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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消息人士 21 日说，考虑到
朝鲜半岛局势趋于缓和，日方决定在全
国范围内取消应对朝鲜导弹来袭的疏散
演练。

【取消演练】
一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说，鉴于朝

鲜半岛紧张局势缓和，加之美国和韩国
商定暂停原定今年 8月举行的“乙支自由
卫士”联合军演，朝鲜今年发射一系列弹
道导弹的可能性相比去年有所减小，日
方决定中止朝鲜导弹来袭疏散演练。

日本内阁府一名官员告诉路透社记
者，政府在 22 日宣布有关疏散演练的决
定。

共同社 21 日报道，日本政府原定在
2018 财政年度举行演练，模拟朝鲜导弹

来袭的情形。演练涉及 11 个县，其中群
马县和福冈县已经演练，奈良县、新潟
县、栃木县、宫城县等县尚未演练。

栃木县政府官员证实，应中央政府
要求，原定 26日的疏散演练取消。

共同社报道，日本多地 2017 年共举
行 24次导弹疏散演练，地方政府、警方和
自卫队共同配合，引导当地居民在收到
警报后迅速进入公共设施避险。

日本一直视朝鲜发射导弹为安全威
胁，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本月 13日、即朝
美领导人会晤次日说，日本安保严峻形
势有所缓和。

【营造气氛？】
共同社推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

政府之所以决定中止疏散演练，目的之

一 是 为 推 动 与 朝 鲜 方 面 解 决“ 绑 架 问
题”。

安倍如今着眼于和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面谈，谋求日朝磋商。

朝鲜 2002年承认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绑架一批日本人，随后送回 5名遭绑架人
员，归还一些遗骸遗物。日方要求朝方
就更多失踪日本人下落给说法，朝方坚
称“绑架问题”已经解决。

日本政府消息人士 21 日说，如果朝
鲜半岛局势再度紧张，日方会考虑重新
启动疏散演练。

另外，日本政府打算 2023 财政年度
从美方引进陆基“宙斯盾”反导系统的计
划没有改变，声称这是为应对来自朝鲜
的导弹威胁。 （新华社特稿）

日本将叫停朝鲜导弹来袭疏散演练

美国总统特朗普 20日签署行政令，叫
停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抓捕非法入境者
时采取的将未成年人与其家人分离的“骨
肉分离”举措。特朗普表示，美国政府将
继续实施针对非法移民的“零容忍”政策。

分析人士指出，“骨肉分离”举措引发
了巨大争议和美国各界的反对声音，特朗
普政府在压力下被迫改弦易张。距美国
国会中期选举投票不足 5 个月，移民政策
可能成为选举最重要议题之一。

新闻事实
连日来，移民儿童被关押的视频画面

和小女孩哭喊着找妈妈的录音，让美国社
会对强行将移民儿童与家长分离这一做
法的反对情绪迅速升温。

一直宣称自己不会让步的特朗普 20
日签署行政令，叫停“骨肉分离”。他在签
字时表示，美国政府将继续实施针对非法
移民的“零容忍”政策，但今后将把非法入
境者与其未成年子女一起拘押，而不是将
其未成年子女另行安置。

他说，这一行政令将为国会提供解决
“骨肉分离”问题的机会。

在“骨肉分离”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之后，特朗普多次批评民主党“阻挠”移民
议程的推动，民主党则指责特朗普借此

“危机”实现移民问题的政治诉求。随着
舆论风向的变化，一些共和党人在这一问
题上也加入了民主党阵营，称美国虽有必
要加强边境安全，但不意味着需要“拆散

家庭”。
19日，更有 12名共和党参议员联名致

信司法部长塞申斯和国土安全部长尼尔
森，表示边境执法人员应立即结束“骨肉
分离”式执法方式。参与的参议员包括多
位知名议员，联名信称：“执法方式必须符
合我们的价值观以及人性。”

深度分析
分析人士认为，移民问题历来是美国

选举的关键议题。特朗普政府在“骨肉分

离”问题上受到的巨大压力和前后反复已
预示了这一议题在今年 11 月国会中期选
举中的重要性。

当前距离中期选举投票尚有一段时
间，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没有显现出较大优
势。“骨肉分离”引发的众怒，为民主党在
中期选举中提供了“炮弹”，甚至可能引发
共和党内的分化。多名共和党议员在这
一问题上与特朗普政府切割，国会共和党
人也在努力推动从立法上解决问题，试图

减少这场风暴的破坏性影响。
此外，迫于压力让步，对特朗普政府

也造成了政治损伤。有美国媒体评论，特
朗普的“零容忍”政策深得白人铁杆支持
者的欢心，在这一问题上“服软”，将让这
些支持者感觉被疏远。

第一评论
非法移民问题历来难解。非法移民从

贫困落后地区流向美国，带来非法、廉价
的劳动力同时，也制造了众多的社会、经
济甚至安全难题，民意为之汹涌、社会因
此分裂。

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光靠筑起高墙、
“关门”抓人，而是需要相关各方保持足够
的耐心，一起寻求解决之道，尤其不要人
为增加解决问题的难度。

