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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简介

布鲁金斯学会于2006年成立约翰·桑顿中国中心（John L. Thornton 
China Center），其总部位于华盛顿，并在北京清华大学设有布鲁
金斯-清华中心。中国中心重点关注中国的崛起及其对美国、中国
的邻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影响，并就此开展前沿研究、分析与对
话，出版学术作品。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实现现代化。不仅深刻塑
造中国国内情势，更对国际安全和经济环境造成影响。中国面临着
一系列的挑战，包括保证经济增长所需的能源；实施经济改革维持
经济增长；减少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等问题；
以及回应中国人民要在治理中有发言权的意愿。美国对中国的认识
和理解，包括其国内挑战和在亚洲演变的角色，都很有限。约翰·
桑顿中国中心旨在通过研究中国面临的最紧迫的挑战，如能源政
策、经济政策、城市改革和公共卫生等，与中国合作共同解决这些
问题。

布鲁金斯学会认为，为资助方所带来的价值在于其对高质量、
独立性和影响力这一理念的一贯承诺。由资助人赞助的学会各
类活动均秉承这一理念。此外，布鲁金斯学会学者的研究分析
与政策建议不受任何资助方的影响。



朝鲜半岛核问题是东北亚安全局势中最具
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因素，也是当前亚太
乃至国际社会高度聚焦的安全热点。随着
朝核问题的升温，国际上有人问：中国为
什么不能承担起更大责任来管住朝鲜？

中国是自2003年起应美方要求斡旋半岛核
问题并且主持多边谈判的。作为发展中国
家，中国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 在朝核
这个涉及地区安全的问题上，中国的立场
是坚决反对核扩散。自从承担起斡旋责任
以来，中方明确要求朝鲜停止核研发，也
督促其他各方尤其是美方，关注和解决朝
鲜合理的安全关切。然而，美国与朝鲜之
间深刻的互不信任使得多年来谈判达成的
协议总是得不到落实。中方坚持不懈地履
行了自己的责任，努力斡旋，并根据联合
国安理会的决议，参加了对朝鲜核导活动
的制裁。但是，中国在促使美国和朝鲜承
担起应尽责任上缺乏强制力。中国不掌握
解决朝核问题的钥匙，在说服朝方停止核
项目上缺乏关键筹码；而被朝视为安全威
胁来源的美国，对朝方安全诉求这个解决
核问题的关键条件不愿予以考虑。美朝双

1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更详细阐述，请参见 http://
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wjs_674919/2159_674923/t8987.shtml.

2  想了解更多关于“帕累托最优选择”， 请参照 John Eatwell et al., eds., The New Palgrave: A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Volume 3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87), 811-813.

方的意图南辕北辙，致使朝鲜半岛核问
题陷入困境。朝方伺机推动核导发展进
程，2005年以来已经进行了五次核试验和
难以计数的导弹试射。与此同时，联合国
安理会通过的制裁也层层加码，而美韩针
对朝鲜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不断加大压力。
半岛对抗和对立的气氛日趋紧张，和平谈
判迟迟无法重启，目前的局势相当危险。

在国际舞台上，民族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
主要行为体，享有国际法赋予的主权权
利。强国通常拥有影响形势的比较大的主
动权，同时也必须承受自己言行所引发的
结果。小国或弱国会对强国的压力做出反
制性应对，同样也会付出代价。国际形势
就是在国与国之间对具体问题的处置和应
对所引发的波澜中涌动，国家之间出现的
紧张关系往往会在这个过程中相互折冲，
甚至导致局势走向与预期不同的方向。因
此，中国方面认为和谈解决核问题是一
个“帕累托最优选择”，2 虽然不能满足每一
方的最高诉求，但却能以最小的代价实现
利益最大化，当然这也需要各方都承担责
任，都做出应有的妥协。目前和谈未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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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成效，恰是由于已达成的协议得不到全
面执行和谈判的中止。

无论过去还是将来，为了维护地区和平和
稳定，中国致力于推动实现半岛无核化，
支持通过对话妥善解决朝核问题。半岛南
北双方一线之隔，又都是中国的近邻，中
国与朝鲜有1300公里的共同边界，半岛发
生武装冲突必然危及地区和平，导致大量
无辜平民的严重伤亡，并且使事态滑向难
以掌控的方向。过去几十年在世界许多地
区发生的轻率动武带来的教训是深刻的。

本文试图梳理近年来朝核谈判的经纬，包
括从三方会谈到六方会谈再到会谈破裂的
历程，所讲述的事情有些是笔者亲身经历
的。希望通过尽可能地还原历史面目，帮
助人们了解：事情何以发展到今天这个地
步？和谈成功的机会何以被一再错过？但
愿这些回望可以为将来更明智的选择提供
借鉴。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打开朝核问题
的“锈锁”，还是要找到那把钥匙。

一、《美朝框架协议》与第一
次朝核危机

说到中国在朝核问题中扮演的角色，2003
年是一个分水岭。在此之前，朝核问题一
直是由朝美两家在谈；这一年以后诞生了
关于朝核问题的国际多边解决机制，中国
作为多边谈判的重要斡旋者，被卷了进
来。

叙事从2003年2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访华

3 戴秉国，《战略对话：戴秉国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08页。

说起，当时我作为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参加了接待。鲍威尔来中国有两个重要
的背景：一是2003年1月10日，朝鲜宣布
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第
二次朝核危机爆发；二是海湾地区局势日
益紧张，美国对伊拉克军事行动已箭在弦
上，美国小布什总统为避免陷入中东和东
亚两线压力的困境，派鲍威尔到中国游
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在人民大
会堂会见鲍威尔一行，鲍提出希望中国斡
旋解决朝鲜核问题，表示，美方无法再相
信朝鲜，但是愿意采取多边方式寻找解决
办法，建议由中国邀请美国和朝鲜派代表
来北京“谈一谈”。3

鲍威尔访华是因第二次朝核危机而起，而
危机之所以在此时爆发，很大程度上是因
为《美朝框架协议》没有得到执行，双方
关系破裂。时至2003年，美国并未在指定
时间用两座1000兆瓦轻水反应堆替换朝鲜
的石墨核反应堆和其他相关设施，而朝鲜
也没有完全履行协议。其背景，则是朝鲜
半岛局势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风起云涌和
相关国家关系的演变。而正如《美朝框架
协议》这一名字所体现的，美国和朝鲜是
这段历史的主角。

考察朝核问题的根源，需要追溯到对朝鲜
战争的战后处置，这场战争从法律意义上
讲，至今没有正式结束。

1953年7月27日，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
官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为一方，与以
联合国军总司令为另一方，在板门店签署
了《朝鲜停战协定》和《关于停战协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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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补充协议》。但是那只是一纸停战协
定而非和平条约，也就是说，有关国家虽
然休战了，但仍处于战争状态。这是朝鲜
半岛局势长期以来稳定不下来的重要根源
之一。

停战协定签署之后，以北纬38度线为界，
半岛一南一北继续处于分裂状态。南方即
大韩民国，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的扶持，北方即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背后，则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
营，朝鲜半岛成为全球冷战和美苏争霸的
前沿。在美苏对峙相对处于均衡的情况
下，半岛在相当长时间大致上是平静的。

战后朝鲜半岛军力部署基本上是南方占
优。美国在韩国保留了驻军，并于1957年
起在韩部署了包括战术核武器在内的一系
列进攻性武器。上世纪90年代初，随着美
苏核裁军倡议的实施，美国全部撤出在半
岛的核武器，改由美军在美国本土和太平
洋总部辖区的核力量承担对韩国的核保护
义务。

