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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虽失“耐心”
但不会颠覆朝政权

美国副总统彭斯

美朝互放狠话
中俄忙吁克制
美国副总统彭斯17日访韩时称，
美国政府
“对朝鲜的战略耐心已经结束”
。
对这一表态，
朝鲜方面17日
18日，
称
“美国想怎么打，
我们都奉陪”
。
抵达日本的彭斯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了会谈。
彭斯在会谈中表
示，
美国追求和平，
但和平有时是需要通过力量实现的，
强调了不排除对朝鲜动用武力的态度。
就彭斯的言论，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１７日发表声明，希望美国不要对朝鲜发动类似对叙利亚
的单边军事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同一天表示，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实现朝鲜半岛无核
化、维护半岛和平稳定，是解决半岛问题的唯一出路。

美国方面表达强硬态度的
不只是彭斯，当地时间17日，美
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出席复活
节活动时，有记者问到了朝鲜
半岛局势问题，特朗普对朝鲜
说：
“ 放规矩点儿。”
美国白宫发言人斯派塞１７
日说，特朗普总统不会在朝核
问题上设定采取军事行动的
“红线”，因为美方过去的此类
做法并不奏效。
斯派塞当天在例行记者会
上表示，特朗普将“握紧手中的
牌”，不会预先透露自己将如何
应对各种局势。斯派塞同时表
示，美国本月初针对叙利亚的
军事行动显示特朗普将“在合
适的时候采取果断措施”。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和太
平洋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苏
珊·桑顿当天通过电话会议对
记者表示，美方一直明确表示
希望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朝核问
题，并不寻求与朝鲜发生冲突。
特朗普政府当前倾向于通过对
朝 施 压 ，使 其 主 动 放 弃“ 非 法
的”核武和导弹计划。
“ 我国决
非寻求冲突或想推翻政权，但
有意在必要情况下保护我国人
民和盟友。”她称，华盛顿及其
盟友正在准备相关措施，以加
强对朝鲜施加的经济压力。
桑顿表示，从当前朝核问
题态势来看，
与朝方展开任何形
式谈判的时机尚未成熟，
但美方
将会密切关注朝方相关积极信
号。她同时表示，美方将继续与
中国合作解决朝核问题。

朝：先发制人
不是美国的专利
面对美国的施压，朝鲜一
直表现得“不惧怕、不屈服”，称
“如果美国胆敢挑衅，朝鲜将给
予最严厉的回击”。
4月17日，在纽约联合国总
部，朝鲜常驻联合国副代表金
仁龙称，朝方谴责并抵制联合
国安理会定于本月28日召开的
涉朝核问题会议。他表示，安理
会此次关于朝鲜核问题的会议
是“在美国操纵下”进行的，是
对朝鲜主权的侵犯。
美国于今年4 月担任联合
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国。美国常
驻联合国代表妮基·黑莉在月
初公布的工作安排中提到，安
理会将于本月28日举行一次关
于朝鲜核问题的会议。
金仁龙17日表示：
“ 如果美
国胆敢动用军事选项，采取先
发制人打击，朝鲜已经做好一
切准备。美国想怎么打，我们都
奉陪。当前的严重事态再次证

朝鲜常驻联合国副代表金仁龙

明了，朝鲜全面发展军事能力
是正确的决定，这样一来朝鲜
既可以自卫，又能动用核武力，
采取先发制人打击。”
同一天，朝鲜外务省欧洲
司第一副司长金永浩在平壤接
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说，
“ 先发
制人不是美国专利”，朝鲜现在
也在考虑对美国采取先发制人
的军事打击。金永浩说，如果美
国想借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来
给朝鲜传递信息的话，那么它
已经失败了。朝鲜并不惧怕美
国对叙利亚那样的打击，并且
正在考虑先发制人。
另据英国广播公司（BBC）
18 日报道，朝鲜外务省副外相
韩成烈在平壤接受采访时表
示，朝鲜将继续进行导弹试射
活动。
“ 我们将会在每周、每月、
每年的基础上进行更多的导弹
试验。”韩成烈说。他还表示，如
果美国采取军事行动，
“ 战争将
一触即发。”

