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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正在韩国
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 6月 30日在板
门店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握手会
面。随后，特朗普跨越军事分界线来到
朝方一侧，成为朝鲜战争停战以来踏上
朝鲜国土的首位美国在任总统。

分析人士指出，这是朝鲜停战协定
签署后近66年来美国和朝鲜最高领导人
首次在板门店会面，具有重要象征意义，
也释放出积极信号，有助于打破朝美对
话僵局，推动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

朝美各有考量
特朗普与金正恩在会面中均表达

了继续对话以及改善双边关系的意愿。
此次板门店会面看似突然，但实际

上是各方不断探索的结果。过去一段
时间来，朝、韩、美均作出一些积极姿
态，力求打破对话僵局。

据朝中社 4 月 13 日报道，金正恩
说，如果美国“以正确的态度、正确的策
略”提议举行朝美领导人第三次会晤，

“我方愿意再见一次”。6月11日，特朗
普说，他收到金正恩来信，这封信“很热
情、很友好”。次日，正在挪威访问的韩
国总统文在寅呼吁金正恩和特朗普早
日再次会晤，以维持朝美之间的对话势
头。6 月 23 日，朝中社说，金正恩收到

了特朗普亲笔信，金正恩表示，“信中包
含良好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
研究院研究员王俊生认为，朝美领导人
此次板门店会面背后有着各自考量。

对于美国而言，由于此前的美朝领
导人河内会晤无果而终，美国国内对于
对话解决朝核问题的质疑声增大。特
朗普再度与金正恩会面，表明他仍希望
通过对话方式来处理半岛问题。其次，
美国总统选举将于明年举行，特朗普希
望借会面给自己竞选连任加分。

王俊生说，朝鲜方面也希望继续通
过对话来改善与美国的关系。当前，朝
鲜国内战略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通
过与美国对话可以创造有利国际环境，
有利于朝鲜实现发展经济的战略目标。

有助打破僵局
由于双方在弃核步骤和方式上无

法消弭分歧，特朗普与金正恩今年 2月
底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二次会晤未能
取得实质性成果。而这次在板门店的
短暂会面对于打破朝美对话僵局是否
会有实质性帮助？

韩国庆熙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朱
宰佑认为，此次会面有助于继续保持朝
美对话的动力，也显示了朝美领导人通

过对话解决问题的意愿、信心和灵活
度，有助于两位领导人就双方下一步实
务层面的谈判达成共识并沟通立场。

王俊生认为，此次会面主要有两方
面积极意义：一方面，可以为朝美对话
注入新的活力。这次两国领导人会面
虽然时间不长，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驱
散河内会晤带来的不乐观气氛，使对话
继续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另一方面，此次会面具有重要的象
征意义。过去，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小
布什、奥巴马等都曾去过朝韩非军事
区，但基本上都是对朝鲜施压。而这次
特朗普到非军事区是为了与金正恩会
面。这对于正在由对峙走向缓和的朝
美关系，是一个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

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半岛问题
专家哈里·卡齐亚尼斯认为，美朝领导
人此次会面以及特朗普跨过朝韩军事
分界线都有着“历史性”意义，对于增强
美朝互信至关重要。下一步，要看美朝
实务层面官员能否继续接触，就半岛无
核化与和平机制构建达成协议草案。

但他同时指出，美国方面必须认识
到，行动对行动的原则是半岛问题的唯
一解决之道，美朝双方必须采取同步原
则，建立起真正的互信。

板门店“金特会”释放积极信号

当地时间2019年6月29日，西班牙瓦伦西亚，当地迎来高温天气。目前，西班
牙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都在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中，一名17岁农场工人和一名
93岁老人因中暑死亡。预计，热浪将持续到29日。 新华网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记者 刘秀玲）
日本30日正式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定于次
日重新开始商业捕鲸。共同社认定日本政府
这一决定“极不寻常”，将招致反捕鲸国家和
环境保护团体更多批评。

日本定于 7月 1日时隔 31年恢复商业捕
鲸，捕捞范围限于日本领海和专属经济区。
山口县下关市、北海道钏路市当天将分别派
出多艘捕鲸船，开始商业捕鲸。不过，共同社
报道，日本国内鲸肉消费规模缩小，重新启动
商业捕鲸前景不明朗。

国际捕鲸委员会 1982 年决定暂停商业
捕鲸，日本随后一直要求恢复商业捕鲸，没有
成功。日本 1951年加入这一国际组织，1988
年被迫结束商业捕鲸，转而以“科学研究”为
名在西北太平洋、南极附近海域等从事所谓

“调查捕鲸”。反捕鲸人士指认日本打着“科
研”幌子商业捕鲸。

鉴于国际捕鲸委员会反捕鲸成员超过半
数，日本去年12月宣布退出。重启商业捕鲸
同时，日本将停止在公海调查捕鲸。日方认
定，这有助减少来自澳大利亚等南极海域周
边国家的反对。

下关市被视为日本近代捕鲸发源地，当
地一家鲸肉料理店店长小岛纯子直言：“失去
南极海域对下关是沉重一击。”

