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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言反对“利比亚弃核模式”
朝鲜警告取消朝美领导人会晤

朝鲜16日凌晨宣布取消原定当天
的北南高级别会谈，同时要求美国考虑
朝美领导人会晤前景，理由是韩国和美
国5天前启动大规模空中格斗演练。
数小时后，朝鲜外务省第一副相金
桂冠警告，如果美国坚持“利比亚模

□2018

如果我们放弃核武器，会给我们经
济补偿和好处。但我们从来没有想
过把经济发展寄托于美国，那样的
交易也永远不会发生。”
金桂冠曾任朝鲜半岛核问题
六方会谈朝方代表团团长。
朝方主张半岛无核化采取“阶
段性、同步”措施。美方坚称，除非
朝鲜“完全、可验证、不可逆”弃核，
不会停止“极限施压”、放松制裁。

式”，试图逼迫朝鲜“单方面”弃核，朝方
将重新考虑是否参加朝美领导人会晤。
韩国政府当天上午对朝方取消会
谈表达“遗憾”。美国政府稍早时候表
示，美韩联合演练会继续，美朝领导人
会晤筹备工作也会继续。

暂停朝韩对话
朝鲜中央通讯社16日凌晨发表公 野党在国会“诋毁朝鲜最高尊严和体
报，指认板门店宣言墨迹未干，韩美却 制”、
“诽谤中伤”金正恩与韩国总统文
启动“2018超级雷霆”联合空战演练， 在寅4月27日在板门店会晤后发表的
是“军事挑衅”，给朝鲜半岛向好局势 这份和平与和解宣言。
“开倒车”。
以韩美“侵朝战争演习”以及韩国
公报认定韩美联合演练旨在“对朝 “对抗骚动”为理由，朝方宣布暂停定于
鲜实施先发制人打击”和掌握制空权， 16日在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家”的
规模“空前庞大”，反映美韩坚持对朝 北南高级会谈。韩国媒体报道，这次部
“极限施压”和制裁。
长会谈计划讨论南北离散家属团聚、跨
“2018超级雷霆”联合演练11日开 境铁路公路项目合作、南北共同参加亚
始，定于25日结束。美军8架F—22型 运会等议题。
“猛禽”式隐形战机等韩美两军100多
朝方把会谈暂停、北南关系面临困
架战机参加。按照韩国总统特使今年3 难和障碍“完全归咎于”韩国政府，同时
月访问朝鲜归国后的说法，朝鲜最高领 要求美国重新考虑“提上日程的朝美峰
导人金正恩对韩美4月恢复年度联合 会的命运”。
军事演习“表示理解”。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金正恩拟6月
除了指认韩美“公然挑战”板门店 12日在新加坡会晤。
宣言，公报指责韩国政府放任保守派在

反对弃核模式
韩美研判朝方所言究竟何意之时， 金桂冠说，包括特朗普的国家安全
朝中社16日上午播发第一副外相金桂 事务助理博尔顿在内，一些白宫、国务
冠的媒体声明，发出更明确警告。
院高级官员最近大谈所谓“利比亚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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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6日 ，在韩国首尔 ，韩国统一部长官赵明均回答记者提问 。

会晤筹备不停
月11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右 ）在华盛顿与到访的韩国外交部长官康
京和出席新闻发布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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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寻求“完全、可验证、不可逆”的无 杀伤性武器的虚假情报为借口入侵这
核化，要求朝方“完全解除核武器、导 个中东国家，推翻萨达姆·侯赛因政
弹和生化武器”并且“先弃核、后补 权，萨达姆遭绞刑。2011年，美国连同
偿”。
法国、英国借助空袭支持利比亚反对
博尔顿13日说，应完全消除朝鲜 派武力推翻穆阿迈尔·卡扎菲政权，卡
铀浓缩和钚再处理能力，废弃所有核 扎菲丧生。
武器并运到美国田纳西州橡树岭核设 “我们国家既不是利比亚，也不是
施保管。
伊拉克。”金桂冠说，而且，利比亚弃核
金桂冠明言反对“利比亚模式”。 时核项目处于初步阶段，与今日朝鲜
按照这名朝鲜资深外交官的说法，美 不可相提并论。
方官员所说弃核方案暴露“险恶”用
“如果美国企图把我们驱赶到死
心，企图把利比亚或伊拉克的悲惨命 角，迫使我们单方面弃核，我们对这类
运强加给朝鲜，令人怀疑美方借助对 对话将不再感兴趣，并且只能重新考
话和谈判改善朝美关系的诚意。
虑是否继续推进朝美峰会。”
美国2003年以伊拉克藏匿大规模

寻求安全保证
金桂冠同时说，如果特朗普政府真
心致力于改善朝美关系，为领导人会晤
准备“有诚意”的提案，朝方将作出“应
有回应”。
他在声明中说，朝方已经表明朝鲜
半岛无核化意图，多次明确表示，无核
化“前提”是美国终止反朝敌对政策、核
威胁和讹诈。
韩联社解读，金桂冠重申，朝鲜要

求美国作出安全保证。从这份声明看，
朝方更看重这一点，而非经济补偿。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3日说，如果
朝鲜完全放弃核武器项目，美国将对朝
作出“安全保证”，同时作出经济补偿，
允许美国私人资本投资朝鲜基础设施
建设。
按照金桂冠的说法，如果只是经济
利益换弃核，朝方不感兴趣。“美国说，