冷战初期，面对巨大的外部生存威胁，朝
鲜选择主要依靠苏联获得安全、经济和能
源的保障和支持，并在苏联的帮助下进行
有限的核研究。1959年，朝鲜在苏联帮助
下建立了以和平利用核能为目的的宁边原
子能研究所，1965年朝鲜拥有了自己第一
个2兆瓦的小型轻水反应堆，此后苏联专
家便回国了。需要提到的是，当时的苏联
无意帮助朝鲜进行核武器的研发，在向朝
传授核物理知识时并没有提供铀浓缩和钚
生产技术。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邓小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32页。

进入80年代，朝鲜开始建造一座5兆瓦电
功率的天然铀石墨气冷堆，反应堆建成后
可以年产6公斤武器级钚。从这时起，美
国开始注意到朝鲜发展核能力的意图，
并在1985年通过向苏联施压敦促朝鲜加入
了NPT。作为交换，苏联与朝鲜签署了经
济、科学与技术协定，承诺提供新的轻水
反应堆。但后来苏联并没有履行该协议，
而朝鲜在加入NPT之后也没有按条约履行
过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的“义务”。

进入上世纪90年代，苏联的衰落和解体以
及冷战的终结彻底打破了半岛的均势，朝
鲜陷入极度的无依靠和不安全感，国家面
临一种“系统性困局”。经济上，朝鲜失去
了来自苏联的援助和支持，工农业生产一
落千丈。而韩国经济则在70年代起飞，并
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

1991年9月17日，第46届联合国大会一致
通过朝鲜和韩国同时加入联合国。1991年
《苏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到期，苏联的
继承者俄罗斯没有声明自动续约（进而在
1994年宣布废止该条约）。1991年10月5
日，金日成主席访华与中国领导人讨论了
苏联垮台后的国际形势和对策，邓小平在
会见时表示，中国此阶段在处理国际问题
时“主要是观察，少露锋芒，沉着应对”。4 
“韬光养晦”成为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当
时中国早已脱离苏联阵营，冷战结束并不
意味着中国就要扛起领导社会主义阵营的
大旗。

接踵而至的是1992年8月中韩建交，当时
中韩两国各方面的民间交往已经在快速扩
展，建立外交关系势在必行。而朝鲜显然



朝核问题的起起伏伏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

4

对此感到不满和失望，也更加孤立，此后
中朝高层互访几近中断，直到1999年朝鲜
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访
华方得以恢复。

时至今日，人们也许仍不能对当时朝鲜的
深刻危机感有足够的了解，需要认识到
的是，上世纪90代年初的一系列变故深深
刺激朝鲜决定“走自己的路”，这包括在安
全问题上的“核选择”。而在这一系列变故
中，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苏联/俄罗
斯和中国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之后，主动
顺应潮流，改善和发展了与韩国的关系，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为半岛停战直接当
事方之一的美国，没有采取明显的对应措
施改善与朝鲜的关系，它的盟国日本也没
有，从而错过了“交叉承认”、“恢复外交关
系”的良机。

1990年前后，美国根据卫星图片，认为朝
鲜正在秘密研制核武器；国际原子能机
构（IAEA）要求依据NPT对朝鲜进行核
查。1992年5月至1993年2月间，朝鲜接受
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的6次不定期核查，但
双方对检查的对象和结果意见不一。1993
年3月美韩恢复曾于1992年暂停的“协作精
神”联合军事演习，而此时国际原子能机
构提出要对朝鲜进行“特别核查”，面对双
重压力，朝鲜宣布退出NPT，这导致第一
次朝核危机的爆发。4月1日，国际原子能
机构将朝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而朝
鲜则认为，朝核问题本质是朝鲜同美国之
间的问题，而非朝鲜和国际原子能机构间
的问题，因此只能由朝鲜和美国通过协商
解决。

5  “U.S.-DPRK Agreed Framework,”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ebruary 15, 2001, https://2001-2009.state.gov/t/isn/rls/fs/2001/5284.htm.

1992年民主党总统比尔·克林顿上台后，
由于美苏两大阵营对抗的时代已经结束，
美国判断自身面临的最现实和直接的安全
威胁是日益增长的核与其他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的扩散。在此背景下，如何解决朝
鲜核问题成为克林顿在亚洲面对的首要课
题，美国开始重新审视朝鲜半岛局势。

在美国，施压和强硬立场一度占据主导
地位。1994年6月16日，美参议院通过决
议敦促克林顿采取行动，让美军作好“威
慑，并在必要的情况下击退朝鲜袭击”的
准备。但经过评估，美认识到对朝军事行
动会引发朝军对韩国的攻击，造成大量无
辜平民的伤亡。就在美商讨和评估军事方
案之际，美国前总统卡特赴平壤访问，并
面见了金日成主席，传回了朝愿就核问题
与美国谈判的信息，这促使克林顿政府改
变态度，选择了谈判的路径。

自1993年6月起，朝美双方分别在纽约和
日内瓦进行了三轮高级别会谈，双方最终
签署《关于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框架协议》
（以下称美朝框架协议）。5 其主要内容包
括：朝鲜同意放弃处在建设过程中的两座
石墨反应堆。作为补偿，美国将组织和领
导一个国际财团，以融资方式在尽可能早
的时间内向朝鲜提供价值40 亿美元、总发
电能力为1000兆瓦的两台轻水反应堆。为
解决反应堆替换过程中的能源问题，美国
将每年向朝鲜提供50万吨重油。在上述整
个过程中，主要是朝美直接谈判，包括中
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并未参与。

https://2001-2009.state.gov/t/isn/rls/fs/2001/52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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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朝框架协议》签署后，朝鲜半岛局势
缓和了下来，但是协议的落实工作进展缓
慢。美国牵头成立了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
织（KEDO），从国际上募集了一些资金
开始向朝鲜运送重油，以帮助朝鲜弥补能
源短缺造成的困难，宁边反应堆中8000根
废燃料棒则被取出封存。然而美、日、韩
帮助朝鲜拆卸石墨减速反应堆并为其建设
轻水堆的工作却一拖再拖，没有落实。

可以看到，克林顿在第一任期内成功化解
了第一次朝核危机。在第二任期，他试
图通过与朝鲜加强接触来彻底解决核问
题。1999年10月，美国官方发布了《美国
对朝政策评估：成果与建议》，指出要 
“采用全面、综合的方式应对朝鲜核武及
弹道导弹项目，以双边谈判为核心手段，
辅以与日本和韩国的三边协调”。但是在
对具体承诺的推进过程中，双方却都没有
表现出足够的意愿和行动力，框架协议中
的大部分内容未能及时得到落实。

到了克林顿执政的后期，朝美关系正常化
的大门一度打开了一条缝隙。2000年10月
9日，朝国防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赵明录
作为金正日特使访问美国。10月23日，时
任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对朝鲜进行了为
期两天的历史性访问，并与金正日会面。
奥尔布赖特访朝期间，向朝鲜领导人转达
了克林顿总统对改善美朝关系的设想，与
朝方就朝鲜核导问题以及将朝从“支持恐
怖主义国家名单”（简称：支恐国）中删
除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就互设联络处
和将联络处升格为外交代表处问题进行
协商，也探讨了安排克林顿访朝的可能

6 Madeleine Albright, Madam Secretary: A Memoir (New York: Miramax Books, 2003), 508.
7  “Text: President Bush Addresses the Nation,”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0, 2001,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nation/specials/

attacked/transcripts/bushaddress_092001.html. 
8     “DPRK stance towards terrorist attacks on U.S.,” 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 September 12, 2001, http://kcna.co.jp/item/2001/200109/

news09/12.htm#3.

