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找找非白人在哪？
这张白宫实习生照片“火了”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
网（CNN）4 月 2 日报
道，美国总统唐纳德·特
朗普与2018年白宫实
习生的合影照片（左图）
一经发布便在社交媒体
上招来一片批评声，原
因是实习生中有色人种
比例太低，与前总统贝
拉克·奥巴马执政时期
情况形成鲜明对比。

特朗普4月1日借
社交媒体强调，不会再
有“童年抵美者暂缓遣
返”（DACA）计划，以
防新移民“占便宜”。批
评者说，总统不应“剥夺
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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碟片畅销
牡丹峰乐团最受欢迎

据央视记者介绍，在平壤每个街区都可
以找到的音像制品店里，卖的都是朝鲜目前人
气最旺的演唱会和电影的视频。店里的售货员
向记者推荐了当下最畅销的演出碟片，其中牡
丹峰乐团的演出居多，可以看出他们在当下的
朝鲜是最受欢迎的演唱组合。这样的一张碟片
每张5500朝币，约合人民币不到5元，销售人
员告诉记者，每天大约能够卖出几十张。

目前，在朝鲜最受欢迎的组合有功勋国
家合唱团、牡丹峰乐团、青峰乐团等。前不久，
去韩国演出归来的三池渊管弦乐团就是由多
个乐团选拔组建的。

传统走向现代
朝鲜曲风在变

传统上，朝鲜的音乐以美声和民族唱法
为主，曲调或细腻抒情或威武雄壮。上世纪
80年代，朝鲜组建了王在山轻音乐团和普天
堡电子乐团，创作出杂糅了革命歌曲、民歌、
电子乐和流行风格的歌曲。

而 2012 年组建的牡丹峰乐团则加入了
舞蹈、视频等多种元素，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朝
鲜音乐风格。

10多年前，朝韩之间的文艺交流一度中
断。今年2月，平昌冬奥会期间，朝鲜三池渊
管弦乐团抵达韩国，他们在韩国的表演让韩
国民众赞叹不已，同时也让韩国民众对朝鲜

的文艺节目刮目相看。

韩国歌手李仙姬
深受朝鲜观众喜爱

目前，在朝鲜民众之间有知名度的韩国
歌手不是很多，歌手李仙姬是其中之一。2003
年，李仙姬曾赴朝鲜参加柳京郑周永体育馆
开馆纪念演出，她演唱的歌曲《致J》深受朝鲜
观众喜爱。

十五年过去了，曾经在柳京郑周永体育
馆进行演出的李仙姬故地重游，她与赵容弼、
徐玄等韩国歌手一同赴平壤表演。作为一种
文化交流，也许能为朝鲜的文艺领域，带来新
的灵感。 （央视）

一片“白”
实习生中有色人种罕见

白宫 3 月 30 日发布一张特朗普与 91 名
2018 年度实习生的合影照片。CNN 报道，美
国网友很快注意到，这批实习生中，白人占绝
大多数，有色人种罕见。

《华盛顿邮报》评论员布赖恩·克拉斯说：
“这张白宫实习生合影照片就像一个‘找找非
白人在哪’的考眼力游戏，而这个国家有40%
人口是有色人种。”

电台节目主持人乔·麦迪逊 3 月 31 日在
社交媒体“推特”上评论白宫实习生照片：“看

看这张照片有什么问题？这些都是白宫的实
习生，亮点是‘白’。”

批评者指出，把今年的实习生合影与奥巴
马执政时期的实习生合影对比，不难发现，那
时候白宫实习生团队的“种族多样性”更明显。

CNN要求白宫回应这件事，或者提供申
请本届实习生机会的有色人种人数。白宫方面
未予回应。

“追梦”难
谋求推翻“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

美国舆论警惕本届白宫实习生种族比例

问题，根源在于特朗普政府针对外来移民的
一系列举措引起“美国社会丧失多元文化包
容性”担忧。特朗普主张严厉打击非法移民，
谋求推翻“童年抵美者暂缓遣返”（DACA）、即
所谓“追梦人”计划。

DACA计划由民主党籍总统奥巴马在任时推
出，允许暂缓遣返2007年以前进入美国的16岁以
下非法移民，向这些人提供获得合法居留身份的
渠道。这一群体大约80万人，多数是拉丁美洲裔。

特朗普4月1日的第一条“推文”是“复活
节快乐！”，一小时后发第二条“推文”：“再不
会有DACA计划！”他还警告墨西哥：墨政府
必须“停止让大量毒品和人口流入（美国），否