背景链接
根据美国司法部对非法入境者“零容

忍”的政策，美国边境执法人员今年 4 月开
始在逮捕非法入境者时强制分离其未成
年子女，即所有被逮捕的非法入境者都会
被关押入狱面临审判甚至遣返，并在这一
过程中将其子女另行安置。

美国国土安全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
示，执法人员在今年 4 月 19 日至 5 月 31 日
抓捕非法入境者时，将 1995 名未成年人
与其家人分离。据媒体估计，实际被分离
的 未 成 年 人 数 量 或 超 过 政 府 公 布 的 人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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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叫停“骨肉分离”举措
称将把非法入境者与未成年子女一起关押 此前的举措被批缺乏人性化

新西兰女总理杰辛达·阿德恩 21 日在
奥克兰市医院诞下一名女婴，成为新西兰
历史上首名任内生育的女总理。

阿德恩在社交媒体晒出“全家福”。
“欢迎来到地球村，小家伙”，她写道：“非
常幸运能够有一个健康的女婴，她下午 4
时 45分出生，体重 3.31公斤。”

总理办公室说，阿德恩 5时 50分在伴
侣克拉克·盖福德的陪伴下，抵达奥克兰
市医院待产。女婴出生比预产期晚 4天。

副总理温斯顿·彼得斯充任代总理，
在阿德恩休 6 周产假期间负责政府日常
运行。有关国家安全等重大事宜须请示
阿德恩。

阿德恩先前说，盖福德在她“复出”后
将成为带娃主力。她一直工作到孕晚期，
隆起的肚子时常在与公众见面时被抚
摸。民众送她“连体衣”“迷你版雨靴”等
礼物。

“新西兰人的慷慨令人难以置信，”阿
德恩临产前最后一次出席大型公开活动
时说，“抛开政治，他们不吝支持我作为一
个普通人步入人生新阶段。”

阿德恩 1980 年出生，2008 年成为议
会议员，去年 1 月当选工党副领袖。7 个
月后，因工党时任领袖请辞，她被推选为
新党首。阿德恩和工党虽然没有赢得去
年 9 月议会选举，但凭借组阁谈判就任，
成为新西兰第三名女总理。

（据新华社特稿）

新西兰女总理
诞下女婴

【拟定时间表】
韩国总统文在寅与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 4 月 27 日会晤并签署《板门店宣
言》，旨在改善和发展南北关系。在开城
设立共同联络事务所是宣言内容之一。
双方本月 1 日举行高级别会谈，决定尽快
把联络事务所设在开城工业园区，朝方同
意韩方派人考察。

本月 8 日，韩国统一部次官千海成
率领的代表团前往开城工业园区考察。
代表团考察发现，园区内多数设施外观
良好，但韩朝交流协会事务所和员工宿
舍地下室有积水，部分机械和装备无法
启动，同时存在墙面漏水和玻璃破碎的
情况。

韩国政府一名消息人士 20 日说，韩
国计划今年 8 月开设共同联络事务所。
按这名消息人士的说法，这一时间表已在
韩国政府一场高层会议上非公开汇报。

韩国一个筹备小组 19 日上午经由京
畿道坡州京义线出入境事务所乘车抵达
开城，为事务所修缮施工做准备工作。
这一小组有 17 名成员，分别来自统一
部、开城工业园区支援财团和现代峨山
公司。

【地点二选一】
筹备小组 19日和 20日连续两天在开

城工业园区为修缮工作做准备。按原计
划，准备工作应于 20 日完成，但筹备小组
当天下午返回韩国后说，他们将于 21 日
再次前往开城，继续开展办公室清理、水
电检查和排水清污等工作。

韩国统一部一名官员说：“供电、管道
和排水等方面仍有工作要做。希望准备
工作能在未来两天内完成。”

准备工作完成后，韩方工作人员将常
驻开城工业园区，修缮和翻新共同联络事
务所办公楼。办公楼选址尚未敲定，将在

开城工业园区综合支援中心和韩朝交流
协会事务所两处地点中选定一处。

开城工业园区临近半岛军事分界线，
距离韩国首都首尔大约 50 公里，2005 年
投入运营，是南北经济合作最主要成果。
它的运营状况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朝韩
关系晴雨表。

2016 年 2 月 10 日，韩朝关系紧张期
间，韩方宣布全面中断开城工业园区运
营，撤出韩方企业人员，以回应朝方同年
年初核试验和发射远程火箭。朝方针锋
相对，次日宣布关闭园区，冻结韩方所有
资产，撤出园区朝鲜工人。

随着半岛南北关系缓和，多家韩国企
业询问进驻开城工业园区的可能性。

韩国统一部 7 日否认开设共同联络
事务所与开城工业园区重新运营挂钩，称
是否重新运营将视半岛无核化进程而
定。 （新华社特稿）

韩拟8月开设韩朝共同联络处
韩国政府消息人士 20 日说，韩国计划今年 8 月中旬在朝鲜开城工业园区开设

南北共同联络事务所。同一天，韩国一个筹备小组访问开城工业园区，为事务所办
公楼修缮施工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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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1 日，在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
省多巴湖的一个港口，失踪乘客家属等待
消息。印度尼西亚抗灾署发言人苏托波
20 日说，北苏门答腊省多巴湖 18 日发生
的沉船事故失踪人数上升至 192 人，目前
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