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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 朝韩互抛橄榄枝

� � � � 2018年新年伊始， 朝鲜半岛显现
久违的积极信号。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日在新
年贺词中表示，朝鲜有意派遣代表团
参加不久将在韩国举行的平昌冬奥
会， 北南当局可以就此进行紧急会
谈。翌日，韩国总统文在寅作出积极
回应。韩方提议9日举行高级别会谈，
就朝方代表团参加冬奥会、改善南北
关系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

在经历了一整年的 “刀光剑影”
“口舌之争”后，朝鲜半岛终于迎来恢
复对话、缓和局势的一线曙光。

半岛恢复对话，推动实现和平，是
韩朝民众的共同愿望。 韩国开城工业
区支援财团理事长金真向说， 过去的
敌对让我们一无所获， 必须重新找回
南北和平氛围。

半岛恢复对话，是国际社会的共识。在上月联合国
安理会部长级会议上， 多国代表就呼吁有关各方尽快
重启谈判，推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和可持续和平。

半岛恢复对话， 也迎来宝贵的机遇。2018年冬奥
会将在韩国平昌举行，朝鲜半岛以这一世界性和平盛
会为契机缓和关系，显得顺理成章。有韩国学者认为，
有关方面或可在冬奥会期间实践事实上的“双暂停”。

半岛问题错综复杂， 和平进程面临域外势力干
预、内部势力掣肘等不确定因素。对于双方恢复对话
及其前景或许不宜过分乐观，但坐下来、谈起来是推
动半岛和平的第一步。

以往的经验表明，一味示强斗狠无法解决半岛问
题。为了地区和平稳定与半岛民众共同福祉，各方需
要拿出应有的勇气迈出第一步。 走出对话的第一步，
应该是时候了。

眼下的朝鲜半岛正在经历严寒。人们期待朝韩双
方相向而行，让半岛尽快走出“寒冬”。

（新华社首尔1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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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专家指出， 朝鲜如能派遣代表团参加冬奥会，
将有利于缓和半岛军事紧张关系，为和平解决半岛
核问题带来转机。但需要注意的是，决定朝韩关系
的因素十分复杂，朝鲜持续进行的核导开发计划以
及韩美从未停止的联合军演都是阻碍半岛和平的
重要因素，未来半岛局势如何发展还有待进一步观
察。

韩国庆南大学远东问题研究所教授李相万表
示，朝鲜释放改善南北关系的信号，充分表明了其
对话协商的意愿。如果进展顺利，冬奥会结束后韩

朝双方可能会就举行首脑会谈展开具体协商，同时
韩朝离散家属团聚、重启开城工业园区、重开金刚
山旅游项目等悬而未决的问题也将摆上讨论日程。

但他同时表示，对于韩朝关系未来发展不可过
早乐观。韩美两国预计于今年2月或3月举行的大规
模例行联合军演仍是左右南北关系的重要变量。如
果军演推迟并缩小规模， 韩朝关系改善希望将增
大，也将为解决朝核问题营造良好氛围；反之则将
为韩朝和解再次带来阴霾。

（综合新华社1月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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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冬奥契机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1日在发表新年贺词时表示， 不久

后将在韩国举行的冬奥会是展示民族地位的良好契机，朝鲜真
诚希望此次冬奥会成功举行。朝鲜有意采取包括派遣代表团在
内的一切必要举措，北南当局可以就此进行紧急会谈。

作为回应， 韩国总统文在寅2日在新年首次国务会议上要
求政府部门迅速制订方案，促成朝鲜参加平昌冬奥会。韩国统
一部长官赵明均随后向朝方提议，9日在板门店举行韩朝高级
别会谈，磋商朝鲜参加冬奥会等事宜。

此次高级别会谈如能举行，将是韩朝自2015年12月副部长
级会谈以来的第一次。

分析人士指出，金正恩的讲话表现出朝鲜有意与韩国为了
共同的民族利益，重启北南接触，缓和半岛紧张局势的态度。而
韩方也对此迅速作出了积极回应。

此前，朝鲜率团参加平昌冬奥会一直是韩国各界的热切期
盼。 文在寅去年6月24日在会见到访的国际跆拳道联合会朝鲜
官员时首次表达了欢迎朝鲜参加平昌冬奥会的立场。此后他又
多次表示，平昌的大门一直向朝鲜敞开，期待朝方派团参赛。