则我就要断了他们的大财源‘北美自由贸易
协定’。我们需要（隔离）墙！”

特朗普坚持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以
阻挡非法移民涌入，继而要求与墨西哥重新
谈判北美自贸协定。特朗普1日参加教堂活动
前对媒体记者说，墨西哥必须配合美国加强
边境管控。“很多人正在进入美国，是为了利
用DACA计划占便宜。”

特朗普去年9月宣布废除DACA计划，但
暂缓6个月生效，以便国会寻求替代政策。美
国两家联邦地区法院今年 1 月和 2 月分别叫
停废除令，特朗普政府随后提起上诉。国会两
党迄今未就替代政策达成一致。 （新华社）

据朝中社3日报道，访朝的韩国跆拳道
示范团2日与朝鲜跆拳道示范团一起，在平
壤大剧院进行了联合示范演出。

报道说，朝鲜国家体育指导委员会委员
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辉等
朝方官员、平壤市民，以及韩国文化体育观光
部长官都钟焕等韩方人士观看了演出。报道
说，韩方表演者配合音乐节拍，圆满完成各种
技术动作，朝方表演者也完美展现了动作细
节，演出赢得现场观众的热烈鼓掌和欢呼。

另据朝中社报道，韩国跆拳道示范团1
日还在平壤跆拳道殿堂进行了示范演出。

朝中社还报道说，朝鲜体育相金日国2
日在万寿台议事堂会见了都钟焕。双方就促
进北南体育领域交流进行了协商。（新华社）

中国外交部：
如美采取限制措施
中方当然会作出回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3日在例
行记者会上表示，如果美方根据 301
调查对中方采取限制措施，中方当然
会作出回应。美方有清单，中方也会有
清单。

有记者问，中方决定2日起对原产
于美国的128项进口商品中止关税减
让义务。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回应
美301调查时表示，如果美方最终宣布
所谓清单，中方将以同样的规模、同样
的金额和同样的强度坚决回击。双方
目前是否仍在寻求渠道解决问题，以
避免局势升级伤及中美经贸关系？

耿爽表示，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
会1 日发布了通知，决定对原产于美
国的部分进口商品中止关税减让义
务。中方的这一举动是对美方对进口
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也就是所谓
的232措施的回应，是为了平衡232措
施对中方利益造成的损失。应该明确
的是，这一措施是对232措施的回应，
并不是对301调查的回应。

“我们一直在说，中方不挑起贸易
战，不愿意打贸易战，但是我们也不怕
贸易战。如果有人执意要打，甚至打到
了家门口，我们会奉陪到底。”耿爽说，
中方有决心、有能力采取一切必要措
施捍卫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如果美
方根据 301 调查对中方采取限制措
施，我们当然会做出回应。美方有清
单，中方也会有清单。

他强调，中方谈判的大门始终是
敞开的，希望同美方通过对话协商解
决经贸领域的分歧，妥善处理面临的
问题。但同时，双方的对话协商应该遵
循国际法和国际贸易规则，而不是美
国国内法；要做到相互尊重、平等相
待，而不是居高临下，单方胁迫；要体
现互谅互让、有取有予，而不应漫天要
价、胡搅蛮缠。

“我们希望美方保持理性，认清形
势，倾听工商界和普通民众的声音，及
早摒弃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做
法，通过对话协商同中方解决分歧，共
同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造
福中美两国人民。”耿爽说。 （新华社）

就美国提高钢铝关税
俄罗斯拟向世贸组织申诉

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副部长叶甫
图霍夫 3 日说，俄罗斯将就美国决定
征收高额钢铝关税向世界贸易组织提
出申诉。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叶甫
图霍夫表示，世贸组织是解决贸易争
端的机构，俄将向世贸组织提出申诉，
俄并不是一定要征收报复性关税。

美国总统特朗普3月8日宣布，由
于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危害美国“国家
安全”，美国将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
别征收25%和10%的关税。3月22日，
美国表示将暂时豁免对欧盟、阿根廷、
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墨西哥、韩国
等经济体的钢铝关税，豁免期将于 5
月1日结束。 （新华社）

朴槿惠案即将宣判
检方要求判30年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3月31日被捕
满一年。针对朴槿惠所涉多项罪名，检
方要求判处她30年监禁，首尔中央地
方法院定于6日作出一审判决。

韩国媒体援引分析师的话报道，
朴槿惠的量刑可能比好友崔顺实重，
但面临终身监禁的可能性不大。

去年3月10日，韩国宪法法院通
过针对时任总统朴槿惠的弹劾案，朴
槿惠成为韩国历史上首名遭弹劾罢免
的总统，失去司法豁免权。同年3月31
日，法院批准逮捕朴槿惠，她随后被关
押在首尔看守所。

