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朗普欲派国务卿再次访朝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

博尔顿 7 日说， 总统特朗普准备派国务

卿蓬佩奥再次访问朝鲜， 面见朝方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

博尔顿对朝方就无核化采取的举措

颇有微词， 重申美方没有考虑放松对朝

制裁。 同一天， 美国一家智库说， 卫星

图像显示， 朝方遵循朝美领导人新加坡

会晤达成的协议， 继续拆除西海卫星发

射场。

博尔顿继续向朝方施压

博尔顿说， 蓬佩奥上周在新加坡参

加东亚合作系列外长会， 美方向一同参

会的朝鲜外务相李勇浩转交特朗普给金

正恩的回信。 博尔顿接受美国福克斯新

闻频道采访时说： “蓬佩奥国务卿准备

重返朝鲜， 见金正恩。 我们在总统最近

给金正恩委员长的信中作出这一提议。”

据白宫 2 日介绍， 特朗普 1 日收到金正

恩来信， 随后回信。

蓬佩奥今年早些时候三次访朝。 前

两次访朝为金正恩和特朗普 6 月 12 日

在新加坡会晤做铺垫。 第三次访朝是 7

月上旬， 以期落实新加坡会晤发表的联

合声明。 只是， 从媒体报道看， 第三次

访朝收获寥寥， 蓬佩奥没有像前两次那

样见到金正恩。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 7 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说， 就蓬佩奥是否第四次访

朝， “我们现在没有出访行程要发布”。

福克斯新闻频道记者问及特朗普是否打

算与金正恩再度会晤， 博尔顿说， 现在

没有任何安排， 但特朗普 “准备在任何

时候见面”。 只是， “我们需要朝鲜就

无核化拿出成绩”， 博尔顿紧接着说。

他拒绝朝方关于放松制裁的呼吁，

说美方依然主张， 除非朝鲜就解除核武

器项目取得实际进展， 美方不会停止经

济制裁。 他指认朝方没有采取 “让我们

感觉对无核化而言确有必要的举措 ”。

所谓美方将放松制裁只是朝方的看法，

美方 “没有考虑”。

作为落实朝美联合声明之举， 朝鲜

7 月下旬向美方移交 55 具朝鲜战争美

军遗骸。 博尔顿却淡化这一实际行动的

意义以及与无核化的关联， 称朝方本该

如此。

日本共同社等媒体报道， 李勇浩上

周末在新加坡参会期间批评美方维持对

朝制裁、 拒绝响应朝方关于发表朝鲜战

争终战宣言的呼吁。 “只有美国让朝鲜

放心靠近， 朝鲜才会对美国推心置腹，

以行动回应，” 朝中社 5 日援引李勇浩

的话报道， “令人担忧的是， 美国国内

不断出现……因循守旧的顽固企图。”

朝鲜劳动党机关报 《劳动新闻》 6

日一篇评论文章同样批评美国国内近期

掀起对朝制裁施压的舆论风潮 。 文章

说， 朝美之间当务之急是巩固互信， 美

方尤其应以实际行动展现善意和尊重。

为改善朝美关系， 从 5 月废弃北部核试

验场到 7 月移交美军遗骸， 朝方已经展

现善意和气度。 相反， 美国只是口头上

说要改善关系， 而没有付诸实践， 甚至

逆向而行。

“谨慎看待 ” 西海卫星
发射场拆除工作

美国对外政策智库史汀生中心旗下

网站 “北纬 38 度 ” 7 日发表的分析文

章说， 本月 3 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

朝方继续西海卫星发射场拆除作业。 这

符合金正恩与特朗普会晤时所作承诺。

半个月前即 7 月 23 日， “北纬 38 度”