中俄：对话协商
是唯一出路
对美朝之间的唇枪舌剑，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日
表示，如果美方是在向朝鲜发
出单方面动武威胁，那么这将
是“非常危险的做法”。
他说，俄方不接受朝鲜违
反联合国安理会多项决议，
从事
研制核武及导弹试验的冒险行
为，
但这不意味着美方可以同样
以违反国际法、
破坏联合国宪章
的方式动用武力。拉夫罗夫强
调，不希望美国像对叙利亚那
样，
对朝鲜发动单边军事行动。
同在１７日，俄罗斯总统府
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罗斯呼
吁各方克制、避免挑衅，为解决
朝鲜核问题而展开协调。
在17 日的例行记者会上，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表示，
美国是半岛问题最重要的当事
方之一，中方欢迎美方在和平
解决半岛问题方面发挥积极作
用。
“ 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
式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
半岛和平稳定，是解决半岛问
题的唯一出路，也是中国政府
一贯坚持的立场。”
韩国国防部１７日证实，韩
美日三方将于１９日在东京举行
第九次韩美日安全会议，共商
合作应对朝鲜核问题和缓和半
岛紧张局势的方案。声明说，三
方将在会上就合作应对朝核问
题、三国加强军事合作交流的
方案展开商讨。
韩联社报道，韩国国防部
国防政策室室长魏昇镐、美国
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副助理部
长和日本防卫省防卫政策局局
长将与会。
据新华社、央视
新闻、澎湃新闻、中新网等

6 月提前举行大选
英国首相：

“梅姨”想冒把险，借此巩固执政地位
本报讯 英国首相特雷
莎·梅于当地时间 18 日在首相
办公室唐宁街 10 号前发表演
讲 表 示 ，英 国 将 于 今 年 6 月 8
日提前举行大选。
对提前大选，特雷莎·梅解
释道：
“ 现在，政府正在计划让
英国重新获得对于边境以及法
律的控制权，但别的政党正在
阻止这一正确道路。英国议会
及政府需要进一步的团结统
一，然而现在并不是这样的情
况。工党以及苏格兰民族党都
反对政府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为 了 将‘ 脱 欧 ’更 好 地 进 行 下
去，必须开启一次大选。”

梅表示，自己将于 19 日在
英国议会下院正式提交提前开
启大选的申请。
分析人士认为，梅在去年
英国“脱欧”公投后接替辞职的
保守党领袖卡梅伦成为英国首
相，其任职并非通过大选。决定
提前大选是为了让她获得英国
选民的“授权”。
梅政府任期原定 2020 年
期满。根据英国法律，首相不能
直接启动提前大选，这一决定
需获得英国议会下院三分之二
多数票通过。目前，英国议会下
院 650 个议席中，保守党占据
330 个 。媒 体 依 据 最 新 民 调 结

果预测，如果提前举行大选，保
守党可能会取胜，并且赢得更
多议席，从而摆脱在“脱欧”谈
判中被反对党“束手束脚”的局
面。
英国《卫报》报道，最近几
份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保守党
的支持率领先工党大约 20 个
百分点。另据英国舆观调查公
司一项民调，当被问及谁能当
好英国首相时，50% 的受调查
者选择梅，而主要反对党工党
领袖杰里米·科尔宾的支持率
仅为 14% 。
英国主要反对党工党和自
由民主党对梅的决定表示欢

当地
时 间18 日 ，英
国首相特雷
莎·梅在唐宁
街10 号前发
表演讲。

迎。工党党魁科尔宾说，他欢迎
首相决定给予英国人民一个投
票的机会。自民党党魁法伦也

表示，这次选举将给予民众机
会改变国家的走向。
据新华社、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