去年4月，检方以18项罪名起诉
朴槿惠，包括涉嫌收受贿赂、滥用职
权、强迫企业出资。今年年初，检方向
朴槿惠追加3 项指控，包括违反选举
法和违反国家情报机构相关法规。至
此，朴槿惠累计受到21项罪名指控。

检方今年2月提请判处朴槿惠30
年监禁，同时处以1185亿韩元（约合7
亿元人民币）罚款。

韩国媒体 1 日报道，首尔中央地
方法院定于6日就朴槿惠案作出一审
判决。 （新华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3日在回应日本
有关涉朝言论时指出，近来朝鲜半岛局势出
现积极迹象，希望各方能够抓住当前时机，相
向而行。也希望在大家共同努力的时候，不要
有人“拖后腿”。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日本近日
宣称将集中部队指挥权，这是日方在二战之

后首次采取类似举措。日方称，此举是因为朝
鲜可能进行更多的弹道导弹试验、日领土可
能会遭到攻击等。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近来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积极迹
象，有关各方积极开展互动。有关方面，包括
美方都为此作出了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
效。在这一过程中，日方似乎有些受冷落。近

来，日方又发表了一些朝鲜方面可能正在进
行新的核试准备、可能开展更多导弹试射的
言论。他们拉响警报，成功吸引了国际社会
的注意力。

“请日方放心，国际社会在推进半岛无核
化、全面完整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涉朝决议方
面的决心和意志是非常明确的，也是坚定不

移的。”耿爽说。
他表示，与此同时，中方也希望各方能够

抓住当前时机，相向而行，共同为推动半岛局
势的缓和、将半岛问题的解决重新纳入到对
话协商的正确轨道而作出努力。“我们希望在
大家共同努力的时候，不要有人‘拖后腿’。”
耿爽说。 （新华社）

中国外交部回应日本涉朝言论：
不要“拖后腿”

朝韩跆拳道示范团
平壤举行联合演出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白泰铉2日说，韩国
艺术团1日在朝鲜首都平壤演出期间，韩方
记者被限制入场，韩方向朝方提出抗议。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
哲2日前往韩国记者下榻的酒店，向韩方记
者致歉，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韩国艺术团和跆拳道示范团一行3月31
日飞抵平壤。艺术团1日在东平壤大剧院演出。

按韩国媒体的说法，1 日15 时左右，韩
方记者在东平壤大剧院观看彩排后，依照朝
鲜方面安排进入演出人员休息室。演出期
间，除一名摄像记者，其他记者均未能进入
现场，仅看电视画面报道演出实况，但画质
和音质不理想。韩国统一部发言人白泰铉2
日在记者会上说，韩方已在演出结束后由韩
朝联络官提出抗议。按白泰铉的说法，朝方
回应说，将对韩媒采访提供协助。

就韩方抗议，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
委员长金英哲2日上午前往平壤高丽酒店，
向下榻在那里的韩国媒体记者致歉。对为何
限制韩方记者入场，金英哲解释，由于朝鲜最
高领导人金正恩出席这一活动，可能是警卫部
门和演出组织方协调不畅，绝对不是朝方有意
禁止韩方记者采访。 （新华社）

韩国记者受限 朝方道歉

同步播报

王毅会见朝鲜外相李勇浩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3日会
见正在北京过境的朝鲜外相李勇浩。

王毅表示，金正恩委员长日前成功
访华，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委员长就
发展中朝关系和推进半岛核问题的和
平解决达成重要共识。两国外交部门应
加强各层级交流，尽快将两国最高领导
人北京会晤的成果落到实处。

王毅表示，中方赞赏朝方致力于
半岛无核化立场以及为缓和半岛形势
所作的努力，支持朝韩、朝美首脑举行
会晤。中方将继续劝和促谈，为推动实
现半岛无核化目标、建立半岛和平机
制作出积极努力。李勇浩表示，朝方将
就半岛相关问题与中方保持密切战略
沟通。 （新华社）

韩国歌手在朝鲜深受追捧

朝鲜民众喜欢听什么歌？

4月1日，韩国艺术团在朝鲜首都平壤演出 央视《新闻直播间》截图

韩国艺术团赴朝鲜演出韩国艺术团赴朝鲜演出，，受到热烈欢迎受到热烈欢迎。。
那么那么，，朝鲜人听什么歌朝鲜人听什么歌，，朝韩文化交流在朝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朝韩文化交流在朝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