借助卫星图像， 判断朝方已经开始拆除

西海卫星发射场 。 韩国情报部门 7 月

24 日说 ， 根据韩方自行掌握的动向 ，

朝方正着手拆除这座位于西北部平安北

道铁山郡东仓里的试验场。

金正恩会晤特朗普时承诺， 朝方即

将拆除一座导弹发动机试验场。 美国媒

体推断金正恩说的是西海卫星发射场。

“北纬 38 度” 分析文章说， 西海

卫星发射场的火箭发动机测试台可用于

测试和研发弹道导弹发动机。 “朝方继

续拆除钢结构基座， 似乎开始从已经拆

除的仓库中挪走燃料和氧化剂储存罐。”

文章说， 火箭发射台的一部分同样已经

拆卸， 但不清楚这一作业的目的是整体

拆除， 还是开始某个改造项目。

“北纬 38 度” 网站认为， “必须

谨慎看待” 西海卫星发射场出现的明显

变化， 视为 “初步举措”， 缘由是这些

作业 “并非永久或不可逆”。 如果朝方

后续拆除发动机测试台的混凝土基座、

火箭发射台的龙门吊和燃气流排导装置

等设施 ， 可以视为永久和不可逆转举

措， 理由是朝方没有其他设施具备相同

能力。

朝美新加坡联合声明中， 朝方重申

致力于朝鲜半岛完全无核化， 美方承诺

对朝方作出安全保证。 特朗普 7 日在社

交媒体上对“北纬 38 度”网站提到的进

展表示“欣赏”。韩联社报道，蓬佩奥态度

更谨慎， 说美方一直要求向朝方正在拆

除的设施派核查员，作实地查看。

胡若愚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1新华社雅加达 ８ 月 ８ 日电 （郑世
波） 印度尼西亚抗灾署 ８ 日说， ５ 日发

生的龙目岛地震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

１３１ 人， 另有 １４７７ 人受重伤。

抗灾署发言人苏托波在当天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说， 地震还造成 ４ 万多座

房屋和公共建筑物被损坏， １５．６ 万当地

百姓被迫撤离 。 随着搜救工作继续进

行， 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预计还会

进一步增加。 苏托波说， １３１ 名死者均

为印尼公民。 目前重伤者均已在当地医

院和卫生所接受治疗， 轻伤者很多， 无

法统计到具体数字。

印尼龙目岛北部陆地 ５ 日发生 ７．０

级地震， 震源深度为 １５ 公里。 印尼地

震监测部门随后发布海啸预警， 但两小

时后解除预警。 印尼地处环太平洋地震

带， 每年发生大小地震数千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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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伯特·卡根
（布鲁金斯学会）

智库观点

国际 广告

1新华社波哥大 ８ 月 ７ 日电 （记者

何珊） 哥伦比亚新任总统杜克 ７ 日在首

都波哥大市中心玻利瓦尔广场宣誓就

职，正式开始为期四年的总统任期。

杜克在就职典礼上表示， 新一届政

府将致力于“我们大家一起建设国家、创

造未来、消除隔阂、团结一致，建造一个

伟大、团结、安全的国家”。

杜克同时表示， 将与联合国及其他

国家共同讨论政府与哥最大反政府武装

“哥伦比亚民族解放军”的和平谈判。 杜

克说，“和平进程的前提是在国际社会的

监督下全面停止一切犯罪活动”，“我们

希望推进（和平进程），但首先要保证哥

伦比亚民众不受任何暴力活动威胁。 ”

现年 ４２ 岁的杜克毕业于哥伦比亚

塞尔希奥·阿沃莱达大学，并取得美利坚

大学金融和公共管理以及乔治城大学国

际法双硕士学位。 杜克所代表的民主中

心党是哥伦比亚前总统乌里韦所创建的

右翼政党，反对与反政府武装和谈。

在 ６ 月 １７ 日举行的哥伦比亚总统

选举第二轮投票中， 民主中心党候选人

杜克战胜对手进步主义运动党候选人彼

得罗，当选哥伦比亚新一任总统。

虽然现行的自由世界秩序由美国领
导和建立， 但特朗普和普京一样， 欲打
破旧秩序。

因为难以改观当今人们看待世界的
固定思维， 所以长期以来， 我们对特朗
普本人以及他的政治作为存有误解。 如
果仍遵循旧式思维， 那么赫尔辛基峰会
的美俄会谈则毫无新意。 然而实质上，