性。奥尔布赖特回国后，美方甚至把安排
克林顿访朝、进而促成金正日访美提上了
日程，但由于美国当时已进入总统换届周
期，跛脚状态中的克林顿政府没有时间和
精力实现这个愿景了。据奥尔布赖特回
忆，就在离开白宫前一天，克林顿还向她
表示，自己应该去平壤，而不是留在华盛
顿为巴以问题做最后的斡旋。6

多年后我与奥尔布赖特就此交换过意见，
说到那也许是解决核问题的重要机遇，
可惜错过了。克林顿政府曾希望新一届美
国政府能够沿着自己任上开创的涉朝问题 
“新局面”走下去。然而，在2000年大选中
胜出的共和党新总统乔治·沃克·布什
（George Walker Bush）被新保守主义分
子包围着，他在竞选期间就不断批评《美
朝框架协议》。布什更是把矛头指向朝鲜
政府，抨击对朝接触政策反而帮助这个政
权避免了崩溃。显然，美国对朝鲜的政策
一直把“弃核”和“政权崩溃”搅合到一起考
虑，以至于常常混淆了哪个是主要目标。
而平壤很难理解这些变化，因此他们认定
美国从一开始就不是认真的。

小布什上任伊始就重审对朝政策，推翻
了克林顿政府改善关系的政策。八个月
后，2001年9月，在美国发生了严重的恐
怖袭击事件，美国政府宣布发动“反恐战
争”。7  值得一提的是，“911事件”后，朝鲜
外交部发言人在第一时间表态，说这是 
“令人惋惜和悲剧性的事件”，强调“作为
联合国的成员，朝鲜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
主义和对其的支持，这一立场不会改变”。8  
朝鲜的这个表态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对美强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nation/specials/attacked/transcripts/bushaddress_092001.html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srv/nation/specials/attacked/transcripts/bushaddress_092001.html
http://kcna.co.jp/item/2001/200109/news09/12.htm#3
http://kcna.co.jp/item/2001/200109/news09/12.ht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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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姿态，但小布什政府对此没有给予理
睬。在2002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小布什
总统将朝鲜列为“邪恶轴心”国家之一。9 

2002年10月，美国情报部门宣称发现了朝
鲜的秘密核计划，并掌握了朝鲜在国际市
场上进行技术和设备采购的证据，将朝鲜
与巴基斯坦秘密核交易的证据一并曝光。10 
布什政府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詹
姆斯·凯利紧急赴朝，在与朝副外相姜锡
柱的会谈中，他当面拿出朝进口用于铀浓
缩离心机的“证据”，而姜毫不掩饰，亲口
承认这一切都属实。11

这件事引发美国朝野震惊，看起来，朝鲜
在声称放弃研制以钚为原材料的核武器的
同时，又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偷偷
研发以铀为原材料的核武器。布什政府认
为朝背弃了《美朝框架协议》，由此宣
布终结双边谈判，12 而在朝鲜看来，美国
方面也没有履行框架协议中的全部承诺。
这次关系的破裂直接触发了第二次朝核危
机。

几乎在同一时期，美国开始拉盟国一道在
东海、黄海至印度洋一线实施“防扩散安
全倡议”（PSI）。13 12月，在美国授意下，
西班牙海军在也门外海拦截了载有“飞毛
腿”导弹的朝鲜货船“小山号”，后来，在得
到也门政府作出仅供本国使用且下不为例
保证的基础上放行，是为“小山号事件”。 
11月14日，美国主导的朝鲜半岛能源开

9  George W. Bush, “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 the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 the Union” (speech, Washington, DC, January 29, 2002),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29644.

10  David Sanger and James Dao, “A Nuclear North Korea: Intelligence; U.S. Says Pakistan Gave Technology to North Korea,”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8, 2002, http://www.nytimes.com/2002/10/18/world/nuclear-north-korea-intelligence-us-says-pakistan-gave-technology-
north-korea.html.

11  David Sanger, “North Korea Says It Has a Program on Nuclear Arms,”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7, 2002, http://www.nytimes.
com/2002/10/17/world/north-korea-says-it-has-a-program-on-nuclear-arms.html.

12 乔治·沃克尔·布什，《抉择时刻 乔治·沃克·布什自传》(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年)，第396页。
13 关于“防扩散安全协议”的更多阐述，请参见https://www.state.gov/t/isn/c10390.htm.

发组织（KEDO）决定停止向朝鲜运送重
油。朝方则认为美国中止供油属于违约，
并于12月12日宣布，将重启根据《美朝
框架协议》冻结的核计划。2003年1月10
日，朝宣布正式退出NPT。

作为NPT缔约国，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形式
的核武器扩散，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并彻底
销毁核武器。同时，中国主张通过谈判和
平解决分歧。既然《美朝框架协议》执行
不下去了，而美国又希望中方能够出面斡
旋，帮助解决问题，派鲍威尔国务卿到北
京来游说，经过慎重研究，并考虑到促朝
弃核也符合中方利益，中国政府决定接受
美方的请求。初步考虑邀请朝美双方来中
国进行三方会谈。鲍威尔访华后，中方于
2003年春派特使访朝，虽不乏困难，但访
问基本上是成功的，朝方同意尝试三方会
谈。但朝鲜的根本立场并没有改变，还是
希望与美方直接谈，理由是核问题由美国
对朝安全威胁引起，要解决也必须是朝美
直接达成协议。中方把朝鲜的要求和意见
转达给了美方，而美方则坚持不能再与朝
鲜单独谈，任何会谈必须在有中方在场的
情况下进行。朝美双方的要求是截然相反
的，中方抓住“谈”这个基本共识，以坚忍
不拔的精神居中斡旋，终于双方都同意派
代表到中国来谈一谈，美方与朝方可以在
三方框架内接触。

中国外交部于4月22日发表了公开信息，
表示：“中方一直主张通过对话和平解决

http://www.presidency.ucsb.edu/ws/?pid=29644
http://www.nytimes.com/2002/10/18/world/nuclear-north-korea-intelligence-us-says-pakistan-gave-technology-north-korea.html
http://www.nytimes.com/2002/10/18/world/nuclear-north-korea-intelligence-us-says-pakistan-gave-technology-north-korea.html
http://www.nytimes.com/2002/10/17/world/north-korea-says-it-has-a-program-on-nuclear-arms.html
http://www.nytimes.com/2002/10/17/world/north-korea-says-it-has-a-program-on-nuclear-arms.html
https://www.state.gov/t/isn/c103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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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核问题，这也是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的
共识。基于上述共识，将邀请朝鲜和美国
派代表团来中国进行会谈”。14

二、从三方会谈到六方会谈

中方通过积极介入，把各方拉回到了谈判
桌前。从2003年4月到2007年10月，举行
了一轮中、美、朝三方会谈和六轮有韩
国、日本、俄罗斯加入的六方会谈。过程
充满曲折，但对话使得朝核态势基本维持
在可控范围内。六方会谈中所形成的三份
文件——2005年《9·19共同声明》、2007
年《2·13共同文件》和《10·3共同文
件》——为对话谈判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打
下重要的政治基础。但令人遗憾的是，这
些协议在达成后却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变
故往往得不到执行，会谈常常陷入破裂，
局势一再地卷入螺旋上升的紧张状况。

三方会谈

2003年4月23至25日，中朝美三方会谈在北
京举行，我作为当时的中国外交部亚洲司
司长，与朝鲜外务省美国局副局长李根和
美国东亚及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凯利分
别率团与会。

但是会谈还未正式开始便戏剧性地遭遇僵
局。小布什总统有令在先，禁止美国代表
团成员同朝方单独进行任何形式的会面，
而朝方则希望能与美方单独谈。15 三方会
谈的前一天晚上是中方主办的宴会，美
朝代表都出席了，席间，朝方谈判代表李

14  “外交部：中朝美将会谈  面对面很重要”， 新华社，2003年4月22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04/22/
content_844845.htm.

