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总统特朗普 10 日宣布，他与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的会晤将于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

知情人士披露，政府官员已经着手为特朗普与金
正恩在新加坡会晤作准备。

朝鲜当天释放三名美国公民，美方继而对会晤表
露乐观，但坚持对朝“极限施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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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狮城】

特朗普 9 日在白宫召集内阁开会。
开场阶段，媒体记者发问，朝美领导人是
否会在位于朝鲜半岛非军事区的板门店
会晤。特朗普说：“不会在那里。”

美国总统特朗普 10 日宣布，他与朝
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会晤将于 6 月 12
日在新加坡举行。

这名美国总统去年 11 月访问韩国时
准备突击访问板门店，因天气糟糕作罢。
他 4 月底说，对在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
之家”或“自由之家”与金正恩会面“感兴
趣”。

金正恩与文在寅 4月 27日在“和平之
家”举行第三次朝韩首脑会晤。

特 朗 普 说 考 虑 板 门 店 时 提 到 新 加
坡。他公开提及的备选地点迄今只有这
两地。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9 日以两名了
解会晤筹备的人为消息源报道，美方官员
已经按照指示推进美朝领导人在新加坡
会晤的计划。之所以青睐新加坡，是因为
它的中立性优于其他更接近朝鲜首都平
壤的地点。

朝美在新加坡均设有大使馆。两国
在任或前任外交官曾在这个“城市国家”
就无核化议题对话。新加坡距离平壤飞
行时间六七个小时，金正恩专机“苍鹰一

号”无需中途加油便可直达。新加坡举办
国际会议的基础设施完备，便于安保和媒
体报道。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告诉
路透社，新加坡眼下是最可能的地点。

不排除特朗普选择其他地点、又一次
让国际媒体吃惊的可能性。按照那两名
知情人士的说法，最终取决于特朗普。

【会期一天】

国务卿迈克·蓬佩奥 9 日结束对朝鲜
的访问，回国途中经停美国驻日本横田航
空基地，告诉媒体记者，美朝领导人会晤
将在一天内结束所有议程。

不过，“如果有更多需要讨论，还是会
有机会延长到两天”。

蓬佩奥只在平壤停留 13 小时，可谓
旋风式访问。据朝中社 10 日报道，蓬佩
奥向金正恩转达特朗普的口信。双方深
入讨论朝美领导人会晤的实际议题、程序
和方式。

金正恩接受特朗普建议，同意下令特
赦并遣返因从事反朝敌对活动而被朝方
拘押的美国公民。路透社说，朝方释放三
名美国人给特朗普与金正恩会晤清除一
大障碍。

特朗普定于美国东部时间 10 日凌晨
2时在首都华盛顿附近的安德鲁斯空军基

地迎接蓬佩奥及其领回的三名美国人。
白宫在一份声明中说，特朗普“欣赏”金正
恩放人决定，认为这是“展现善意的积极
姿态”。

特朗普 9 日在内阁会议开始时说，美
国正与朝鲜“严肃且积极”地沟通。“双方
都想要谈成一项协议。我认为会是一项
非常成功的协议。”

他同时重申，会晤能否举行仍有变
数，可能发生许多“好事”，也可能发生许
多“坏事”。

【不谈驻军】

自特朗普 3 月上旬同意与金正恩会
晤以来，美朝迟迟未能宣布会晤日期和
地点。韩联社报道，不少人猜测，美朝
就会晤作前期磋商时可能遇到“麻烦”。

韩国 《中央日报》 说，蓬佩奥以国
务卿身份公开访朝、朝方放人，会晤氛
围显著改善，预计筹备工作会加速。

美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 9 日在
一场国会参议院听证会上说，对美朝领
导人会晤，“有理由乐观一些”，缘由是
美国驻韩部队不会成为双方讨价还价的
筹码。

朝鲜长期把撤走驻韩美军作为实现
朝鲜半岛和平的前提条件之一。

“有些事不会摆上最初的谈判桌。”

马蒂斯说，不排除今后美朝对话期间美
国与韩国同意评估驻韩美军规模的可能
性，只是，那是盟友之间的事，“无关对
朝谈判”。

围绕驻韩美军去留、朝鲜何时“放
人”等议题的猜测，显现美朝在会晤前
较劲、试图占先手。尤其是，就是否减
缓对朝制裁，特朗普政府一直不松口，
要求朝方首先完全放弃核武器项目，并
且自诩是美方“极限施压”政策迫使朝
鲜坐到谈判桌前。

朝鲜反驳美方自夸。朝鲜外务省发
言人 6日说：“如果美国把朝鲜爱好和平
的意志错判为‘软弱’，继续追求反朝打
压和军事威胁，会无助于解决问题。”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朝鲜劳动
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统一战线部部长
金英哲 9日在欢迎蓬佩奥到访的午宴上强
调，“平壤现在一切进展顺利”，朝方决定中
止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集中力量
投入经济建设，“并非外部制裁的结果”。

