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朝美峰会: 动力、障碍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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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朝美关系从剑拔弩张到举行两次峰会，两国首脑都展现出一定诚意，

这也是本轮半岛局势缓和的最重要原因。特朗普希望尽快实现朝鲜半岛实质性无核化

和借此抬升民意支持率，但“无核化”是前提，金正恩则主要考虑改善与美国关系和

希望国际社会解除对其制裁。第二次朝美峰会失败，与两国对彼此期待过高有关，也

显示出两国建立的“自上而下”解决问题模式缺乏灵活性。两次首脑会晤，在根本性

问题上没有取得突破。朝美主要分歧集中于无核化与安全保障的实现顺序、无核化概

念、“增量”和“存量”、“路线图”和“执行”的顺序等。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在

于朝美直接对话和国际合作同时推进，这可通过中国提出的 “双轨并进路线”得以

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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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3 月 8 日，当白宫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直接会面解决半岛问题，中国国内舆论和其他国家一样，震惊不已。中国一贯

支持朝美直接对话，但当时中国国内对于朝美峰会的动力、能走多远同样存在

争议。特别是在第二次朝美峰会失败的情况下，这种疑问和美国国内所存在的

疑问一样越来越大。
本文试图从一个中国学者的角度，对上述问题做出观察分析，以期促进学

术交流与政策优化。

一、从剑拔弩张到首脑会晤

朝美两国在解决半岛问题上是否有诚意，是伴随 2018 年以来半岛局势缓和

常被人问及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在第二次朝美峰会失败后，这个问题更被屡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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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实际上，应该说双方均展现出了一定诚意。这体现在 2018 年 5 月 24 日朝

美首脑会晤的“取消风波”和 2019 年 2 月第二次首脑会谈破裂后两人表态上。
2018 年 5 月 24 日，朝鲜副外相崔善姬发表公开谈话，指出“美国副总统彭

斯所谓的‘利比亚模式’解决朝核问题充分说明其是 ‘政治笨蛋’”，指责美

方不自量力、不讲分寸，并表示“朝美是在会谈场所见面，还是在核对核的对

峙中见面，全部取决于美方的决心和举动”。① 特朗普随即宣布取消原定于 6 月

12 日的朝美首脑会晤。但特朗普在发出的 “诀别信”中留有余地，指出 “任何

时候如果金正恩希望对话解决，请随时和我联系”。② 5 月 25 日，朝鲜副外相金

桂冠发表公开信，语意恳切，指出 “朝美领导人亟需会晤，为了与美国总统特

朗普的会晤能够成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付出了最大努力”、“对话的大门

依然敞开，朝方愿随时与美方对话解决问题”。③ 可以想象，如果特朗普和金正

恩没有对话解决的诚意，会谈“取消”就取消了，料不会依依不舍。
2019 年 2 月越南河内峰会上，尽管最终没有达成任何成果，但朝美首脑都

正面评价这次峰会，也均希望继续推进这种对话。特朗普在 2 月 28 日记者会上

指出: “与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共度了极富建设性的时光，金正恩是优

秀的领导人，我们交情笃厚，美方仍将与金正恩和朝方保持友好关系。”④ 朝鲜

中央通讯社 3 月 1 日刊文指出，“朝美最高领导人在越南的会晤取得了令人刮目

相看的进展，并就以此为基础开启改善朝美关系新时代方面的实践性问题开诚

布公地交换了建设性意见”，表示双方将继续保持沟通。⑤ 如果特朗普和金正恩

没有诚意继续对话下去，双方充满期待远道而来却会谈破裂，两人应该不会这

么高调称赞对方，尤其是双方此前常恶语相向。
朝鲜 2018 年到 2019 年 5 月再未进行过核导试验，这在 2006 年以来还是头

一次。2012 年 5 月 30 日，朝鲜首次在 《宪法》里载明其为 “核国家”。金正恩

在这期间还反复指出，“核武器不是交易的筹码”。但进入 2018 年以来，金正恩

多次公开承诺将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这也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一定诚意。
因为它不仅表现在如何扭转朝鲜国民的思想认识方面，而且对于像军方这样在

研发核武器和导弹方面处于第一线的部门，尽管会严格贯彻执行金正恩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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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们在这个进程中的失落感也是不难想象的。① 美国停止了对朝鲜的恐吓与刺