15  戴秉国，第208页。

根借敬酒的机会与凯利单独说话，直接告
诉美方，朝鲜已经对乏燃料棒进行了后处
理。凯利随后把李根对他讲的话转述给
我，生气地说，他需要请示华盛顿如何应
对。第二天早上美方代表团声称，不能与
朝进行任何直接接触了，只能三方一起
谈。朝方代表团则因此而拒绝出席三方会
谈。经过中方居中反复劝说，朝方放弃了
退出会谈的打算，但是三方会谈实际上也
只是中方分别与朝方和美方谈。

这次三方会谈的尝试虽然艰难且不令人完
全满意，但朝美两国回到谈判桌前，让国
际社会看到了外交对话的可能性，紧张气
氛开始降温。朝方提交了一份以放弃核开
发和导弹试验换取美日韩经济援助和体制
保证的“一揽子计划”，这个方案体现了朝
鲜的基本立场和思路，实际上成为以后几
轮会谈朝方方案的基础。

三方会谈吸引了韩国和日本的强烈关注，
国际上对会谈也更加关注。美要求扩大多
边会谈，让韩日加入进来，中方对此没有
意见，同时认为也应该让俄罗斯加入。面
对各方释放的信号，中国继续发挥作用，
进行了大量静悄悄的外交斡旋活动，穿梭
访问，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围绕核问题朝
鲜的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即：朝鲜面对美
国敌视政策，需要发展核武器来保障自身
安全，朝鲜对美方已经无法信任。而中方
表示坚决反对朝鲜走拥核的道路，但是可
以理解朝鲜安全关切，支持多边谈判寻求
和平解决办法，而且愿意承担沟通协调并
主办更多会谈的责任。苏联解体之后，中
国成为朝鲜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和援助国，
朝方需要维系两国合作关系，认识到应尊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04/22/content_844845.htm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3-04/22/content_84484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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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中国这个友好邻国的意见，对中方的和
谈建议难以回绝。而美国方面的态度则是
非常强硬，小布什政府的立场是：保留军
事解决的选项，如何选择要看朝鲜参加谈
判的表现。中方向美方转达了朝鲜的意
见，同时也表达了自己清晰的立场：中国
坚决反对任何采用军事手段的企图，但是
可以支持通过和平谈判找到解决核问题的
妥协方案。

由此可见，无论是美方还是朝方，各自都
有两手打算：美方是可以谈，不行就打；
朝方是要么谈出一个结果，要么拥核自
保。而中方采取的策略是全力推动谈判，
同时坚决打掉双方另外的企图。

我记得在一次访问华盛顿过程中，美方一
再表示：“可以谈，但是军事解决的手段
也在桌子上”（“We can talk, but the mili-
tary option is also on the table”）。中方不同
意，强调如果美方坚持保留军事解决的选
项，朝方就要坚持保留拥核的选项了。后
来，美方对措辞做了调整，表示“军事解
决的手段还没有离开桌子”（“The military 
option is not off the table”）。这个说法和
前面的提法相比似乎没有太大区别——尤
其是对非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说，但美方
很坚持，说这是总统的意思。我曾经开玩
笑地问美方同事，如果“没有离开桌子”，
又不在桌子上面，会是在哪里？他说，你
可以发挥想象力。而当我把这个话转述给
李根时，对方瞪大了眼睛问我：“那是在
哪里？”

2003年7月，与朝鲜打过多年交道的外交
部副部长戴秉国作为特使前后访问朝鲜和
美国，劝说双方重启对话。在朝鲜，戴秉

16 戴秉国，第216-217页。
17 戴秉国，第217页。

国一行在与朝方同行长时间会谈之后，
受到金正日的接见。会见结束时，金说： 
“既然中国同志说可以再谈，那我们就再
试一试吧”。

这一轮斡旋的结果是，美方同意派代表团
尽快到北京来谈。在形式上，美方希望能
让韩日都加入进来，也不反对中方建议的
让俄罗斯参加。如果朝鲜希望三方谈，美
方同意再进行一次三方会谈，但坚持必须
紧接着就进入六方会谈。16 中方把美方的
意见转达给了朝鲜，朝方的回应很痛快，
说，只要美方同意与朝方直接接触，其他
要求都可以同意，也不妨就直接进入六方
会谈。17

有鉴于朝核问题的敏感性和朝美对立的严
重性，六方会谈会场的设计和布置都成
为困难的政治问题。由于六个国家关系微
妙，无法安排在长条桌子对面，我们把桌
子围成一个六边形，这样每个代表团都可
以坐在桌子的一边。会谈确定在钓鱼台宾
馆宽敞的芳菲苑进行。

更难的是如何安排朝美对话，朝方高度重
视与美方的双边接触，要求必须在独立
的空间与美方谈，而美方则坚持不能在单
独的房间谈，美朝接触时须与其他代表团 
“在同一个屋顶下”。我们想出办法在芳菲
苑大厅的角落用屏风、绿植和沙发隔出几
个独立的喝茶空间，用于会间休息，其中
一个专门保留给朝美代表团对话用。

我们分别邀请了朝鲜和美国驻北京的大使馆
官员来考察，他们都认可了，扫清了最后
的障碍。其实后来美朝对话越来越重要和深
入，他们主动要求转入了单独的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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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方会谈

2003年8月27日至29日，第一轮六方会谈在
北京召开，由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李肇星
主持开幕，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任中方
代表团团长。参加第一轮六方会谈的各国
代表团团长是：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
詹姆斯·凯利、朝鲜副外相金永日、俄罗
斯副外长亚历山大·洛修科夫、韩国外交
通商部次官补李秀赫、日本外务省亚洲和
大洋洲局局长薮中三十二。

朝方仍坚持一揽子解决核问题，提出的方
案主要分为四个阶段，每阶段都要求美
国“同时行动”。

美方则强调朝鲜应迈出第一步，须首先
以“全面、不可逆转和可验证”的方式弃核
（“complete, verifiable, and irreversible dis-
mantlement”，简称：CVID），然后才能
讨论其安全保障问题。

当年一则来自利比亚的声明引人注意。那
年12月，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宣布“彻底
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接受国际原
子能机构的核查，全盘交出了手中的核研
发成果。美国随即解除对利制裁，摘掉了
利“支恐国”的帽子，并建立了外交关系。
一时间，利比亚成了西方国家眼中消除核
生化武器和远程导弹的“模范生”。也许美
国曾试图以此为例打动朝鲜，但八年后利
比亚局势的剧烈变化及其后果对朝鲜在核
问题上的态度产生了反向的影响。

18  第二轮六方会谈各代表团团长分别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朝鲜副外相金桂冠、美国东亚暨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凯利、韩
国外交通商部次官补李秀赫、日本外务省亚洲和大洋洲局局长薮中三十二和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洛修科夫。

19  乌是原苏联境内部署有战略核武器的4个加盟共和国之一。苏联解体后，乌继承了在其领土上的大量苏联核武器。1994年1月，
俄、美、乌在莫斯科签署销毁乌境内核武的三方协议，乌开始逐步销毁境内的发射井，并把卸下的1300枚核弹头和600多枚巡航导
弹弹头运往俄罗斯。2001年10月，乌正式成为无核国家。

20  “Full text of Chairman’s Statement of 6-party talks,” China Daily, February 29, 2004, http://www.chinadaily.com.cn/english/doc/2004-
02/29/content_310346.htm.