平昌冬奥会组委会主席李熙范去年5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欢迎朝鲜运动员走陆路，跨过朝鲜半岛军事分界线来韩
参赛。他说，希望将平昌冬奥会办成一届和平的奥运会，为南北
关系改善提供契机。

分析人士认为，如无重大意外情况，朝方参加冬奥会的可能性很
大。而这将意味着朝韩关系迎来转圜，半岛紧张局势有望缓解，韩国政
府在半岛事务上也将得到更多回旋空间。

� � � �据新华社北京1月3日电 针对朝鲜宣布重启板门
店热线以同韩方商讨朝鲜参加平昌冬奥会事宜， 外交
部发言人耿爽3日表示，中方欢迎并支持朝韩双方以平
昌冬奥会为契机，为改善相互关系、推动缓和朝鲜半岛
局势、实现半岛无核化作出切实努力。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据报道，朝鲜
宣布从3日下午起重启板门店热线，同韩方讨论派团
参加平昌冬奥会事宜。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中方欢迎并支持朝韩双方以平昌冬奥
会为契机，为改善相互关系、推动缓和半岛局势、实
现半岛无核化作出切实努力。 中方愿继续为推动半
岛局势重回通过对话协商和平解决的正确轨道，实现
半岛无核化和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

外交部回应朝韩重启板门店热线

中方欢迎并支持
朝韩改善关系

� � � � 1月3日， 在朝鲜半岛中部的板门店， 韩方工
作人员在检测朝韩联络热线。

� � � �朝韩关系过去十几年经历了大起大落。双方曾
于2000年和2007年两次实现首脑会晤， 并就实现
民族统一和开展各领域合作先后两次签署了共同
宣言，但2013年朴槿惠政府上台后对朝鲜态度逐渐
转向强硬，双方关系开始恶化。2016年，随着韩国单
方面关闭开城工业园，双方接触彻底中断，关系随
之跌入谷底。

文在寅上台后，对朝鲜采取施压与对话并行的
政策，致力于改善僵持的南北关系。去年7月，韩国
政府曾向朝鲜提议举行南北军事会谈，商讨停止双

方在军事分界线附近的所有敌对行为，同时还建议
举行南北红十字会工作会谈。12月， 韩国外长康京
和就平昌冬奥会再次向朝鲜抛出橄榄枝称，冬奥会
是国际社会的和平盛事，如果朝鲜参赛，将为朝韩
接触创造机会。

分析人士指出，朝鲜此次接过韩国抛出的橄榄
枝，借冬奥会释放和解信号，一则可以缓解联合国
制裁带来的经济困难和国际压力，二则可以表达对
文在寅政府坚持缓和对朝关系做法的积极肯定，从
而为自身在打破半岛僵局过程中赢得主动。

2� �气氛缓和

� � � � 左图：1月3日，
在韩国首尔， 人们
聚集在电视屏幕前
观看朝鲜最高领导
人金正恩讲话。

右图：1月2日，韩
国总统文在寅在
2018年首次国务会
议上发言。

� � � �

� � � � 1月3日，
在韩国坡州，
一个小女孩
站在两台朝
向北方的望
远镜之间。

本版图片
均为新华社发

� � � �据朝鲜中央电视台3日报道，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下令重开在板门店与韩国方面联络热
线，并将与韩方讨论派团参加平昌冬奥会事宜。

韩国统一部3日表示，当天15时30分至15时50分，朝方首先通过板门店联络渠道打来电话。
朝韩双方就电话和传真机是否能够正常使用进行了确认和检查。

新年伊始，围绕即将举行的冬奥会，朝韩双方互释善意，均表现出强烈的改善关系意愿。分析
人士指出，结束陷入冷冻状态的南北关系，缓和紧张军事对峙，营造和平发展环境是朝韩双方的
共同愿望。而平昌冬奥会的举行有望成为南北关系转圜的重要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