激。2018 年 6 月 12 日，金正恩委员长与特朗普总统举行了新加坡首脑会晤，其

间特朗普对金正恩赞誉有加。同年 9 月 29 日，特朗普高调炫耀他与金正恩的关

系，并直言“我们相爱了”。② 这期间韩美两国也罕见地暂停了相关联合军演。
事实上，在美国国内，反对特朗普与金正恩举行会晤的声音也一直存在，

认为这么做本身就是“漠视朝鲜的人权”问题、给予朝鲜最高领导人国内外巨

大合法性，是美国对朝政策巨大退步。第二次朝美峰会后，美国国内有主流学

者甚至公开指责特朗普政府对朝对话政策已完全失败。③ 尽管如此，特朗普继续

坚持与金正恩对话解决的大方向。2019 年 5 月 4 日和 9 日，尽管朝鲜发射了

“小型武器”，外界在其是否使用弹道导弹技术并因此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上

存在争议，但这并没有违背金正恩 2018 年以来多次表示的 “不再进行核武器与

洲际导弹试验”的承诺。朝鲜对发射前后的刻意 “低调处理”，也显示这两次发

射更多是向美国表达“不满”。特朗普总统对此的回应也耐人寻味。5 月 24 日，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尔顿公开表示: “朝鲜近期发射的武器明显违反了联合

国安理会的决议。”特朗普 5 月 26 日表示: “朝鲜发射了一些小的武器，这让我

的人和其他人感到不安，但是并没有引起我的担忧。我相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

会信守向我做出的承诺。”5 月 27 日正在访问日本的特朗普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面对安倍指出“朝鲜此举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特

朗普再次坚持自己的主张，并认为“这或许是朝鲜想引起外界关注而已”。④

由上可见，特朗普在与金正恩的对话解决上所面临的国内压力与盟友压力，

反映出特朗普希望排除干扰继续推进对话解决美朝间问题的一定诚意。
2019 年 6 月 11 日，特朗普表示他于 10 日再次收到金正恩的来信，指出这

封信“很热情、很友好”。⑤ 这也再次显示两位领导人期望通过直接对话解决相

关问题的诚意。6 月 29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大阪峰会

期间发“推特”表示他有意在当天下午开始的访问韩国期间前往韩朝交界的板

门店会见金正恩，没想到 30 日特朗普和金正恩真的举行了会晤。当天，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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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与金正恩在军事分界线握手，并随金正恩一同跨过韩朝边界踏上朝鲜土地。
这是美国在任总统首次踏足朝鲜领土。之后，特朗普与金正恩共同来到板门店

韩方一侧举行了近 50 分钟的会谈。如此短的时间内朝美最高领导人得以实现会

晤，不仅表明两者“想见面”，而且表明两者 “急切的想见面”，这再次体现出

两国都有和平解决与对话解决的诚意。金正恩与特朗普所展现出的诚意，是

2018 年以来半岛局势缓和的最重要原因。

二、朝美转向对话的动力与目标

朝美的动力与目标不仅是考察两国从 2017 年剑拔弩张到 2018 年突然举行峰

会背后逻辑的关键，而且是分析研判当前朝美关系和半岛局势的重要切入点。
( 一) 无核化与国内政治是特朗普政府的主要考虑

对美国而言，第一，出于国家安全考虑，希望尽快实现朝鲜半岛实质性无

核化。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国内 “朝鲜崩溃论”声音高涨，普遍认为朝鲜的核

武器和洲际导弹项目发展短期内不会对美国本土安全带来实质性威胁。但是，

金正恩上台以来朝鲜加快了这方面进程，尤其是 2017 年氢弹试射和洲际导弹

“火星 15”试射的成功，让美国感到朝鲜假以时日其核导威胁就可覆盖包括美国

东部地区在内的美国全境。
第二，出于国内政治考虑。特朗普一度深陷 “通俄门”和 “性丑闻”等，

外交上几无建树，希望借朝核问题解决抬升民意支持率。同时，今天尽管世界

层面的冷战早已结束，但冷战却在朝鲜半岛固化了下来。特朗普如果能成功将

此消解，必将留下堪比美国前总统里根当年结束全球层面冷战格局的政绩。据

说，在美国诸多前总统中，特朗普尤为崇拜里根。
特朗普在一开始决定与金正恩举行首脑会晤时，很可能同时考虑了这两个

目标，但“无核化”是前提。因为如果不能实现实质性无核化，他就难以给国

内政治加分，甚至会失分。背后逻辑在于美国各界普遍对朝鲜核导项目快速发

展的担忧。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国内尽管分歧严重，但在尽快解决朝鲜半岛核

问题上意见高度一致。比如，《华盛顿邮报》2017 年 8 月 7 日的民调显示，76%
的被调查者支持增强对朝制裁措施。①

美国各界的基本共识，是绝不能接受朝鲜为拥核国，更妄论在其拥核情况

下建立正常外交关系，主要原因是他们根深蒂固地不信任朝鲜政权。他们认为，

其他核国家拥核只是为了威慑，不会轻易使用，但他们的确担心朝鲜会在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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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使用核武器。朝鲜 2017 年几次威胁可能对美国进行核打击，加重了美国