众位观察者们忽视或拒绝承认一事： 美
俄总统会谈并非作为对手来谈， 而是以
盟友的身份会谈， 且寻求趋同利益， 以
实现共同目标。 这与 2016 年美国大选
是否被干涉无关， 其原因是两国领导人
都意图颠覆由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

普京的野心并不意外。 因为在他看
来， 美国所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是俄罗
斯最大的敌人。 如他所说， 正是这个秩
序导致苏联解体， 这是 20 世纪最大的
悲剧。 也是这个秩序， 侵蚀了后苏联时
代俄罗斯在中东欧的地缘战略空间。 全
球自由秩序的胜利使俄罗斯沦为二等国
家， 导致其国内经济疲软， 让俄罗斯的
世界影响力黯然失色。

正如俄罗斯历任领导者一样， 普京
也致力于削弱、 分裂和挫败自由世界。

他支持所有欧洲的右翼民族主义政党。

他曾试图削弱欧盟， 且威慑北约。 至于
普京为何如此， 其动机尚可理解。 当整
个西方强大且出现大一统局面时， 俄罗
斯几乎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唯有西方处
于混乱中， 俄罗斯才有机会成为一个重
要的世界性大国。 如拿破仑战争期间以
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只有这样的历史
时刻再次降临， 像普京这样的领导人才
能取得地缘政治上的胜利， 转移人们对
国内矛盾的关注。 因此， 普京从没想过
要把俄罗斯纳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

即使该体系能保证普通俄罗斯人在物质
生活上受惠于此。

同上， 特朗普也将本人在国内政治
上的特长发挥到国际政治舞台。 他在国
内的成功源于激进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
对固化的精英阶层发起挑战。 因为他和
普京用同样的视角来看待世界， 所以他
的一些行为就不难理解了。例如，他支持
欧洲民粹、民族主义运动，反对维护自由
世界秩序的传统政党。在他眼里，不光欧
盟是敌人， 而且过往美国总统所效忠的
一切自由制度都限制了他的行动自由。

因此，他不竭余力地摧毁一切障碍。关于
这一点， 他在北约峰会和总统任期内都
有所明示。和普京一样，他也向匈牙利的
欧尔班、法国、意大利、英国以及欧洲所
有民族主义政党表示支持； 他支持英国
退欧，并将此视为破坏欧盟的一种手段；

他讨厌默克尔， 更倾向于德国右翼政党
取得大选胜利。

峰会前， 很多人都关切普京会问特
朗普什么问题。 会后， 由于特朗普没有
做出什么让步 ， 这些人总算松了一口
气。 事实上， 两位总统努力克制， 使得
峰会尽量与人们业已习惯的会谈保持一
致： 博弈双方试图解决分歧， 却没有彻
底破冰。 然而， 少有人注意到普京公开
声明他和特朗普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共
识， 这一举动十分奇怪。 实质上， 普京
正在释放一个明确的信号： 在某些问题
上， 特朗普和他立场一致。 与此同时，

普京也很难想象特朗普会在选举干涉问
题上与他立场一致， 公开站出来粉碎这
场闹剧。

众位看客们显然忽视了一个重要事
实： 特朗普已放弃一切。 在普京看来，

与西方自由秩序的崩溃相比， 叙利亚和
克里米亚问题都微乎其微。 在峰会上普
京承认， 2016 年美国大选时， 他希望
特朗普能成功当选。 当时一些西方评论
家们坚称普京必然失望 ， 并将其称为
“疯狂的梦想”， 但现在看来， 特朗普总
统当选所带来的收益远超其 “疯狂梦
想” 的期待。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
刘琳编译）

杜 克 在 就

职典礼上伸出

拇指 ， 向人们

致意。

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