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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朝鲜半岛无核化与地区和平

进程再次搁浅的情况下，朝鲜如何

应对、如何抉择，或许从金正恩的

公开活动中可以略知一二。

金正恩对民生领域关注逐渐增多

从朝鲜媒体报道来看，2020

年1月至9月初，金正恩共出席了38

场公开活动，其中涉及民生和军事

领域的33次，其他五次分别是三次

拜谒已故领导人金日成和金正日、

吊唁抗日革命老战士以及观看新年

演出。整体上看，也许是因为疫情

原因，金正恩上半年的公开活动相

对较少，共有21次，平均每月不到

四次。7～9月初则明显增多，共有

16次，按两个月计算，平均每月八

次。从活动类型上看，1～4月多集

中于指导军事训练，4～9月则频繁

召开高层会议。

38场活动中，19场涉及民生内

容。今年以来金正恩共出席15场会

议，除与军事相关的四场外，其余

11场均涉及民生内容。从表1可见，

金正恩有关民生的公开活动所涉及

的具体领域包括有关经济的七次、

卫生防疫的七次、抗洪救灾的两

次、抗击台风的四次，可见经济、

防疫与救灾是金正恩今年最关注的

民生工作。从活动日期上看，其与

民生相关的活动频率呈逐渐增多趋

势，其中1～6月共出席七场，7～8

月共出席10场，月平均活动次数是

前半年的四倍；9月初又出席两场。

此外，金正恩还多次向普通百姓中

的寿星、劳模等送寿宴，以这种极

具象征意义的方式表达对民众生活

的关心。

金正恩对民生领域的重视程

度大幅增加，符合当前朝鲜发展战

略。2018年4月朝党七届三中全会宣

布“经核并进”战略路线已完成，

现阶段的战略路线是集中力量进行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活

水平，改善民生已成为朝鲜国家工

作的首要议题。

新冠疫情是另一个因素。朝鲜

在疫情初期便封锁国境，金正恩在

2月29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疫情

防控问题进行部署，将防疫工作提

升为保卫人民的重大国家工作的高

度。虽然防疫效果显著，但随着疫

情长期化，封锁国境的时间也被迫

延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计划持

续受阻，外加7月19日一个外源性输

入病例打破了朝鲜零感染的记录，

朝鲜将国家紧急防疫体系转为最大

紧急体制，加强国境封锁，甚至拒

绝他国对朝鲜的受灾援助。

从金正恩公开活动看朝鲜政策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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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28日，金正恩赴受台风影响的黄海南道灾区进行实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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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领域的相关活动

1～8月金正恩出席了14次军事

领域相关公开活动，与出席民生相

关活动的次数相差较多，时间也大

多都集中在上半年。从表2可见，在

金正恩出席的军事活动中，1～6月

为10次，7月为四次，8月零次，9月

至今零次。与对民生的关注度逐渐

增加相比，军事领域相关活动频率

呈下降趋势。

1～4月，金正恩的公开军事活

动多集中于在室外指导军事训练，

除检验前线部队的炮兵备战情况、

机动和火力打击能力之外，3月21日

还观摩了战术制导武器示范射击，

并指出“近期开发的新型武器系统

和正在开发的战术及战略武器系统

将对实现我党要全面改变国家防卫

战略的战略意图大有作用”。5月起

随着周边国家疫情得到控制，金正

恩公开军事活动也从室外的军事训练

今年朝鲜洪涝灾害严重。境内

1.668万余户住宅、630余栋公共建

筑被淹或受损，多处公路、桥梁断

裂，水坝崩塌，农田受灾面积392平

方公里。8月19日朝党七届六中全会

发表决议称，“国内外严峻形势不

断持续，又遇意外挑战，未能改进

经济工作，导致国家经济增长目标尚

未完成，人民生活得不到明显改善效

果”。在多灾多难的2020年对民生领

域的关注成为金正恩的首要政务。

表 1  1 ～ 9 月初金正恩涉及民生的公开活动

序号 报道日期 活动主题 活动类型 具体领域

1 12.28～1.1 主持朝党七届五中全会 会议 经济、科技、教育、卫生、农业

2 1.7 视察顺川磷肥厂建设工地 视察 经济发展

3 2.29 指导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 卫生防疫、经济部署

4 3.18 出席平壤综合医院奠基仪式 奠基仪式 医疗保障

5 4.12 出席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 卫生防疫、经济建设

6 5.2 出席顺川磷肥厂竣工典礼并剪彩 剪彩 经济发展

7 6.8 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 经济发展、住房建设

8 7.3 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 卫生防疫、医疗保障

9 7.20 视察平壤综合医院建设工地 视察 医疗保障

10 7.23 视察光川养鸡厂建设工地 视察 食品保障

11 7.26 主持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 会议 卫生防疫

12 8.6 出席朝党政务局会议 会议 卫生防疫、封锁区生活保障

13 8.7 实地考察黄海北道银波郡大青里一带洪涝灾情 实地考察 抗洪救灾

14 8.14 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议 抗洪救灾、卫生防疫

15 8.20 主持朝党七届六中全会 会议 经济发展

16 8.26 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政务局会议 会议 卫生防疫、预防台风灾害