21  第三轮六方会谈各代表团团长分别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王毅、朝鲜副外相金桂冠、美国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凯利、韩国外交通
商部次官补李秀赫、日本外务省亚洲和大洋洲局局长薮中三十二和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洛修科夫。

2004年2月25日至28日，第二轮六方会谈
在北京继续举行。18 会谈焦点在于解决核
问题的目标和第一阶段措施。会谈中，美
坚持朝应同利比亚一样，先放弃核计划并
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中、俄、韩三
国则倾向“乌克兰模式”，强调若朝主动弃
核，应尊重其主权并给予安全保障。19

本轮会谈通过了六方会谈启动以来发表
的第一份书面文件——《主席声明》，强
调：各方表示致力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目
标，通过对话和平解决核问题；各方表示
愿意和平共存，并同意采取协调一致的步
骤解决核问题及其他关切。20

同年6月23日至26日，第三轮六方会谈召
开。21 朝方仍坚持“冻结换补偿”，但首次表
示冻结是为了最终弃核。美方也展现一定
的灵活性，提出了五阶段的弃核方案。第
三轮会谈虽然没有实质性协议，但是最终
达成了“以循序渐进的方式，按照口头对
口头、行动对行动”原则解决朝核问题的
重要共识。这是中方在开启六方会谈以来
就反复强调的，要求美朝相互同时迈出步
伐。

第四轮六方会谈与第三轮间隔了13个月之
久。导致会谈中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
小布什政府在连选连任前后对朝态度更
趋强硬，多次将朝鲜领导人称为“暴君”，
将朝鲜称为“暴政前哨”。另一个原因是，
韩国在2004年9月初承认曾秘密提炼武器
级钚和浓缩铀材料，这引起朝方强烈不

http://www.chinadaily.com.cn/english/doc/2004-02/29/content_310346.htm
http://www.chinadaily.com.cn/english/doc/2004-02/29/content_31034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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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2005年2月10日，朝鲜宣布已经制造
出核武器，并无限期中止参加六方会谈。
美国则在6月底首次对朝实施金融制裁。

中国并未放弃斡旋，13个月后朝鲜同意重
返六方会谈。第四轮六方会谈第一阶段
会议和第二阶段会议分别于2005年7月26
日至8月7日和9月13日至9月19日在北京举
行。22 这轮六方会谈最大的成果是在9月19
日达成了《第四轮六方会谈共同声明》 
（以下称《9·19共同声明》）。这是一
份成功地凝聚了各方共识的重要文件，其
意义在于：朝鲜首次承诺放弃一切核武器
及现有核计划，韩国也明确表态不发展核
武器；美国同意在适当时候讨论向朝提供
轻水堆；美、日首次正式承诺将采取步骤
实现与朝鲜关系正常化；首次谈到朝鲜半
岛和平机制问题和东北亚安全问题。

这 是 六 方 会 谈 以 来 达 成 的 第 一 份 共 同
声 明 ， 作 为 解 决 朝 核 问 题 的 路 线 图 ，
《9·19共同声明》让人们看到了一线曙
光。但曙光却又很快被美国对朝鲜金融制
裁的乌云所遮蔽。

2005年9月23日，几乎就在六方会谈进行
的同时，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美国财
政部根据情报机构提供的信息，公开指责
澳门汇业银行替朝鲜在该行开设的多个账
户“洗钱”、“流通伪钞”，所获资金用于“支
持恐怖主义”。9月9日，美国提出冻结朝
在澳门汇业银行的2500万美元资金。10月
21日，美又宣布将8家朝鲜企业列入黑名
单，冻结其在美资产。汇业案虽然表面上

22  第四轮六方会谈各代表团团长分别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朝鲜副外相金桂冠、美国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希尔、韩国
外交通商部次官补宋旻淳、日本外务省亚洲和大洋洲局局长佐佐江贤一郎和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

23  第五轮六方会谈各代表团团长分别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朝鲜副外相金桂冠、美国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希尔、韩国
外交通商部次官补宋旻淳、日本外务省亚洲和大洋洲局局长佐佐江贤一郎和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

24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718, “Non-proliferation/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October 14, 2006, http://
www.un.org/press/en/2006/sc8853.doc.htm.

看与朝核问题没有直接关联，但对朝核问
题的解决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11月9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第五轮六方会
谈第一阶段会议时，朝鲜代表团仍如期而
至。23 但在第一阶段会议之后，美国于12
月开始对朝实施金融制裁。面对美国不断
加大的制裁力度，朝鲜公开声称，若美不
肯取消经济制裁，将不再重返六方会谈。
而美国没有松手，2006年4月美国财政部
进一步加大了对朝鲜的制裁力度。

由此开始，今天已被人们熟悉的围绕朝核
问题的“制裁-试验-再制裁-再试验”的恶性
循环开始了。美国不断升级的制裁没能阻
止朝鲜升级武器试验的步伐，2006年7月
5日，朝鲜向日本海试射7枚导弹，10月9
日，朝鲜宣布成功进行了地下核试验。

同年10月14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5票赞成
一致通过了美国提出的1718号决议。决议
要求：所有联合国成员对朝鲜实施与核武
器及技术、大型武器和奢侈商品有关的禁
运；要求朝鲜不再进行核试验、暂停与弹
道导弹有关的所有活动。24

2006年10月，中方与六方会谈其他成员展
开了新一轮密集磋商和协调。终于在11月
1日，朝鲜宣布重返六方会谈。同期，美
国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在参众两院同
时占据多数，力主对外逞强和军事冒险的 
“新保守主义”在美国退潮，对朝强硬势力
在小布什政府中的影响也随之下降。

http://www.un.org/press/en/2006/sc8853.doc.htm
http://www.un.org/press/en/2006/sc8853.do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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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18日至22日，第五轮六方会谈
第二阶段会议召开。25 2007年2月8日至13
日，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三阶段会议在北京
继续进行，会谈的最大成果是通过了共同
文件《落实共同声明起步行动》（以下
称《2·13共同文件》）。《2·13共同文
件》主要包括一系列平行行动，包括朝方
以最终废弃为目标关闭并封存宁边核设
施，以及申报和最终放弃全部核项目。朝
美将开始双边谈判，美将启动不再将朝列
为支恐国家的程序。其中，朝鲜同意申报
所有核计划是一个很大进步。

《2·13共同文件》签署后，半岛局势出
现了一定程度好转，朝韩部长级对话恢
复，2007年3月1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
事巴拉迪赴朝，商讨关闭和封存宁边核设
施的具体细节。同日，金桂冠访美，这是
凯利2002年10月访朝后，朝鲜对美国的一
次“破冰之旅”，也是朝美第一次就关系正
常化问题开展谈判。

与 此 同 时 ， 对 朝 制 裁 日 益 成 为 阻 碍
《9·19共同声明》和《2·13共同文件》
履行的障碍。朝鲜坚持将取消制裁作为关
闭宁边核设施的一个先决条件，但美方却
不能同意。

2007年3月，在第六轮六方会谈第一阶段
会议于北京召开之际，美方宣布汇业银行
涉朝资金将被转账到中国银行，朝鲜承诺
将这笔资金用于人道主义和教育。26 中间
的一个插曲是，由于某种“技术问题”，这
笔钱并没能马上转入中国银行账户，而朝

25  在第五轮六方会谈第二阶段会议中，韩国外交通商部次官补千英宇接替宋旻淳出任韩国代表团团长，俄罗斯驻华大使谢尔盖·拉
佐夫接替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出任俄罗斯代表团团长。

26  第六轮六方会谈各代表团团长分别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武大伟、朝鲜副外相金桂冠、美国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希尔、韩国
外交通商部次官补千英宇、日本外务省亚洲和大洋洲局局长佐佐江贤一郎和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洛修科夫。

鲜认为己方已经履行了相应义务，在澳门
汇业银行问题中没有尽到义务的是美国，
因此在澳门汇业银行问题解决前，朝“就
不会采取下一阶段措施”。直到6月25日冻
结资金问题得到解决，朝才开始恢复履行
《2·13共同文件》。7月14日，朝鲜关闭
宁边核设施，韩国提供的6200吨重油抵达
朝鲜。同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
返朝鲜，前往宁边地区监督和验证关闭核
设施。至此，应该说，朝核问题的解决终
于开始迈出重要的步伐。

2007年9月1日，美朝工作组在日内瓦举行会
谈。朝方表达了申报所有核计划和“去功能
化”的明确意愿，美方则承诺把朝鲜从“支
恐国”名单中去掉。但是，在9月25日联合
国大会上，小布什总统发表演讲，将朝鲜
等国称为“残酷政权”（“brutal regime”）， 
表明美国对朝鲜政权的态度仍然相当负
面。

