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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透视

朝美领导人狮城首会 半岛和平还有多远
金正恩
夜游新加坡
还玩自拍

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与美
国总统特朗普12日在新加坡圣淘沙岛举
行首次会晤。双方签署联合声明，就朝美
关系、朝鲜半岛和平机制及半岛无核化等
问题作出承诺。

分析人士指出，朝美首次领导人会晤
取得了积极成果，为双方逐步建立互信奠
定了良好基础。真正实现半岛持久和平，
需要双方抓住契机，继续相向而行，坚持
通过对话化解分歧。而这一目标注定不会
一蹴而就。

指明努力方向

金正恩和特朗普当天在经过将近5个
小时的会晤后，签署了联合声明。双方宣
布，将努力建立新的朝美关系，构建朝鲜
半岛持久稳固的和平机制。朝方重申对半
岛完全无核化的承诺。为推进落实会晤成
果，朝美承诺后续将举行高级别谈判。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12日在北
京对记者表示，朝美相互对立甚至敌对半
个多世纪，今天，两国的最高领导人能够
坐在一起，进行平等对话，这本身就具有
重大和积极的意义，就是在创造新的历

史。中方对此当然欢迎和支持，因为这是
中方一直期待和努力的目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
大明认为，此次会晤的重要性在于，双方领
导人在方向上形成共识，彼此确认了和平解
决半岛问题的诚意和决心，为未来进一步展
开各层次具体沟通与互动提供了基础。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
王生认为，朝美在此次会晤中达成共识，
打开了朝鲜半岛的“和平之窗”，为朝鲜半
岛实现无核化与和平发展提供了契机。如
果双方沿着当前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半岛
紧张局势将得到有效缓和，这也将给整个
东北亚地区局势带来积极影响。

仍需相向而行

朝美联合声明为解决半岛核问题确
定了一个积极的总体框架，但其中没有详
细阐释如何建立半岛和平机制与实现无
核化的具体路径。下一步，通过对话解决
这些具体问题，确保声明内容得到有效落
实，将成为包括朝美在内所有朝核问题相
关方的重要任务。

分析人士指出，美方此前曾要求朝鲜

在短期内彻底弃核，但从此次会晤成果
看，其态度在向更加务实的方向转变，认
识到半岛无核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这为双
方进一步对话创造了条件，但也不能因此
过于乐观，因为朝美目前在一些具体问题
上仍存在明显分歧。

例如，美方要求朝方“完全、可验证、
不可逆”地弃核，然后美方再解除对朝制
裁；朝方则主张半岛以“阶段性、同步措
施”方式实现无核化。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
永年认为，从此次朝美领导人会晤来看，
双方都很务实，都有所妥协，这对双方来
说是很好的开端。解决朝鲜半岛问题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半个世纪的争议不可能在
几个小时之内解决。无核化是一个分阶段
的过程，要有一阶段、二阶段、三阶段这样
的过程。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副研究员王俊生指出，为确保实现半岛无
核化目标，朝美双方及国际社会都应珍惜
今年以来半岛局势难得的缓和趋势，相向
而行，共同推动半岛无核化和政治解决进
程可持续走下去。

特朗普
首访新加坡
提前过生日

特朗普说，他感觉“真不错”。
““我们将作我们将作了不起的讨论了不起的讨论，，建立建立

非常棒的关系非常棒的关系”。”。

金正恩表示，“来这里不容易”。
““拖后拖后腿的过往和错误做法有时腿的过往和错误做法有时

蒙蔽我们的视听蒙蔽我们的视听，，但我们克服一切但我们克服一切，，
来到了这里来到了这里。”。”

依照美方发布的日程，从6月12日9时15分开始，特朗普和金正恩举行
一对一会谈，只有翻译在场。会谈开始前，特朗普和金正恩分别简短讲话。

金正恩抵达新加坡约6
小时后，10日20时20分左右，
美国总统特朗普搭乘“空军
一号”专机抵达新加坡。

特朗普是提前结束在加
拿大七国集团峰会的行程，
直接飞抵新加坡。特朗普随
即前往香格里拉大酒店下
榻。朝方代表团下榻瑞吉酒
店，距离特朗普所住香格里
拉酒店约5分钟车程。

韩国媒体报道，金正恩
当天没有外出安排。

11日夜晚，金正恩在新
加坡进行了一次短暂的游览
活动。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
和教育部长王乙康陪同游
览，并与金正恩玩自拍。

据朝中社12日报道，朝
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1日在
新加坡表示，朝鲜愿意学习
新加坡经济社会发展的经
验。报道说，金正恩参观了滨
海湾金沙空中花园和禧年大
桥等地，赞扬新加坡“干净又
美丽，每个建筑都有特色”。

6月11日 会见李显龙
共进午餐 过72岁生日

特朗普前往新加坡总
统府，并与新加坡总理李显
龙进行双边会晤，两人随后
共进工作午餐。这是特朗普
任期内，首次到新加坡进行
访问。

在共进午餐的过程中，
与会者为特朗普庆祝生日。6
月14日，特朗普即将迎来第
72个生日。

6月11日
下午

与文在寅通话
谈了约40分钟

韩国总统文在寅和美国
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就成功
举行“特金会”的方案进行讨
论。韩联社报道，文在寅和特
朗普在电话里谈了大约40分
钟。