17 8.28 实地考察黄海南道台风受灾地区灾情 实地考察 台风灾害

18 9.5
赴咸境南道台风灾区了解灾情并向平壤市内全
体党员致公开信，号召支援灾区重建

实地考察、致信 台风灾害

19 9.6 在台风灾区主持中央政务局扩大会议 会议 台风灾害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公开信息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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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为室内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

继续推进经济建设路线但困难增大

综上可见，尽管朝美对话不顺、

朝鲜遇到严重自然灾害等，但朝鲜

发展经济的战略重心没有改变。2019

年12月，在朝党七届五中全会上，金

正恩做了长达七个多小时的报告，

其中以2/3以上篇幅集中谈到了经济

建设。他在指出一些建设成果的同

时，也猛烈批判经济部门的应对措施

不灵活、不完整，指出国家经济发

展动力尚未恢复，国家经济情况还没

有明显好转。朝鲜领导人公开指责经

济建设上的问题和错误并进行公开报

道是比较罕见的，这不仅反应出金

正恩执政方式的重大变化，更反应

出朝鲜国内的困难增大以及领导人

发展经济、解决民生的急迫心理。

对于朝美对话的不顺，朝鲜是

从两个方面进行应对的。一方面，

金正恩越来越强调“正面突破”和

“独立自主”，实质是降低对美国

的期待；另一方面重视军事建设，

今年以来的几次军事活动甚至提到

了“核遏制力”问题，这也是对美

国进行施压的方式。比如，在5月

24日召开的七届中央军委第四次扩

大会议上，金正恩提出进一步夯实

国家核战争遏制力、使战略武装力

量保持在高度机动状态的新方针。

7月19日金正恩主持召开中军委闭

门会议，讨论检验主要部队针对半

岛周边军事形势与潜在性军事威胁

的战略任务和作战动员状态，以进

一步加强国家战争遏制力的核心问

题，实际上也是在暗示朝鲜暂时不

准备放弃核武器。对此，7月10日金

与正谈话中的表述更为明显，她指

出“朝鲜不是不搞无核化，而是现

在不能搞，要想实现朝鲜半岛无核

化，需要另一方做出许多改变，即

同时采取与朝鲜的行动相应的不可

逆转的重大措施”。

2018年以来朝鲜半岛局势发展

迅速，但也要看到，困扰半岛局势

发展的核问题和冷战格局一个都没

有得到解决。在这一进程中，朝鲜

释放出的信号是，不管国内经济面

临多大困难，也不可能先放弃核武

器，因为这涉及政权安全。同时，

美国也不大可能先给朝鲜安全保

障，甚至不可能“一步步”解除部

分制裁。由此可见，朝美主要分歧

体现在无核化与安全保障实现顺序

上，实质还是基本的信任缺失。

从这个角度看，金正恩的公开活

动明显揭示了朝鲜当前面临的局势。

（截稿日期：9月7日）

（王俊生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

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牛笑为上海

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表 2  1 ～ 9 月初金正恩涉及军事的公开活动

序号 报道日期 活动主题 活动类型

1 2.29 指导人民军部队联合打击训练 指导军事训练

2 3.3 视察人民军前线远程炮兵部队火力打击训练场 视察军事训练

3 3.10 指导人民军前线远程炮兵部队火力打击训练 指导军事训练

4 3.13 指导人民军第7和第9军所属炮兵部队的炮射击比赛 指导军事训练赛

5 3.21 指导人民军西部前线大联合部队炮击对抗赛 指导军事对抗赛

6 3.22 观摩战术制导武器示范射击 观摩军事示范射击

7 4.10 指导人民军各军迫击炮兵部队的炮击训练 指导军事训练

8 4.12 视察西部地区航空与防空师所属歼袭机团 视察

9 5.24 主持并指导朝党七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 会议

10 6.24 主持朝党七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预备会议（视频会议） 会议

11 7.19 主持朝党七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中央军事委员会闭门会议 会议

12 7.27 授予武装力量主要指挥成员“白头山”纪念手枪 授枪

13 7.27 赴祖国解放战争烈士陵园 吊唁

14 7.28 出席第六次全国参战老兵大会 出席大会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公开信息自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