2007年9月27日到10月3日，第六轮六方
会 谈 第 二 阶 段 会 议 进 行 。 六 方 签 署 了 
《“落实共同声明第二阶段行动”共同文件》 
（以下称《10·3共同文件》），“去功能
化”和“申报”是两大重点。其中要求朝鲜：
一、对宁边原子能研究中心5兆瓦实验性
反应堆、后处理厂（放射化学实验室）及
核燃料元件制造厂进行去功能化；二、在
2007年12月31日前对其全部核计划进行“完
整、准确”的申报。《10·3共同文件》还
对美朝、日朝进一步改善双边关系提出了
要求。11月5日，宁边三个核设施开始去
功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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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到了2008年1月，朝鲜在去功能化完成
75%后，其他国家提供的重油、设备和物
资援助并没有到位，朝方开始犹豫，并以
此为由，放缓了去功能化步伐。

与此同时，申报开始成为新的争议焦点。
美朝在申报问题上主要存在三点分歧：
一、钚材料数量；二、朝鲜是否存在浓缩
铀项目；三、朝鲜与叙利亚是否存在核合
作。由于这些分歧和争议的存在，朝鲜并
未按照规定在2008年1月1日前完成申报。

经过各国间多轮磋商，以及美朝于2008年
3月和4月在日内瓦和新加坡会晤，双方在
申报和将朝鲜从“支恐国”名单除名问题上
逐渐形成共识。朝鲜提交了宁边反应堆运
行记录，美国可以此为依据计算朝鲜的钚
数量。美国对此举是充分肯定的，称之为
核查朝鲜核计划的“重要一步”。美国的义
务则是在45日内将朝鲜从“支恐国”名单中
去掉。 

但是，就在朝鲜提交申报书当天，赖斯在
华尔街日报撰文提出“验证”问题，要求对
朝鲜申报予以核查。27 朝鲜强烈反对美国
将验证与“除名”挂钩的做法，而且提出，
《10·3共同文件》并未包括验证条款。8
月11日，鉴于美国并未在45天内完成将朝
鲜从“支恐国”除名的承诺，朝鲜宣布“暂停
去功能化作业，同时考虑按原状恢复宁边
核设施”，并驱逐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
人员，局势骤然紧张。直至10月初，希尔
访问朝鲜，美朝就验证问题达成协议，美
国宣布将朝鲜从“支恐国”名单中除名，朝
鲜随后重新启动去功能化作业，表示接受
去功能化阶段验证措施。

27  Condoleezza Rice, “Diplomacy Is Working on North Kore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June 26, 2008.

至此，在过去的6年左右的时间内，六方
会议虽然周折和反复不断，在顿挫中艰难
前行，但总体上维持了半岛稳定，更重要
的是坚持了无核化和谈判解决分歧的大方
向。但是这个进程未能持续下去。

三、2009年至今朝核问题的螺
旋式升级与激化

截止到2016年11月，朝鲜已进行了五次核
试验，其中第一次是在2006年，发生在因
为汇业银行问题和美方制裁而导致六方会
谈中断之后，此后的四次都发生在2009年
之后，而这期间六方会谈由于事态发展的
步步升级、不断激化的恶性循环完全陷入
停滞。

2009年1月20日，巴拉克·奥巴马就任美
国总统。此前大约一年，主张对朝强硬的
李明博接替卢武铉成为韩国总统。同过去
一样，相关国家领导人变动再次给半岛局
势带来了新的变化和不确定性。

新上任的奥巴马政府认为朝鲜在小布什
政府的后期已逐渐偏离了《9·19共同声
明》和《2·13共同文件》中所做的承
诺，在欺骗和讹诈美国的道路上越走越
远，反对美国与朝做交易的声音开始在华
盛顿形成“政治正确”——特别是在军界和
国会山上。另外一个特殊的背景是，奉行
自由主义世界观的奥巴马在竞选时反复强
调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并提出构建“无
核世界”的主张，上任后更把推动国际核
裁军和倡导全球核安全合作当作颇为优先
的外交议程。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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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奥巴马政府在朝核问题上不可能沿着小
布什执政末期那种与朝鲜达成妥协的路径
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很难完全走上示强的
道路。

奥巴马在2009年１月20日发表的就职演说
中对“美国的敌人”们宣称：“如果你们愿意
松开拳头，我们就会向你们伸出手”。28 这
一表述让人印象深刻。希拉里·克林顿出
任国务卿前的参议院听证会也显示出，奥
巴马政府在处理美朝关系时会比小布什政
府采取更为灵活和开放的措施。29

然而，朝鲜对这种缓和性姿态没有马上给
以积极回应，入春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导
致局势骤然升级。3月，朝鲜扣留两名在
中朝边境地区采访时未经许可进入朝境
内的美国女记者，同年8月克林顿前总统
赴朝带回了她们。4月5日，朝鲜宣布发射 
“光明星2号”试验通信卫星，紧接着在23
日宣布退出六方会谈。4月25日，朝鲜外
务省宣布，已开始对从试验核反应堆中取
出的乏燃料棒进行再处理。5月25日，朝
鲜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朝鲜采取这种强
硬姿态，显然在对形势的研判下对继续谈
下去失去了兴趣，更加倾向于走拥核的道
路。很难判断朝鲜这样做是因为韩国的政
治变化，还是对六方会谈失去了信心。

2009年6月12日，安理会以15比0全票通过
第1874号决议，对朝鲜核试验表示“最严厉
的谴责”，要求朝鲜立即全面执行第1718号
决议。决议还对限制朝鲜进出口武器、检
查进出朝鲜的船只、在公海检查与朝鲜有
关的船只及防止外部资金流入朝鲜并被用
于研发导弹和核武器等做出明确规定。

28  Barack Obama, “President Barack Obama’s Inaugural Address” (speech, Washington, DC, January 21, 2009), https://www.whitehouse.gov/
blog/2009/01/21/president-barack-obamas-inaugural-address.

29  “Transcript of Hillary Clinton’s Confirmation Hearing,”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anuary 13, 2009, http://www.cfr.org/elections/
transcript-hillary-clintons-confirmation-hearing/p18225.

2009年10月4日至6日，中国总理温家宝访
朝，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举行会见，期间
再次做了劝说工作。随后形势在2010年1
月出现些许缓和，朝鲜表示愿意在六方会
谈框架内与美方签订和平协议，条件是六
方会谈前先取消对朝鲜制裁。美方则要求
应先重启六方会谈，在会谈框架内讨论缔
结和平协定。

2010年3月26日，“天安号事件”爆发。韩国载
有104人的“天安”号警戒舰在黄海朝韩两国
争议海域白翎岛和大青岛之间巡逻时，船尾
发生不明原因爆炸后沉没，造成46名船员遇
难。美韩立即指责是朝鲜潜艇向天安号发射
鱼雷造成爆炸沉没，俄罗斯参加了事后开展
的国际调查，而中方没有。朝鲜从未承认是
自己所为。此事导致韩国宣布中断与朝鲜的
贸易、交流与合作。这一突发事件无疑进一
步加剧了各方不信任和造成半岛局势再度滑
向新的紧张。尤其美韩此后对朝鲜的不信任
感和对立情绪日益深化。

5月12日，据朝鲜《劳动新闻》，朝鲜科
研人员在开发核聚变反应技术方面取得
了“值得自豪的成果”。在韩美外交和国防
部长“2+2”会谈后不久，美国国务院和财
政部以支持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
对朝鲜5家实体和3名个人实施制裁。

这期间中方不间断地做工作，力图恢复
六方会谈。2011年3月15日，朝鲜外务省
发言人表示，朝鲜将无条件地参加六方会
谈，且不反对在六方会谈中讨论铀浓缩问
题。这一年10月，朝分别与韩国、美国、
俄罗斯代表会谈，表示愿意无条件重返六
方会谈。

https://www.whitehouse.gov/blog/2009/01/21/president-barack-obamas-inaugural-address
https://www.whitehouse.gov/blog/2009/01/21/president-barack-obamas-inaugural-address
http://www.cfr.org/elections/transcript-hillary-clintons-confirmation-hearing/p18225
http://www.cfr.org/elections/transcript-hillary-clintons-confirmation-hearing/p18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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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7日，金正日突然病逝。