的这个忧虑。① 美国战略界也担心，朝鲜拥核会引发其与韩国和日本同盟关系的

调整。理论上讲，如果拥核的朝鲜以威胁打击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等城市为借

口，要求美国放弃对韩国首尔的保护，美国有可能放弃首尔，而保护洛杉矶。
这个逻辑就会刺激韩国和日本独立研发和拥有核武器，而不是依赖美国的核保

护伞。这当然就有可能会导致美国与韩日两国的同盟关系遭到破坏乃至分崩

离析。②

( 二) 改善与美国关系和解除制裁是朝鲜的主要考虑

对朝鲜而言，第一，改善与美国的关系。经过加速推进核导发展进程，2017

年 11 月，金正恩宣布“完善国家核力量的历史大业、火箭强国事业终于完成”③。
这种背景下，2018 年 4 月，金正恩宣布国家战略重心将转移到经济建设上。④ 对朝

鲜而言，无论是为发展经济创造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还是和平的安全环境，与美

国关系的改善都无法绕开的。

第二，希望国际社会解除对其的制裁。伴随着朝鲜加速推进核导发展，2016
年年底以来国际社会对朝施压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度。联合国安理会先后于

2016 年 11 月 30 日，2017 年 8 月 5 日、9 月 11 日、12 月 22 日通过了涉朝第 2321

号、2371 号、2375 号、2397 号决议。朝鲜几乎所有出口的领域都受到了严格限

制，同时也对朝鲜的成品油进口数量从 200 万桶削减至 50 万桶。据统计，这些制

裁涉朝外贸从特朗普上台时不到 25%的水平，迅速增加到 95%以上。⑤ 美国著名朝

鲜半岛问题专家车维德甚至认为: “这些决议使得朝鲜外贸的近 100%都遭受制

裁。”⑥ 为了发展经济，朝鲜领导人显然希望外界尽早解除这些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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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两次首脑会晤得以举行，金正恩与特朗普的个性特点也是重要原因。
特朗普作为与美国两党关系都不太紧密的领导人，不拘泥于传统。他又极为自

信，自视为解决半岛问题的最佳人选。在 2017 年朝美仍剑拔弩张、战争甚至一

触即发的背景下，很难想象如果美国总统不是特朗普，而是其他人，是否还愿

意与朝鲜举行首脑会晤。而金正恩作为在欧洲留过学的八后年轻领导人，开

放自信，通过公开会见记者等，展现出了与父辈完全不同的外交风格。相比于

父辈强调军事优先，金正恩对民生也格外关注。自上台以来，他多次强调: “朝

鲜劳动党面临的最重要而迫切的任务是决定性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朝鲜劳

动党已经答应人民，再不让人民勒紧腰带，而让他们尽享万福”。① 金正恩也显

示出为了发展经济和让老百姓过上好的生活，不拘泥于外交形式的务实风格，

这也包括远赴东南亚国家直接会见特朗普，以及短时间内迅速安排在三八线附

近与特朗普举行会晤。
本轮半岛局势缓和与此前不同的地方在于，本轮主要发自于朝鲜内部的战

略重心转移，外部压力只是促进因素。从迄今为止朝鲜内政外交来看，这次转

变确实是“战略性”的。在全球化和地球村时代，一个国家难以关起门来搞经

济建设，和平的外部环境至关重要。于是，为了国内经济发展营造一个有利的

外部环境，朝鲜开始推进活跃的外交格局。
2019 年 5 月 21 日，针对美国扣押一艘朝鲜货船，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在纽

约联合国总部召开记者会阐述朝鲜的政策主张。过去出现类似的事情，朝鲜惯

常的做法是舆论声讨、群众集会或者武器训练和调动等 “激烈”回应。在国际

场合采取记者会“和平”回应关切，对于朝鲜来说是非常罕见的。这实际上是

朝鲜“战略重心转移”后其最高领导人开放姿态的反应，也是其致力于外交解

决与对话解决相关关切的 “缩影”。
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极有可能意识到了朝鲜的上述变化。因此，特朗普在

