜。同时，半岛核问题有其复杂性和
特殊性，需要各方相向而行，坚持不懈
作出努力。中国坚持半岛无核化、坚持
半岛和平稳定、坚持对话协商解决半岛
核问题，愿同有关各方一道，继续致力
于推进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
制，为早日实现半岛持久和平作出努力
和贡献。

不断炮制俄罗斯威胁

斯卡帕罗蒂发表类似的“俄罗斯威
胁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2016年 5月
他刚被提名担任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
令，就有媒体指出，他曾在美国国会听证
会上公开发表“俄罗斯侵略论”。随后的
两年多时间内，他也在不同公开场合，多
次强调俄罗斯对美国以及北约的威胁。
仅是针对俄罗斯军队的装备现代化，斯
卡帕罗蒂就多次放话，表示“不得不再次
将俄罗斯列为美军在欧洲地区的头号对
手”“美方将会寻求将更多的兵力、侦察
机和其他资源部署到欧洲来维持其军事
优势，借以威慑俄罗斯”……

的确，俄军装备现代化建设在近几
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锆石”高超
音速反舰导弹、RS-28“萨尔玛特”重型
洲际弹道导弹、核动力巡航导弹、“匕
首”空射高超音速导弹、核鱼雷等一系
列武器纷纷亮相，“回旋镖”新型装甲
车、新型人车一体空投系统即将列装，
最近俄军还准备将潜艇部队纳入武装
部队现代化的“复兴计划”之中，并已着
手升级改造一批老旧潜艇，设计建造多
艘新型潜艇。同时，普京总统今年 2月
签署的《2018~2028 年俄罗斯军事装备
发展纲要》，确定了未来 10年俄军事装
备升级和更新计划，还发布了应对北约
扩大军事影响力、美国全球打击策略和
部署精确打击武器等情况的方法。

尽管俄罗斯军备建设发展得如火
如荼，但受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和国外
制裁的双重影响，俄罗斯军队的常规
装备更新换代速度明显落后于美国，
尤其是在航母、大型导弹驱逐舰、第五
代战斗机、无人机等领域；而且，俄罗
斯军队在很多方面敌不过北约，特别
是海军和空军。如今，俄罗斯只是用
核武器弥补了这一差距。毫无疑问，
斯卡帕罗蒂的“俄罗斯威胁论”有很大
程度的夸大成分。

“专业”助攻北约成员国
夸大俄罗斯威胁，显然更多是说给

美国的北约盟友听的。结合北约峰会
期间美国主导的一系列举动，不难看出
斯卡帕罗蒂真实用意主要是帮助特朗
普“敲打”北约盟友。

北约军费始终是商人出身的特朗
普的一块心病。2014年的威尔士峰会
上，北约国家同意逐步增加国防开支，
到 2024 年将国防预算提高到 GDP 的
2%，并投入国防预算的 20%作为军事现
代化的开销。但到 2016 年，在北约国
家中，只有美国、英国、波兰、希腊和爱
沙尼亚的国防开支达到了这一要求。
如今，特朗普“追债”追到了北约峰会
上。就在此次北约峰会前，特朗普还坐

在尚未着陆的“空军一号”里，就已经先
一步用推特向北约国家开炮，称许多北
约国家希望美国保卫他们，但他们不仅
没有满足国防开支占本国GDP2%的现
行标准，还多年拖欠大笔费用。更为可
怕的是，2%的军费已经无法满足特朗
普的胃口了。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桑德
斯在官方声明中证实，特朗普在北约峰
会的讲话中的确建议，各国不但要实现
GDP2%的国防预算目标，还应该把这
个数字提高到4%。

如果说特朗普以“退群”相要挟讨
会费是“消费级”水平的，那么斯卡帕罗
蒂的助攻则是从军事角度进行的“专业

级”游说。
斯卡帕罗蒂鼓吹北约应持续“改

善”，并进行“现代化改进”。他所谓的
“改善”与“现代化改进”，无论是“调动
4万名官兵参加‘三叉戟 18’大规模军
事演习”“集结将近 5000架空中战机快
速地投入战场”，还是“开启两个新的
指挥结构”“实现‘四个 30’”“摆脱‘苏
联遗产’”，等等，归根结底都离不开军
费的增加，这也正与特朗普的主张遥
相呼应。

深层次反映地区紧张局势
众所周知，北约与俄罗斯因乌克

兰危机导致的紧张对立局面一直都在
持续，联想到北约“针对性军演的常态
化”“组建‘军事申根区’自由调动部队
对抗俄”“到 2020 年具备能在 30 天内
部署 30个机械化营、30个空军中队和
30 艘军舰的能力”等具体举措，斯卡
帕罗蒂的“预言”也从深层次反映出北
约对俄的战略焦虑仍在不断升级。而
由焦虑引发的对抗也越来越细化，最
终使得地区紧张局势在短期内难以改
变。

