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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朝鲜隔空“斗狠”

朝鲜半岛局势走向“十字路口”？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朝鲜放出引发核战争疑虑的狠话后，美国国
会 64 名民主党议员联名致信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敦促后者为特朗普的
“火热”言论降调。
分析人士解读，朝鲜半岛局势当前整体呈现出“高位震荡”的瓶颈期，正
在走向“十字路口”。今后一段时间内，一方面各方的嘴仗可能继续，另一方
面各方也将探索如何在当前情况下重回会谈。

京昆高速陕西安康段
发生大客车碰撞隧道事故

造成 36 人死亡 善后处置等正有序开展

嘴仗背后显“混乱”
美国与朝鲜之间近来大打口水仗。 击”可能让 3 万美国现役军人和 10 万在
在美媒曝出朝鲜可能已经掌握在洲际导
韩国的美国公民置于危险境地，导致韩
弹上装载核弹头的技术后，特朗普抛出
国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战火。
狠话，警告朝鲜
“最好不要对美国作出任
分析人士解读，特朗普的狠话有可
何进一步威胁”，否则将面临“前所未见
能激化紧张局势，不利于朝鲜半岛局势
的炮火与怒火”。朝鲜方面随即表示，正
的稳定和朝鲜半岛核问题的解决。
着手制定以发射导弹包围打击关岛的方
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任郑
案。
继永说，狠话背后折射出特朗普政府在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在 10 日
对朝问题上的不确定性。特朗普政府上
公开的一封联名信中，美国国会众议院
台后，至今没有形成稳定的对朝战略，
司法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约翰·科尼尔 “白宫真正懂朝鲜的人并不是特别多，他
斯和其他 63 名民主党议员集体要求国
们对朝鲜没有经过系统论证出的观点和
务卿蒂勒森
“管管特朗普的嘴”。
看法，
不确定性非常大”。
这些议员在信中写道：
“我们恭敬但
中国社科院朝鲜半岛问题专家王俊
坚定地敦促你，尽职权所能确保特朗普
生认为，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对朝鲜传递
总统和其他政府官员了解到这一点，即
出的信号较为混乱，特朗普本人与军方
在（朝鲜半岛核问题）这一敏感议题上， 以及政府其他高官的涉朝言论也时有出
言行保持最大谨慎和克制的重要性。”
入，
“ 这样一来，给朝鲜传递的信息比较
联名信说，美国的“报复性军事打
混乱，
也会加重后者的误判”。

“高位震荡”的瓶颈期？
针对朝鲜半岛局势下一步如何发
展，分析人士认为，爆发大规模战争或全
面战争的可能性非常小，短期内局势继
续僵持下去的可能性很大。
郑继永说，今后一段时间内，朝鲜
半岛局势可能都将处于“极度紧张、高
位震荡”的状态，
“（半岛局势）风险很
大，时时成为关注热点，但又不至于走
向战争”。
王俊生认为，整体来说，当前朝鲜半
岛局势呈现出一个瓶颈期，正在走向
“十
字路口”“
。实际上，包括美国和朝鲜在内
的各方都感觉到过去的朝鲜半岛政策需

要调整，”他说，
“下一步的走向还要取决
于美朝两个当事国，取决于它们做什么
样的决策。”
针对特朗普对朝强硬表态，美国国
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 10 日说，特朗普
正试图用外交手段解决朝鲜半岛核问
题，他的强硬表态仅表明他对半岛核问
题的担忧。
马蒂斯当天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
说，美方在寻求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上
以外交手段为主导，并正在取得外交成
果。他同时强调，在半岛发生战争将带
来灾难性后果。
据新华社

新闻 多一点
外交部谈朝美言论升级：
各方不要轮番示强
新华社北京 8 月 11 日电 外交部
发言人耿爽 11 日就近期朝美之间言论
升级答记者问时表示，希望有关各方
不要走彼此轮番示强，局势不断升级
的老路。
有记者问，朝鲜军方日前称将于 8
月中旬完成打击关岛海域计划。此
后，美方表示，如朝对美及盟友采取任

何举动或攻击，朝会面临想象不到的
回应。中方对近期朝美间不断升级的
言论有何评论？
耿爽说，当前朝鲜半岛局势复杂
敏感。中方希望有关各方谨言慎行，
多做有助于缓解紧张局势、增进各方
互信的事，而不要走彼此轮番示强，局
势不断升级的老路。