还有一件发生在2011年的国际大事需要提
及。这一年2月，作为“阿拉伯之春”的一
环，利比亚出现反对卡扎菲的示威游行，并
很快演化为内乱。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
通过“1973号”决议，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
区。3月19日起，法、英、美等西方多国对
已经在2003年宣布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
利比亚发动空中军事打击。10月20日，卡扎
菲在苏尔特落入反对派手中惨死。而卡扎菲
在动荡局势下最后的演讲中提到，金正日会
看着我笑。确实，朝鲜密切关注着利比亚的
事变，朝鲜《劳动新闻》4月18日发表文章
宣称，“近年来，迫于美国的强权和压力而
中途弃核的一些国家的悲惨遭遇，更加明确
地证实了朝鲜的选择何等明智和正确”，“这
样才能保证国家和民族的自主权”。

利比亚局势和阿拉伯之春或许对朝鲜沿着
核道路走下去有所影响，但当时朝鲜仍然
同意继续对话，直到2011年底金正日去世
之前，他一直强调“无条件重启六方会谈”
的立场。金正日的小儿子金正恩接班之
初，围绕朝核问题的沟通仍沿着金正日去
世前的轨道行进。

2012年2月23日至24日，在六方会谈一时仍
无法重启的情况下，朝美第三次高级别会
谈在北京举行。双方再次确认履行《９·
１９共同声明》，认为在签订和平协定之
前，停战协定是朝鲜半岛和平与稳定的基
石。双方同意同时采取一系列建立信任的
措施，以改善朝美关系。

2月29日，朝、美国分别同时公布了在北
京达成的协议内容，此即后来人们所说
的“2·29协议”。双方分别公布的内容并不
一致，但综合起来大体包括：朝暂停核试

验和远程导弹试射，暂停铀浓缩活动，允
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进行核查监督；美
方表示不敌视朝鲜，愿意改善关系，扩大
交流。美将向朝供24万吨营养食品。

在此后双方讨论落实协议的过程中，对协
议是否包括卫星解释不同, 朝鲜认为“2·29
协议”中暂停远程导弹试射并不包括发射
卫星，而美方则坚称是包括的，这可能是
最说不清楚的一笔糊涂账。

2012年4月13日上午，朝发射了首颗应用
卫星“光明星３号”，美国政府随后宣布
将不会履行与朝先前达成的粮食援助协
议。5月2日，联合国安理会朝鲜制裁委员
会更新制裁名单，新增３家朝鲜实体。5
月13日，朝鲜第十二届第五次最高人民会
议修改宪法，序言中写道：“金正日同志
使我们祖国变成不败的政治思想强国、核
拥有国、无敌的军事强国”。

6月1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指责朝鲜继续
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宣布把对朝制裁举
措延长一年。12月12日，朝鲜宣布成功发
射了第二颗“光明星３号”卫星，外界普遍
认为朝鲜发射的是“大浦洞2”导弹。2013年
2月12日，朝鲜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3月
7日，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094号决议，对
朝鲜实施第三次核试验予以谴责并采取新
一轮制裁措施。4月2日，朝鲜原子能总局
发言人表示，朝鲜将重新启动曾于2007年
关闭封存的宁边5兆瓦石墨减速反应堆。

进入2014年，自韩美“关键决断”联合军演
于2月24日启动后，朝鲜频繁发射类似导
弹的飞行物及火箭炮。

2015年5月20日，朝发表声明，称该国的 
“核打击能力已经实现小型化和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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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态在2016年进一步升级，对立双方针尖
对麦芒。1月6日，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
验。1月13日，韩国总统朴槿惠在记者会
上表示，韩国政府将研究有关引进末段高
空区域防御系统（THAAD，即“萨德”系
统）事宜。

2月7日，朝鲜宣布用远程火箭发射一颗卫
星。3月2日，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会议，以
15票赞成一致通过了涉朝鲜问题的第2270
号决议，决定实施一系列制裁措施。

2016年3至4月，韩美举行了大规模的 “关键
决断”和“鹞鹰”联合军演，有超过30万名韩
国军人和1.7万名美国军人参加，航母战斗
群、战略轰炸机等战略武器也加入演习。
无论武器质量还是官兵数量，均为历次
军演之最，并将对朝“斩首作战”列为演练
内容。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韩几乎每
年都举行“关键决断”、“乙支自由卫士”、 
“协作精神”等联合军事演习，近些年演习
规模日趋增大、针对性日益增强。作为应
对和准备，朝鲜往往会动员军民进入战备
状态，调动军队布防和征召后备役增强常
备军。可以想见，这不仅制造紧张气氛，
也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给朝鲜国民经
济带来沉重的负担，也严重影响到民众生
活。

朝鲜随后五次试射舞水端导弹。6月1日，
美国财政部称朝鲜为“头号洗钱机构”，并
于7月6日首次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列入制
裁名单。7月至8月，朝鲜又向半岛东部海
域发射数枚飞行距离为500公里的导弹。

8月22日，韩美启动“乙支自由卫士”年度联
合军演。为了抗议美韩军演，朝鲜又于8
月24日向朝鲜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潜射
弹道导弹。9月5日，朝鲜再次向海上发射

了三枚弹道导弹。9月9日，朝鲜进行了第
五次核试验。

在朝鲜第五次核试验82天后，联合国安理
会于11月30日一致通过了针对朝鲜第五次
核试验的第2321号涉朝制裁决议，其中最
受关注的部分是对朝鲜最大的重要出口物
资——煤炭出口总量设定了限制。中国呼
吁各方还是应尽快重启对话，以和平、外
交和政治方式解决问题。

回顾奥巴马政府两任的八年，美国总是
将朝核问题和朝鲜内部问题放到一起考
虑。确实，媒体关于朝鲜政权“残暴性”的
说法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的不安。奥巴马
采取的是对朝“战略忍耐”政策，其内涵就
是，无论朝鲜怎样显示姿态，美国就是不
对朝鲜的安全关切做任何实质性回应。你
想接触我就跟你接触，但不会谈出什么具
体进展，你要对抗我就强化制裁。归根结
底是要通过不断地施加压力来促使朝鲜政
权垮台，即所谓以压促变。尽管美国通过
纽约、平壤、吉隆坡等渠道与朝保持着秘
密和半公开的双边接触，但只要朝拒绝拿
出弃核姿态，这种接触的作用就十分有
限。2009年以来的事态显示，奥巴马政府
这种隐形的强硬对朝政策与朝鲜坚决的拥
核意志相遇，彼此负面印证，不仅没有缓
解半岛紧张局势，而且成为局势螺旋恶化
的滑轨。

随着朝鲜核导计划不断取得新的进展，美
国对朝鲜的“忍耐”正在快速消耗，据说华
盛顿已经在重新评估朝鲜对美国本土的威
慑潜能，至少可以判断，朝最终获得这种
能力的“时间轴”是缩短了。而美国国内政
治中的反朝、厌朝情绪日甚，关于朝鲜国
内事态的真伪难辨的负面报道充斥媒体，
国会山上指责奥巴马政府对朝“软弱”、“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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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声音越来越响亮。特朗普执政后，
把朝核问题当作在亚洲需要优先处理的安
全挑战，从军界、战略界也传出美将与同
盟国调整、完善对朝“定点打击”预案的消
息。这又给朝鲜半岛的未来蒙上了新的不
确定性。