16日上午，韩国外交部长官康
京和与蓬佩奥通电话，就朝中社公报
交换意见。蓬佩奥说，美方将关注朝
方反应，同时继续筹备美朝首脑会。
朝鲜临时取消高级会谈让韩方
猝不及防。双方15日商定16日会
谈、确定与会人员和议题后，朝方却
在16日零时30分左右通知韩方无
限期推迟。朝方举动同样出乎白宫
意料。一名官员证实，美国国务院没
有从朝方收到任何关于朝韩对话状
态的消息。
华盛顿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分
析师鲁杰罗认为，朝方举动并不令
人惊讶。按照他的说法，朝方对外谈
判“攻略”一直如此，“先是推高外界
对外交突破的预期，取消或暗示可
能取消会晤，然后迫使对方为举行
会晤作出更多让步”。
韩国国防部长官宋永武16日
上午取消原定日程，与驻韩美军最
高指挥官、韩美联合司令部司令布
鲁克斯16日上午紧急会商应对朝
方举动。韩美官方坚称“超级雷霆”
是例行年度演练，系防御性质。一名
韩国军方消息人士当天说，美军
B—52型“同温层堡垒”式战略轰炸
机不会参加这次演练。韩联社报道，
暂不清楚这一举措是否与朝方无限
期推迟南北高级会谈相关。
（

新华社 ）

克里米亚大桥汽车道通车

普京“卡车秀”刺激乌美欧

俄罗斯总统普京15日身穿蓝色牛
仔裤，驾驶橘色卡车，穿过克里米亚大
桥，庆贺大桥汽车道16日正式开通。
这座大桥横跨刻赤海峡，连接俄

罗斯本土与克里米亚半岛。美国和欧
洲联盟继续谴责俄方借建桥巩固对克
里米亚的“非法占领”，重申“克里米亚
属于乌克兰”。

朋克雕塑

一名立陶宛设计师近年来一直
在展示自己的 “ 蒸汽朋克 ” 雕塑作品 ，
最近他将废弃的物品如石头 、 木块 、
骨头等与形状复杂的黑色金属相结
合 ，制作出了独特的艺术品 。

普京当司机
一身休闲夹克加牛仔裤，现年66 工程车，从大桥一端俄罗斯南部克拉
岁的普京现身克里米亚大桥汽车道， 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塔曼半岛出发，一
登上一辆俄罗斯产“卡玛斯”牌自卸卡 路驶至大桥另一端克里米亚半岛刻赤
车。车头两侧后视镜插着微型俄罗斯 市，全程耗时16分钟。
国旗。
抵达克里米亚一侧后，普京观看
俄国家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 歌舞表演，祝贺建桥工人成就“历史性
普京在驾驶座上目视前方，一边熟练 一天”。
地换挡、打方向盘，一边听身旁两名工
据大桥建设工程方网站信息，大
程人员介绍大桥建设情况。
桥汽车道当地时间16日5时30分正式
普京所驾卡车领头，后面跟随30 开始双向通车，最高限速每小时90公
多辆同款卡车、吊车、混凝土搅拌车等 里。通车时间比预定计划提前半年。

科·达伽马大桥，成为欧洲最长大桥。
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乌克兰克里
米亚自治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直辖
市2014年3月举行公民投票，超过九成
投票者支持两地脱离乌克兰、加入俄罗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克里 1300万吨，年载客量1400万人次。
米亚大桥是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全
铁路轨道尚未完工，计划2019年
长19公里，包含大约17公里汽车道和 底交付。另有一段连接刻赤市到克里
18公里铁路轨道，跨海部分长6公里。 米亚首府辛菲罗波尔的公路预定2020
建桥工程整体造价大约228亿卢布（约 年完工。
合37亿美元）。大桥日通行能力为4万
法新社报道，克里米亚大桥建成
辆汽车、47对列车，列车年载货量可达 后，将取代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的瓦斯

普京高调庆贺大桥通车，惹恼乌
克兰、美国和一些欧盟国家。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说，建
造克里米亚大桥说明俄罗斯“乐于持
续藐视国际法”，称大桥“象征俄罗斯
企图巩固对克里米亚的非法夺取和占
领，同时因为对过往刻赤海峡的船只

欧洲最长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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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5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 （前右 ）开着卡车在刻赤海峡大桥上行驶 。

斯联邦。普京随后以签署条约形式确认
这两个地区“俄罗斯联邦主体”地位。乌
克兰、美国和欧盟指责俄“非法吞并”克
里米亚。欧美因克里米亚问题和乌克兰
东部冲突对俄罗斯施加多轮制裁。

美欧受刺激

“创意”宠物用具

外媒盘点了 10 个创意宠物用具 ，
包括宠物专用脱毛手套 、 宠物听力保
护器 、 可自动伸缩狗狗牵引绳和小狗
喷泉等 ，其中不乏 “智能化 ”设计 。

大小有所限制而阻碍航行”。
欧盟外交政策高级代表办公室一
名发言人说，俄方建桥通车“再一次侵
犯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
英国外交国务大臣邓肯说，英方
将继续与伙伴一起反对俄罗斯“吞并”
克里米亚，包括继续制裁。 （新华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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