谈到朝鲜半岛局势时，屡屡表示相信金正恩对其有关“无核化”的承诺，对朝鲜

和金正恩本人大加赞扬，鼓励之情溢于言表。2019 年 2 月 27 日两人见面会上，特

朗普再次说: “朝鲜拥有巨大的经济发展潜力，朝鲜将迎来非常光明的未来。”他

还对金正恩说: “你是伟大的领导人，我们会为促成这一未来而提供帮助。”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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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次朝美峰会失败的原因

如果说，第一次朝美首脑会晤达成的文件更多是原则性和方向性的，国际

社会希望第二次朝美首脑会晤能推进朝鲜半岛相关问题解决的实质性进展。朝

美双方对此次首脑会晤充满期待。金正恩从 2019 年 2 月 23 日出发，历经 65 个

小时才到达越南。在 27 日两人见面会上，特朗普表示，第一次美朝首脑会谈颇

为成功，很期待这次首脑会晤取得比首次会晤更大的成绩。金正恩也表达了类

似期待。本次峰会的东道主越南也为此做了精心准备。
两国工作组也为此次会晤进行了相对充分的准备，其中包括美国国务卿蓬

佩奥在此期间三次访问平壤，朝鲜劳动党副委员长金英哲 2019 年 1 月中旬访美。
这些沟通交流尽管很难消除彼此误解，但对于建立双方基本的信任关系还是有

帮助的。这正如美国朝鲜半岛事务代表比根 1 月 30 日在斯坦福大学演讲时指出

的那样: “双方知道了打交道的是什么人，对彼此形成了一个较为立体的

印象。”①

这种背景下，会晤最终无果而终的确出乎预料。对于原因，朝美双方各执

一词。特朗普在记者会上指出责任在于朝鲜要求美国解除全部制裁，但在无

核化上不愿意做出让步。蓬佩奥补充说，朝鲜除宁边外，还有其他规模巨大

的核导项目没有如实说明，朝鲜还不愿意谈及核申报等。② 朝鲜外相李勇浩在

随后举行的记者会上指出，朝鲜并没有要 求 美 国 解 除 全 部 制 裁，而 仅 仅 是

2016—2017 年安理会通过的五项对朝决议。“作为回报，朝方将在美国专家的

见证下，由两国技术人员共同完全永久废弃宁边地区包含铀、钚在内的所有

核物质生产设施。”③

由此可见，美国的首要目标仍然是朝鲜半岛无核化，这正如特朗普在 2 月

28 日记者会上指出的那样: “很多人不知道 ‘无核化’的确切含义，但对我

来说相当清楚: 我们必须去除 ( 朝鲜半岛的) 核武器。”④ 作为首要一步，美

国认为朝鲜应该先如实说明其核导情况，并坚持在看到朝鲜实质性弃核前不

会改变对其制裁。美国认为，“极限施压”政策是其对朝政策的 “王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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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这个阶段还远不是出这张 “王牌”的时候。美国或许认为可用其他筹码换