英国多家媒体 29 日批评日本重启商业
捕鲸。英国广播公司网站报道：“日本无视国
际社会批评，重启商业捕鲸”。

日本退出

国际捕鲸委员会

一批在菲律宾滞留已5至6年、并一度引
发菲律宾与加拿大之间外交纠纷的垃圾，于
当地时间6月29日被运回到加拿大西海岸的
大温哥华地区。

这批原本就来自加拿大的垃圾装满了
69个集装箱，总重量约1500吨。运载这些垃
圾的集装箱船于 29 日清晨在温哥华以南的
措瓦森码头靠岸。垃圾被卸下后，将被送往
焚烧厂处理。

一家加拿大公司于2013年至2014年间向
菲律宾出口了103个集装箱、声称为可回收塑
料的垃圾，但实际其中混有塑料、废弃电子产
品、金属、纸张以及生活垃圾等。当中34个集
装箱的垃圾已获处理，但其余垃圾长期滞留在
菲律宾的港口。这引发菲方不满，批评加方违
反了旨在遏制出口和跨境转移危险废料的巴
塞尔公约，并屡次敦促加方运回这批垃圾。

由于加方未能在今年 5月 15日、即菲律
宾总统杜特尔特设定的最后期限将垃圾运
走，菲方一度下令召回包括驻加大使在内的
多名外交官，以示抗议。5月31日，加拿大联
邦政府雇佣的货船将这批垃圾运离菲律宾。

加拿大媒体披露，加当局为这批垃圾支
付的运费为 114 万加元，焚烧处理则需要再
花37.5万加元。

加拿大于 2016 年修订了该国的危险废
物和危险可回收材料进出口管理条例，防止
类似垃圾物料出口。

继菲律宾之后，马来西亚今年 5 月以来
也要求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把送往那里的垃圾
运回。 （来源：中国新闻网）

滞留菲律宾多年的垃圾

被运回到加拿大

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欧洲正经历今年第一
波热浪，许多地方气温创下有气象记录
以来 6 月同期纪录。在气象卫星监测
图上，法国、德国、西班牙、意大利、比利
时、波兰等国多地，连续多日呈现出深
黄及深红等代表高温的颜色。

自6月23日起，来自北非的热气流
云团笼罩法国本土，让法国绝大部分地
区遭遇高温天气。不仅给人们的工作
和生活带来极大“烤”验，也给电力供
应、农业生产等带来压力和影响。

位于法国南部加尔省的加拉尔盖
莱蒙蒂厄市 28日最高气温达到 45.9摄
氏度，创下法国气象观测史上最高气温
的新纪录。法国气象部门 27日下午向
南部的罗讷河口省、加尔省、埃罗省和
沃克吕兹省发出高温红色预警。这是
法国自 2003年夏季热浪后引入新高温
预警系统以来首次发布红色预警。这
一预警已于 29 日上午取消，但包括上
述 4省在内的 79个省份仍处于高温橙
色预警状态下。气象部门预计到 7月 2
日全国才能免受高温影响，但南部地区
气温仍将高于正常情况。

为防止民众在炎热天气出现脱水、
中暑等现象，法国各地方政府临时采取
多种应对措施。比如，巴黎市全天开放
市内123个花园和13座公园，增设饮水
龙头，延长泳池开放时长，并安装与消
防栓相连的临时喷泉等。各地政府还
开放了专门的避暑区域，开设避暑热
线，为民众提供建议和帮助。

原定于 6 月 27 日至 28 日举行的
2019年法国中考，因高温被推迟到 7月
1 日至 2 日进行。此外，由于法国大部
分学校不配备空调和电风扇，27日至28
日两天有超过4000所小学因高温停课。

高温还增加了森林火灾发生的风
险。据法国消防部门消息，截至 29 日
上午，法国南部不同地区总面积超过
500公顷的森林遭遇大火，目前火势已

得到控制。
在纬度较高、夏日鲜有极端炎热天气

的德国，51个观测站录下6月气温新纪录，
39个观测站25日记录的气温超过35摄氏
度。德国气象局说，今年6月是德国全面
测量记录天气以来最热、日照时间最长的
月份。今年6月德国平均气温19.8摄氏
度，比2003年同期纪录高出0.4摄氏度。6
月日照时间有史以来首次超过300小时，
打破1976年同期287小时的纪录。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 29 日发
布报告称，炎热天气不仅让一些疾病症
状恶化，还容易加重心血管循环系统负
担。预计 6 月的炎热天气将推高德国
死亡率。德国医生联合会则呼吁雇主
在炎热天气给员工放假。

德国北部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的
一段区域性窄轨铁路本周因为炎热天

气出现变形，不得不停止运行，以公交
车代替接驳。因担心高温导致高速公
路沥青变形，德国部分高速公路从 25
日起实施临时限速措施。

西班牙多地最高气温也超过 40摄
氏度。受高温天气影响，西班牙中部和
北部的塔拉戈纳、托莱多、阿维拉等地
近期发生山火。据西班牙消防部门统
计，截至 6月 30日，各处山火烧毁森林
面积累计超过 1 万公顷。西班牙东北
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的塔拉戈纳省是
此次受山火影响最为严重的省份，总计
约6000公顷森林被烧毁。

世界气象组织 28 日发表声明说，
当前的欧洲热浪属于今年早些时候在
澳大利亚、印度、巴基斯坦及中东部分
地区发生的极端高温事件的延续，预计
今年夏天北半球会出现更多热浪。

欧洲经历今年首波热浪

酷暑“烤”验百态民生

西班牙西班牙22人中暑死亡人中暑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