6月10日
下午

与李显龙会面
感谢新加坡的努力

6月11日
晚间

6月12日，特朗普与金正恩举行一对
一会谈。会谈的参与者，除两名主角外，只
有美方和朝方的两名翻译。

截至目前，朝方译员身份尚未披露，
据CNN报道，此次会面中，担任特朗普口
译的是美国国务院口译服务部门主任
Yun-hyang Lee（音译：李允香）博士。

《独立报》等多家媒体证实，李允香女
士是当时在场四人中唯一的女性。

美方女译员 上世纪末赴美工作

红星新闻记者查阅美国翻译协会官网
后发现，李允香（Lee Yun-hyang）曾就读
于韩国外国语大学翻译研究生院，在该校
获得硕士学历，担任过美国蒙特瑞国际研
究学院副教授及韩国项目带头人。

据悉，李允香还曾在韩国梨花女子大
学翻译与口译研究生院任教，同时担任梨
花女子大学翻译研究所主任。

多年来，李允香先后为包括美国国务
院在内的多个政府部门及国际机构担任
口译培训师及考官，在领导人访问，各类

会议的交传及同传方面均有丰富经验。
彭博社驻韩国记者山姆·金称李允香

在上世纪90年代赴美工作。她现在的丈夫
马克·美尼斯是美国能源部副部长。

据韩国媒体报道，李允香自2009年开
始全职为美国政府工作，曾为美国前总统
布什、奥巴马担任口译。今年5月，特朗普
总统会见韩国总统文在寅时，李允香作为
译员出席。

据彭博社驻韩国记者称，随着6月13
日韩国地方选举的到来，李允香的名字也
登上韩国搜索门户网站Naver的热搜榜，
并被配上标签#VoteForFemale（为女性而
投票）。李允香本人并不会参与选举，她已
在韩国的社交平台上成为一个符号，鼓励
更多的韩国女性参与政治。

译员再成“历史唯一见证者”

对于李允香和朝方译员，《华盛顿邮报》
给出高度评价，称他们为历史的唯一目击
者：“全世界都在翘首以待，特朗普和金正
恩，各自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进行一对一

交谈，其他在场者只有两名口译员，他们
成为这历史性一刻：美国总统和朝鲜领导
人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面对话唯一的目
击者。”

截至目前，这场谈话的内容仍不得而
知。早在会面开始前，不少美国的高级官员
社交网络上，对这场谈话选择闭门一对一
的形式，而没记录者在场，表示出了极大忧
虑。尽管受到质疑，两国领导人单独会面的
情况也并非没有先例。《华盛顿邮报》介绍，
2017年德国汉堡的G20峰会上，特朗普与俄
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近一个小时的非正式会
谈，期间只有普京的翻译在场。

红星新闻记者 翟佳琦 编译报道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当天乘坐中国国航波音747
客机，抵达新加坡。随后，金
正恩的车队抵达新加坡瑞吉
酒店。

据新华报道，新加坡外
交部长维文10日在个人社交
媒体上说，朝鲜国务委员会委
员长金正恩已经抵达新加坡。

新加坡外交部10日发布
新闻公报称，李显龙10日在总
统府会见了此前已抵达新加
坡的金正恩。

金正恩就新加坡和李显
龙协助举办朝美首脑会谈而
付出的真诚努力表示感谢。

乘坐中国国航客机
抵达新加坡

晚上短暂游览新加坡
与新加坡外长玩自拍

她在现场见证她在现场见证
特朗普金正恩一对一会谈特朗普金正恩一对一会谈

12日8：00
出发

8时过后，特
朗普乘车离开香
格里拉酒店，十多
分钟后抵达会晤
地点圣淘沙岛嘉
佩乐酒店。约8时
30分，金正恩一行
从瑞吉酒店抵达。
8时53分，金正恩
抵达会晤场所。特
朗普稍后出现。

9：15
一对一会谈

进入会场前，两人并
列而坐，再次握手，露出
笑容。依照美方发布的日
程，从9时15分开始，特
朗普和金正恩举行一对
一会谈，只有翻译在场。

9：04
历史性握手

9时04分左
右，特朗普和金正
恩进行历史性握
手和会面。两人握
手持续大约10秒。

9：55
双方扩大会谈

金正恩和特朗
普单独会谈持续
40多分钟。大约9
时55分，双方举行
扩大会谈。

近1个小时后
共进工作午餐

将近1个小时
后共进工作午餐。
菜单包括扬州炒饭
及哈根达斯冰淇
淋。特朗普和金正
恩饭后漫步闲谈。

签字2页纸
期待将来“多次”与金正恩会晤

不久，特朗普与金正恩握手，两人分别签署
文件。文件两页纸，篇幅不足两页，以“联合声
明”为标题。特朗普说，他期待将来“多次”与金
正恩会晤。会晤结束后，金正恩于当地时间下午
2时左右乘车离开酒店。飞离新加坡前，特朗普下
午4时过后举行记者会，介绍与金正恩会晤情况。

新加坡投入9600万元
借机“吸睛”

从政府筹备、媒体报道
到商家“蹭热点”，新加坡这
个东道主做足功夫，从多个
角度增加曝光度，为新加坡
做宣传。据新加坡总理李显
龙说，新加坡为主办这次朝
美领导人会晤投入2000万新
加坡元（约合9600万元人民
币）。

此外，据新加坡通讯及
新闻部发言人11日发布的消
息，逾2500名新加坡本地及
海外媒体记者正式注册报道
朝美领导人会晤。新加坡专
门将此次会晤的国际媒体中
心安排在位于市中心的F1
维修大楼。

新加坡本地商家也借机
推出了以两国领导人命名的
鸡尾酒、汉堡包等商品。

李允香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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