取朝鲜目前阶段在 “无核化”上的努力，这包括: 和朝鲜进行对话乃至再次

首脑会晤、放开美国公民赴朝旅行限制、和朝鲜就建立外交关系进行对话甚

至设立联络事务所、对朝韩合作的某些项目进行豁免、解除美国出台的单独

制裁和将朝鲜移出 “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签署终战宣言和建立和平机

制等。
美国政府的这种考虑早有端倪。2019 年 1 月 30 日，美国朝鲜半岛事务代表

比根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指出: “美国不会在朝鲜完成无核化之前改变 ‘极限

施压’政策，但这并不代表 ‘美国什么都不做’。”① 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也

是逐渐演化的过程。早期希望朝鲜先彻底放弃核导，然后再讨论其他问题。这

遭到朝鲜的坚决反对，也不符合外交解决的精神。美国此后逐渐 “软化”对朝

政策，比如上述比根的讲话。朝鲜则担心一旦给美国核申报，美国对其相关设

施就会了如指掌，如果将来美国对其武力打击，朝鲜将蒙受巨大损失，这是此

前伊拉克与利比亚所发生的事情。况且，朝鲜认为自 2018 年以来已在无核化问

题上做出许多让步。比如，炸毁丰溪里核试验基地和关闭东仓里导弹发动机试

验场等，但还没得到美国回报。此外，朝鲜认为，遣送美军遗骸也释放了对美

诚意与善意。② 因此，坚持在政治层面美国先建立与其良好关系，经济层面美国

需解除对其的制裁。结合双方主要诉求和关系现状看，原本比较现实的成果是

朝鲜部分申报其核导设施，以及对于国际社会的监督、实现半岛无核化的时间

表和路线图做出大致表态。反过来，美国和朝鲜讨论半岛终战宣言和建立两国

联络事务所的议题，同时对于朝韩的某些经济合作项目进行豁免。开城工业园

和金刚山旅游区的合作，对于朝韩下一步合作以及朝鲜改善当前经济处境，均

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这样一来，金正恩可以访问韩国推进朝韩实质性合作，

进而再带动朝美关系进一步改善。但从上述透露的信息看，双方本次要价都远

超出彼此所能承受的范围。
这里面还凸显两国建立的 “自上而下”解决问题模式存在一定的问题。该

模式优点是效率较高以及较少受到其他因素干扰，缺点是两国工作组准备时都

带着两位最高领导人的 “影子”，自主性和灵活性不高。从本轮没有达成协议来

看，双方在工作层面的会晤上均把最困难问题留给了最高领导人，工作组甚至

连两位领导人“谈崩”后的“预案”都没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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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决朝鲜半岛问题的障碍与所需条件

尽管举行了三次首脑会晤，但在困扰朝鲜半岛的根本性问题上还未取得实

质性突破。在无核化上，还未达成任何实质性共识，什么时候进入第一步 “申

报”阶段还遥遥无期。美国针对朝鲜的“极限施压”政策也未改变。
在半岛冷战格局缓和上，尽管美韩暂停了针对朝鲜的相关联合军演，朝韩

两国也签订了军事协议和大幅减少了在共同警备区内的哨所和武装力量等，但

也应看到导致冷战格局的基本结构并未发生根本变化。这包括美韩联合军演随时

可能重启，其功能和规模等均未进行实质性调整。朝韩的军事缓和大大受制于朝

美关系进展，后者前景受制于朝鲜半岛无核化进展，而这远远不明朗。因此，人

们的消极乃至悲观观点不仅正常，而且必要。任何形式的盲目乐观都不现实。
美朝主要分歧在于: 第一，无核化与安全保障的实现顺序。美国坚决要求

首先看到实质性无核化成果，再讨论对朝鲜的安全保障和解除制裁等。美国除

了担心朝鲜核武器的迅速发展和再次被朝鲜 “欺骗”外，还担心在朝鲜半岛无

核化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前就讨论解除制裁或签订终战宣言等，是在给朝鲜与国

际社会传递出默认朝鲜是核国家的错误信号。与美国立场截然相反，朝鲜要求

在无核化每一步进展上都要得到美国相应回报。朝鲜坚持认为，研发核武器主

要基于对美国安全威胁的正当自卫，主张在美国解除对其安全威胁前不会放弃

核武器。第二，无核化的概念上，美朝双方尽管都在讨论，但其内涵是什么，双

方仍未达成共识。第三，对“增量”和“存量”，美国要求朝鲜不仅把 2006 年以

来所有研发的核武器交出来，而且要把相关的技术与人员也妥善安置。对此，朝

鲜显然不会轻易同意。第四，美国要求先有“大交易”的“路线图”，然后再谈执

行时的具体步骤，而朝鲜希望先“分阶段、同步走”，其他的走一步看一步。
上述分歧中，第二和第三国际上存在较大共识，有望在实际执行时达成默

契，但第一和第四极可能始终困扰朝美对话与半岛局势发展。这表明，朝美双

方对未来解决目标存在共识，但对如何执行存在根本性分歧。朝美的底线都很

清楚，朝鲜不大可能在看到安全得到保障和制裁得以部分解除前放弃核导，而

美国在没看到半岛无核化实质性进展前也不大可能放松对其制裁，两者都有正

当关切。两者分歧已形成类似 “鸡生蛋”“蛋生鸡”的 “死结”，仅靠朝美直接

对话很难顺利解决。
朝鲜半岛问题的困境并非无解，解决出路在于朝美直接对话和国际合作同

时推进。因为困扰半岛的核心问题存在于朝美之间，需要两国直接谈。另一方

面之所以强调国际合作: 其一，朝美主要分歧在于信任缺失，解决思路无非是

第三方介入或提供多边机制，国际合作对此有利; 其二，半岛问题是地区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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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问题，涉及美韩同盟、大国关系、朝韩关系等，需要国际合作。此外，从过