美国防部长：
以外交手段主导解决半岛核问题
新华社华盛顿 8 月 10 日电 美国
国防部长马蒂斯 10 日说，美方将以外
交手段主导朝鲜半岛核问题的解决。
马蒂斯当天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
说，美方在寻求解决半岛核问题上以外
交手段为主导，并正在取得外交成果。
他同时强调，在半岛发生战争将带来灾
难性后果。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对朝鲜
的强硬表态，马蒂斯表示，特朗普正试

图用外交手段解决半岛核问题，他的
强硬表态仅表明他对半岛核问题的担
忧。
朝鲜在 7 月 4 日和 7 月 28 日试射
洲际弹道导弹后，朝美之间近日大打
口水仗。据报道，特朗普警告朝鲜“最
好不要再威胁美国”，否则将招致前所
未有的“炮火与怒火”。朝鲜方面随即
表示，正着手制定以发射导弹包围打
击关岛的方案。

事故现场，大巴车已被遮盖。 新华社

8 月 10 日 23 时许，陕西省境内京昆
高速公路安康段秦岭 1 号隧道发生一起
大客车碰撞隧道口事故，造成车内 36 人
死亡，13 人受伤。目前伤者已送往当地
医院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正在有序开
展。
事故发生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总局、公安部、交通运输部三部门工作
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工作，要求认真贯
彻落实好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精神，尽最
大努力抢救伤员，妥善做好事故善后处
置工作。
据安监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8 月
10 日 23 时许，陕西省安康市境内发生
一起特别重大交通事故，洛阳交通运输
集团有限公司一辆车牌号为豫 C88858
的宇通客车，核载 51 人，实载 49 人，自
成都驶往洛阳，途经京昆高速公路秦岭

一号隧道口时撞向隧道口，车辆严重变
形。
据了解，三部门工作组抵达后立即
查看事故现场，听取情况汇报，提出指导
意见，前往医院看望慰问了伤员。工作
组强调，有关各方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
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全力排查安全隐患，
认真查找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切实加
强安全生产工作，确保社会秩序安全稳
定。
综合新华社消息
又讯 事故发生后，洛阳迅速成立 8·
10 交通事故应急协调工作组，并派出一
名副市长带领相关部门和专家赶赴现
场。据了解，从昨日凌晨五时开始，洛阳
市已先后派出市交通局、市安监局、市公
安局、市交运集团等单位组成的四个现
场工作组赶往事故发生地，全力配合做
好相关工作。
（记者 董楠 焦勐）

腾讯微信、新浪微博、百度贴吧
被立案调查
新华社北京 8 月 11 日电 国家网信
办 11 日发布，国家网信办近日指导北京
市、广东省网信办分别对腾讯微信、新浪
微博、百度贴吧立案，
并依法展开调查。
根据网民举报，经北京市、广东省网
信办初查，3 家网站的微信、微博、贴吧平
台分别存在有用户传播暴力恐怖、虚假
谣言、淫秽色情等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

全、社会秩序的信息。
国家网信办有关负责人表示，3 家网
站平台涉嫌违反网络安全法等，对其平
台用户发布的法律法规禁止发布的信息
未尽到管理义务。网信部门将认真贯彻
落实网络安全法等法律法规，加大互联
网信息内容监管执法力度，欢迎网民举
报相关违法违规线索。

欧盟称
“毒鸡蛋”
流入中国香港和欧洲 16 国
据新华社电 欧盟委员会发言人丹
是因为从上述 4 国进口了“毒鸡蛋”。中
尼尔·罗萨里奥 11 日宣布，受到杀虫剂氟
国香港是从荷兰进口了受氟虫腈污染的
虫腈污染的“毒鸡蛋”已经流入中国香港 “毒鸡蛋”。
和欧洲 16 国。
氟虫腈是可杀灭跳蚤、螨和虱的杀
罗萨里奥指出，受“毒鸡蛋”风波困
虫剂，人如大剂量食用可致肝功能、肾功
扰的欧洲 16 国为比利时、荷兰、德国、法
能和甲状腺功能损伤。比利时食品安全
国、瑞典、英国、奥地利、爱尔兰、意大利、 局早在 6 月初就发现从荷兰进口的鸡蛋
卢森堡、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
中含有氟虫腈。荷兰随后启动调查，发
文尼亚、丹麦和瑞士。
现鸡蛋中的有毒成分与荷兰一家为农场
罗萨里奥说，比利时、荷兰、德国和
提供杀虫服务的专业公司“鸡之友”有
法国当局已关闭了使用过杀虫剂氟虫腈
关，
该公司在欧洲其他国家也有客户。
的农场，而其他受影响的国家和地区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