朝中社关于金正恩会见蓬佩奥的报
道没有提及无核化或涉核议题。

“朝方依然没有明言他们愿意放弃核
武器，更不用说永久且可验证地放弃核项
目。”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
心亚洲事务专家葛来仪说，“我们不清楚
金正恩的意图。”

（新华社特稿）

美朝领导人下月12日新加坡会晤

关键时刻“递刀子”

特朗普在 8 日的讲话中说，以色列上
周公布的一些情报文件揭露了伊朗寻求
发展核武器的过程。

这些情报文件正是以色列方面在关
键时机抛出来的。4月 30日，内塔尼亚胡
出现在以色列及全球多家媒体的直播画
面中，用英语和希伯来语发表“声情并茂”
的演讲，指责伊朗在核问题上“一直在撒
谎”。

内塔尼亚胡的英文演讲持续了约 18
分钟，接下来的希伯来语部分仅约两分
钟。可见，这一讲话主要面向以色列以外
的受众。

在英文讲话的结尾部分，他“预言”：
“几天后，特朗普总统将会宣布对伊核协
议的决定。我相信，他会作出对美国正确
的决定、对以色列正确的决定。”

曾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
求学的内塔尼亚胡能讲一口流利的英文，
惯于通过希伯来语和英语的切换针对不
同受众传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耐人寻味的是，内塔尼亚胡这番讲话
后，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表示，以色列
公布这批文件前跟白宫及特朗普本人“通
过气”，双方对此还有过谈论。

无论特朗普是否早已决定对伊核协
议的取舍，内塔尼亚胡在关键时刻的这一

“递刀子”动作，显然正中特朗普下怀。

一唱一和遏制伊朗

而在内塔尼亚胡看来，特朗普的上台

及其对前任奥巴马各项政治遗产的摒弃，
无疑为以色列拉住美国遏制伊朗提供了
绝佳机会。

围绕伊核问题，内塔尼亚胡与奥巴
马立场相左。2015 年 3 月，内塔尼亚胡
受时任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博纳邀请访
美并在国会就伊核问题发表演讲，对可
能达成的伊核协议表示强烈反对。奥巴
马对内塔尼亚胡的“砸场子”行为大为
恼火，批其演讲内容“毫无新意”。

特朗普上任后，在遏制伊朗方面与
内塔尼亚胡一唱一和。除了在伊核问题
上互相“助攻”，特朗普还送给内塔尼亚
胡一份大礼，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
列首都，并要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

往耶路撒冷。
而以色列明显加大了针对伊朗的动

作。以色列议会 4 月底通过一项提案，
授权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利伯曼在紧
急情况下，可以直接宣战或批准重大军
事行动。5月 6日，内塔尼亚胡在内阁例
行会议上表示，以色列将阻止伊朗在叙
利亚扩大针对以色列的军事势力。

据叙利亚国家电视台 8日报道，叙利
亚防空系统当晚在首都大马士革以南地

区拦截了两枚“以色列导弹”。以色列国
防军 8 日晚则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
已经部署防御系统，并对可能出现的攻
击保持高度警惕。

未必成为“最大赢家”

在最新的宣传视频中，内塔尼亚胡
喊 出 自 己 的 口 号 ——“ 只 有 利 库 德 集
团、只有内塔尼亚胡”，暗示唯有他和他
所在的利库德集团才能给以色列公民安
全。

内塔尼亚胡虽然不像沙龙、拉宾、
巴拉克那样戎马半生，但有一个为国殉
职的哥哥，后者率突击队远赴乌干达营
救人质时身亡。内塔尼亚胡以烈士家人
的身份步入政坛，在党派林立的以色列
政坛被视为能够平衡各方势力的政治强
人。1996 年，内塔尼亚胡击败工党候选
人佩雷斯，首次出任总理。

内塔尼亚胡迄今数度出任总理，始
终打“安全牌”巩固政治基础，在巴以
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为他赚取了不少国内
民意支持，但也因此经常受到国内外舆
论抨击和诟病。随着中东局势日渐复杂
混沌，巴以问题逐渐淡出舆论焦点，伊
朗的地区影响力则不断增长。如何遏制
伊朗，成为内塔尼亚胡的外交之要。

从短期看，特朗普的退出决定，将
帮助以色列在与伊朗的角力中占据有利
局面，内塔尼亚胡的执政也许会更加稳
固。但从长期看，特朗普这一决定可能
引发中东新一轮混乱和动荡，未必是内
塔尼亚胡的“福音”。

新华社耶路撒冷5月10日电

内塔尼亚胡：伊核问题大赢家？
美国总统特朗普 8 日

宣布退出伊核协议，以色
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即发
声，称赞特朗普的决定“勇
敢而且正确”。

在围绕伊核协议存废
的复杂博弈中，内塔尼亚
胡扮演了“推手”角色。从
短期看，特朗普的退出决
定，使一向视伊朗为心腹
之患的以色列成为“大赢
家”，但从地区局势更趋复
杂看，内塔尼亚胡真能笑
到最后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