首先，军事对峙必将持续。加强
对俄军事斗争准备、巩固防务建设是
北约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主要工作。
而俄罗斯为了防止北约东扩、确保本
国安全，也将继续走强军路线。如，俄
罗斯发布的《2018~2027 年国家军备计
划》，其拨款额度高达 19万亿卢布（约
合 3150亿美元）。其次，政治渗透不断
加强。北约通过渗透，成员国数量逐
渐增多，不断缩小对俄包围圈。最新
消息表明格鲁吉亚未来也将成为北约
组织成员国。同时，俄罗斯也利用北
约内部分歧，积极分化北约，拓展影响
力，如土耳其由“对俄强硬”转变为“与
俄合作”。再次，深层矛盾并未消失。
冷战时期带来的矛盾依然存在，近年
来，“通俄”事件、互相驱逐外交人员等
事件也表明，美俄关系始终并未得到
根本改善。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俄罗斯

外交部发言人扎哈洛娃近日称，美国国

防部是塔利班激进运动的实际资助人。

俄罗斯方面给出的理由主要是美国对阿

富汗的军事援助存在记录不完整以及监

守自盗等行为。而在2017年，美国国务

卿蒂勒森也曾指责俄罗斯方面公开支持

塔利班运动。那么，在美俄双方互相指

责对方支持塔利班组织的“口水战”背

后，究竟谁才是阿富汗塔利班的“幕后帮

手”呢？

事实上，目前塔利班的很多武器装

备都直接或间接来自美国，这些年也出

现了很多塔利班组织武装分子使用美制

武器装备的照片和视频。俄罗斯外交部

发言人扎哈洛娃此次就举例证明，2015

年由美国军方转交给阿富汗的汽车数量

少算了 9.5万台，2016年五角大楼则直

接承认丢失了转交给伊拉克和阿富汗的

150万支枪械，而这些装备大多都跑到

了塔利班手中。在战场上出现武器装备

遗失，被敌方缴获本属正常，但数量多到

可以武装一支军队，而美国却只是将其

按照未统计或丢失直接“一笔勾销”，确

实让人怀疑。

同时，俄罗斯外交部发表此番言论，

也是为了回应美国指责俄罗斯支持塔利

班的言论。2017年，美国和阿富汗政府

相继宣称俄罗斯一直在向塔利班组织提

供资金和武器。美国驻阿富汗最高司令

约翰·尼科尔森就曾表示，俄罗斯正在向

塔利班武装提供武器，用于对抗美国支

持的阿富汗政府部队。时任美国国务卿

蒂勒森也曾多次指责俄罗斯违反联合国

决议，向塔利班提供武器装备。对此，俄

罗斯外交部明确表示，俄罗斯与塔利班

接触的目的主要包括保护俄罗斯公民在

阿富汗的安全以及促进阿富汗民族和解

进程。但俄罗斯目前为打击“伊斯兰国”

极端组织而与塔利班组织开展的情报共

享和信息交换，依旧是西方世界攻击俄

罗斯的焦点。

究竟谁才是阿富汗塔利班的“幕后

帮手”如今依旧扑朔迷离，但毫无疑问的

是，美俄双方对对方的指责更多是出于

大国之间的战略博弈。俄罗斯外交部此

前就曾明确指出，美国有关俄罗斯向塔

利班提供武器装备的说法，旨在为华盛

顿对阿富汗政策的失败开脱，而美国驻

阿富汗最高司令约翰·尼科尔森的有关

言论，也是试图为自己不能稳定阿富汗

局势的失败找借口。而俄罗斯方面指责

美国支持塔利班的言论，除了回击美国

外，也有借此离间美国与阿富汗政府的

关系，削弱美国在阿富汗影响的考虑。

可以预见，美俄双方关于究竟谁在暗中

支持塔利班的“争辩”，还将无休止地继

续进行下去。

7月 13日，特朗普对英国进行“工
作访问”，并声称美英两国目前正处
于“特殊关系”高峰期，美国期待与英
国签订一份双边贸易协定。然而，此
次特朗普的访英之行却遭到了英国
民众的大规模抵制。自特朗普上任
以来，其“美国优先”政策和口无遮
拦的特点使英国民众对他的反感与
日俱增，也让特朗普的首次访英之旅
尴尬不已。

没有实质性成果的

“工作访问”
此次访英之行是特朗普上台后

第一次对英国进行的访问，由于英国
民众的抵制，此次访问降格为“工作
访问”，从侧面反映出当前美英“特殊
关系”的窘境。

访问期间，英国政府盛情款待特
朗普，盛赞美英“特殊关系”，释放出
寻求加强“特殊关系”的信号。分析
人士认为，英国政府在经贸与防务方
面依然倚重美国，并试图借助加强美
英“特殊关系”为“脱欧”谈判加分，但
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意见分歧令
英国政府的盘算落空。