去来看，朝核问题解决最好的时候也是国际合作最好的时候，比如 2005 年达成

的《9·19 共同声明》。这方面，有学者有意无意把过去解决半岛问题挫败归因

于六方会谈，属本末倒置。六方会谈只是框架而已，过去失败原因是朝美均缺

乏解决问题诚意。2018 年以来，朝美展现了解决问题的一定诚意，双方直接对

话，但国际合作质量不高，不仅中美和俄美如此，中韩合作也是如此，当前急

需推进国际合作。

五、中国角色与半岛局势前景

长期以来，中国在半岛问题上的作用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提出一些解决

方案。从“三方会谈”到“六方会谈”，从“双轨制”到“双暂停”，中国为了

半岛问题解决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与方案。其二，中国可为双方 “传

话”。这在 2002 年底至 2003 年初举行中美朝三方会谈上可以看出来。即使在朝

美直接对话的今天，考虑到中国与朝美双方均保持了比较紧密的关系以及朝美

沟通渠道单一性，中国在关键时仍可向双方 “传话”。其三，中国无论是与朝美

关系的特点还是国际影响力上，可在关键时候起到 “担保者”角色。在当前半

岛局势发展处于关键的时刻，中国的角色仍是各方瞩目的对象。
( 一) 中国致力于通过“双轨制”实现半岛无核化

朝鲜半岛无核化始终是中国的目标。不仅因为中国作为国际社会一个负责

任的大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同时应看到只要半岛不能实现无核化，美国就

有充分借口在该地区继续加强军事存在，冷战格局难以实质性消除。此外，拥

核的朝鲜几乎肯定会刺激韩国和日本等该地区其他国家研发核武器与军备竞赛，

这显然不利于该地区各国实现和平发展。
对于解决这一问题，中国于 2015 年提出 “双轨并进路线”，即朝鲜半岛无

核化与朝鲜半岛停战协定转变为和平机制应并行推进。这可以避免美国所担心

的朝方“用时间换取空间”“依拖待变”，“假弃核、真拥核”。同时，也可打消

朝鲜的顾虑，即在解决过程中美方仅考虑自身利益而不考虑朝鲜合理关切。
半岛无核化与和平机制构建相互促进，没有无核化实现很难建立和平机制，

而没有和平机制构建又很难实现无核化。但这两个又是不同问题。为此，可建

立两个工作组，分别承担上述目标。比如，一个是中美朝韩四方会谈，主要聚

焦于朝鲜半岛和平机制构建，另一个是中美朝韩俄日六方会谈，聚焦于朝鲜半

岛无核化。无论从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字方还是地缘现实看，中美朝韩四方讨

论半岛和平机制比较合适。对于朝鲜半岛无核化而言，俄罗斯是安理会常任理

事国，日本是美国在该地区最重要盟友，因此六方会谈比较合适。这两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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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可服务于建立国际合作的需要，在运行时可并行推进互为动力。将来应同时

推进三个对话———朝美对话、四方会谈、六方会谈。
( 二) 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正处于十字路口

朝鲜半岛问题表面上看是核问题，背后则涉及朝韩民族分裂和统一问题、
美国联盟体系问题、冷战格局以及大国关系问题等。这些问题互相联系，牵一

发而动全身。有些问题虽然产生于冷战结束后，但源头可追溯到冷战期间，已

超过半个多世纪。朝美最高领导人迄今仅举行了三次会晤，双方工作组的接触

只有一年多点，难以想象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解决如此复杂的问题。
当前，朝鲜半岛局势正处于十字路口。一方面，解决半岛问题的相关条件

逐渐具备，甚至出现了近年来最好形势。如果朝美双方能抓住机遇，继续保持

直接沟通交流，一步一个脚印，同时中韩等第三方放弃 “观望心态”与 “竞争

心态”，为问题解决积极创造良好的国际合作环境，那么半岛局势的发展前景将

出现良性循环。考虑到美韩的国内政治议程以及朝鲜的期待，今年年内甚至有

可能实现朝美第四次首脑会晤与金正恩访问韩国。
另一方面，尽管朝鲜半岛局势走回头路的可能性不大，但考虑到接下来将

触及实质性问题，往前走将举步维艰。一旦朝美两国的诉求迟迟得不到解决，

问题长期化的趋势很可能出现，甚至不排除出现再度紧张的可能性，届时有可

能再次出现“各方共输”的局面。因此，相关各方应有紧迫感，积极努力，相

向而行，共同推动半岛问题早日向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
［责任编辑: 林 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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