对 中 方 来 说 ， 一 个 新 增 加 的 严 重 关 切
是，2016年7月8日，美韩宣布在韩国部署 
“萨德”反导系统。“萨德”系统使用的AN/
TPY-2型X波段雷达，号称当今世界上最
大、功能最强的陆基移动雷达。根据工作模
式的不同，该型雷达的最大探测半径在1200
千米至2000千米左右，对于弹体尚未分离的
上升段中远程和洲际导弹的探测距离在2000
千米以上，且能在580千米左右的距离精确
评估目标弹头的预计位置或假弹头。

即便基于最谨慎的估计，该型雷达如果在
韩国部署，也将能对中国东北、华北、
渤海、黄海的部分地区进行照射，这将一
定程度上削弱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破坏
东北亚本就十分不对称的战略平衡。考虑
到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已经有强大的导弹
防御体系，韩国部署的“萨德”系统如果与
日本的两部X波段雷达、关岛的“萨德”系
统组网或共享情报，并与该地区美、日、
韩大量的海基宙斯盾、陆基爱国者系统配
合，美国的预警和拦截能力将因此得到大
幅加强，这将更进一步危及到中国的战略
安全。

中国还担心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仅仅是
美国在亚太以零和方式寻求己方绝对安全
的一个新的开端，且已有消息称，美国还
意图在日本和东亚其他国家部署“萨德”系
统，如此下去，中美间将不得不面对更严
峻的战略平衡问题，亚太地区战略领域的
军备竞赛将愈发难以避免。

结语

朝核问题下一步何去何从，令人关注。从
目前趋势看，有三种局面可能出现：

第一种局面，继续目前“制裁-试验-再制
裁-再试验”的恶性循环。朝鲜相对封闭，
独立性较强，制裁虽能造成很大压力，但
不会使国家撑不下去。而制裁之下的朝鲜
更不会放弃核开发，事实上，朝鲜正是
在受到制裁后才开始核试验的，五次核试
验也是在一次比一次严厉的制裁之下发生
的。因此不难判断，这种局面会使朝核问
题拖下去，制裁升级和朝鲜核导试验相互
刺激的循环反复出现，直到朝鲜核导技术
达到“临界点”。届时，反对朝鲜拥核的各
方将面临两难选择：是采取极端手段导致
不可控的结果？还是容忍朝鲜拥核？

导致上述局面难以改变的原因有以下两个
方面：一是朝拥核决心十分坚定。在过
去半个多世纪里，朝鲜一直受困于外部安
全压力，多次参与和平谈判未能获得安全
保障，加之这些年发生在其他国家的事
例，导致其不断明确和强化了拥核自保的
选择。二是美不愿在朝核问题上做任何妥
协，不能与朝做交易，这在美国各界已成
为高度政治共识，特别是在军界和战略
界。同时，美国心有旁骛，借半岛紧张局
势不断强化在东北亚的战略部署和军事活
动，不能聚焦于解决朝核问题。考虑到美
国政策的惯性，转弯阻力很大。美国新任
总统特朗普是否能摆脱旧的惯性，仍存在
疑问。

如同以往，每当美国试图调整对朝政策，
选择军事手段的声音就会上升，而每次
分析权衡之后，就会意识到无论何种军事
方案，都将不可避免地带来巨大的平民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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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而且结局难以控制。而军事解决选项
的存在，也是造成半岛局势不稳定和相关
国家间不互信的重要根源之一。随着当前
局势不断趋近“临界点”，美国对其动作更
谨慎的评估，以及中美和其他相关国家对
下步对策更好的协调，就显得愈发重要。

第二种局面是朝鲜政权垮台，这是美韩最
期待的。美对朝政权长期采取不认可和敌
对的立场，“政权更迭”一直是其对朝政策
的主要目标，这也是奥巴马政府“战略忍
耐”政策的重要立足点。在很大程度上，
美对朝不断加大制裁力度，只压不谈，就
是期待能以制裁促使朝鲜内部发生变化。
而对朝接触、对话在美国内易被视为助朝
稳定，阻碍实现其政权的垮台。这也导致
朝鲜认定美国不愿放弃对朝敌对政策，因
而要强力应对。

现实情况是，近年朝国内农业和经济进入
恢复阶段，民生状况相比最困难时期有了
改善。金正恩接任朝鲜最高领导人后已基
本稳住局势，虽然朝鲜国内政策和表现令
外界反感，但将解决核问题的希望寄托于
朝政权短期内崩溃恐难以实现。

第三种局面是恢复对话和认真谈判，使核
问题得到缓和甚至解决。应该承认，重
启对话并不容易，因为多年来美朝间已极
度互不信任，六方会谈的起伏甚至倒退也
削弱了各方的信心。但经验证明对话的好
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对话可以稳定朝
核态势，为解决彼此关切创造条件。二是
对话是通往达成协议的必由之路。六方会
谈经过艰苦谈判曾经达成《9·19共同声
明》、《2·13共同文件》和《10·3共同
文件》，凝聚了各方最大共识，为政治解

30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Meets the Pres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March 8, 2017, http://www.
fmprc.gov.cn/mfa_eng/zxxx_662805/t1444204.shtml.

决提供了路线图。导致会谈的破裂恰是因
为达成的共识和协议得不到贯彻执行，而
会谈停滞后才出现朝核问题不断升级。值
得注意的是，近年朝鲜在发展核导技术上
一步一个台阶，朝核问题的现状和谈判的
基点已远远脱离了2003年启动六方会谈时
的原点。若能再度恢复对话，各方能否现
实、理性地接受上述事实，不预设任何前
提地谈起来，这将是决定对话能否成功的
重要因素。换言之，任何一方如果刻舟求
剑般地试图回到过去，那么对话仍可能无
法成功。所以，目前看，中方提出的“双
暂停”可以是一个现实的起点。

在2017年3月在中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的记
者招待会上，王毅外长指出：“为应对半
岛的危机，中方的建议是，作为第一步，
朝鲜暂停核导活动，美韩也暂停大规模军
演，通过‘双暂停’摆脱目前的安全困境，
并且使各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前。之后，按
照‘双轨并进’思路，将实现半岛无核化和
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结合起来，同步对等地
解决各方关切，最终找到半岛长治久安
的根本之策”。30 换言之，中方提出的“双
暂停”是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的。

在2017年4月于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的中
美元首会晤及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中，
中美双方就朝核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中
方重申坚持半岛无核化、坚持维护半岛
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
表示将继续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涉朝决
议。中方介绍了解决朝核问题的“双轨并
行”思路和“双暂停”建议，强调希望找到复
谈的突破口。中方还重申反对美方在韩部
署“萨德”反导系统。在这次会晤中，双方

http://www.fmprc.gov.cn/mfa_eng/zxxx_662805/t1444204.shtml
http://www.fmprc.gov.cn/mfa_eng/zxxx_662805/t1444204.shtml


朝核问题的起起伏伏
约翰·桑顿中国中心

18

确认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目标，同意就
半岛问题保持密切沟通与协调。会晤为中
美及相关各方增进了解带来了信心，也为
未来在东北亚地区营造一个更具包容性的
安全环境带来了希望。

总 之 ， 在 半 岛 问 题 上 ， 中 国 的 利 益 在
于 确 保 无 核 化 和 防 止 东 北 亚 乃 至 亚 太
的和平安全环境遭到破坏，中国的责任
在 于 积 极 主 动 发 挥 作 用 ， 以 和 平 方 式
实 现 上 述 目 标 ， 最 终 达 成 半 岛 和 平 协
议 ， 与 各 方 共 同 努 力 营 造 一 个 和 平 、
合 作 的 地 区 环 境 。 同 时 ， 中 国 也 要 坚
决 阻 止 和 防 止 半 岛 发 生 大 的 动 荡 和 战
乱。只有坚持对话，用安全换安全，才
能走出东北亚安全的“怪圈”和“死结”， 
避免让东北亚成为一片“黑暗森林”。31

31 刘慈欣，《三体II：黑暗森林》（重庆：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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