虽然特朗普称美英目前正处于
“最高水平的特殊关系”，美国期待与
英国签订一份双边贸易协定。但这
些貌似亲密的言辞掩盖不了他与特
雷莎·梅之间的“温差”。英国皇家国

际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艾米·波普
称：“特朗普此次访问对英国而言比
对美国更加重要。”分析人士也认为，
英国在美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并没
有那么重要，美英能否签订双边贸易
协定还是未知数。此外，英国在“脱
欧”之后可能失去美欧之间的桥梁作
用，这也令英国对美国的重要性下
降，美英“特殊关系”恐难加强。

访问期间，特朗普与英国首相特
雷莎·梅在首相乡村官邸契克斯别墅
就贸易、“脱欧”、俄罗斯、中东等问题
举行双边会谈，随后前往桑德赫斯特
皇家军事学院参加相关活动，并在温
莎城堡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见
面。然而，从会谈以及记者会的内容
来看，访问并未达到理想的效果。

口无遮拦遭民众抵制
特朗普的访英之行不仅没有取

得实质性的成果，更是因为英国民众
的抵制被打上了“尴尬”的标签。特
朗普访英当天，在伦敦、曼彻斯特等
英国主要大城市，成千上万的民众冲
上街头，抗议特朗普访英。据英国警
方称，仅在伦敦就有 4.5 万人参与示
威游行，是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民
众示威行动。此外，12日当天，抗议
人群还根据不同的主题组成不同“方
阵”，如“穆斯林反特朗普队列”“素食
者反特朗普队列”等。抗议者更是为

特朗普准备了一只 6米高的“特朗普
宝宝”气球作为“特别礼物”，该气球
将特朗普描绘成一个穿尿布的“巨
婴”，在其到访当日飞过伦敦上空。

事实上，英国民众对特朗普的
反感由来已久。早在去年，特朗普
便有访问英国的计划，后因其关于
女性和种族的不当言论，引起英国
民众普遍反感，遭到近 200万英国民
众联名请愿反对，直指特朗普到访
“会令女王蒙羞”，特朗普对英国的
回访也在英国民众的坚决反对下一
拖再拖，从正式的国事访问降级为
“工作访问”。值得一提的是，在此
次访英之前，特朗普接受英国八卦
小报《太阳报》记者采访时，毫不掩
饰对英国首相特雷莎·梅的批评，特
朗普批评梅的“脱欧计划”不是真正
意义的“脱欧”，也不是“脱欧”派民
众想要的结果，这样的计划会“扼
杀”美国与英国之间签订贸易协议
的可能性，对美英贸易产生严重负
面影响。同时，特朗普还称，英国前
外交大臣、“脱欧”代表性人物约翰
逊是目前最理想的英国首相人选。
特朗普的口无遮拦使他在英国民众
心中的形象一跌再跌，访英之行遭
到民众抵制也就情有可原了。

特朗普称欧盟是敌人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俄罗斯总

统普京举行首脑峰会前夕，再次向盟
友发难。他形容，在贸易问题上，欧
盟是美国的敌人。欧洲理事会主席
图斯克过后在推特回应时指出：“美
国和欧盟是最好的朋友，谁说我们是
敌人就是在散播假新闻。”

美警察抛硬币抓人
美国佐治亚州两名警员抛硬币

决定是否逮捕一名驾车者，事发后遭
停职。资料显示，事发于今年 4月，

两名女警拦下一辆超速行驶的汽
车。两名女警商量，是给开一张超速
罚单还是以涉嫌危险驾驶逮捕她。
两人决定抛硬币：正面为逮捕；反面
为释放。结果正面朝上，两人抛完硬
币后开始填写单子。女警抛硬币视
频公开后，法庭 9日宣布，对驾车者
的危险驾驶指控不成立。

《日美核能协定》延

长引担忧
7月 16日,《日美核能协定》30年

期满后自动延长,日本作为《不扩散核
武器条约》特例,再次以无核国家身份
获得进行铀浓缩和对核废料再处理的
特权。由于协议的延长，日本在国内
外持有的 47吨钚可能引发的核扩散
风险成为国际社会必须关注的问题。

北约最高司令渲染将失军事优势

■杜朝平

半岛和平再现分歧，
各方且行且珍惜

■
许
妍
敏

美
俄
为
何
互
指

对
方
支
持
塔
利
班
？

■陈冠宇

特朗普的尴尬英国行

■陶宁薇

7月12日，北约峰会召开

期间，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

兼美军欧洲司令部司令斯卡帕

罗蒂发表言论称：“对手已出

现，其中包括俄罗斯。尽管北

约仍在大多数军事领域拥有优

势，但对手的武装力量明显正

在进行现代化改进。如果我们

不做改善，不继续执行现代化

改进，那么在4年到5年后获取

军事优势将不再可能。”

北约对俄的战略焦虑仍在不断升级。

抗议者为特朗普准备了一只6米高的“特朗普宝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