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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华盛顿1月6日电（记者 朱东
阳 刘晨）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说，愿意和朝
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展开有条件对话。他
表示，希望韩朝两国将于 9日举行的会谈
能超出奥运会范畴。

特朗普当天在美国马里兰州戴维营对
媒体说，他对与金正恩通过电话进行对话
持开放态度，但这“并非没有前提条件”，美
国对朝立场非常“坚决”。

谈到韩朝定于 9日举行的会谈，特朗
普说，“百分百支持”会谈举行，希望会谈内
容能“超出奥运会范畴”。

韩国统一部5日确认，朝鲜同意9日在
板门店韩方一侧“和平之家”举行韩朝高级
别会谈。会谈将讨论包括韩国平昌冬奥会
参赛事宜在内的韩朝关系改善等问题。

金正恩 1日表示，朝鲜有意派代表团
参加平昌冬奥会，北南当局可就此进行紧
急会谈。韩国政府 2日向朝方提议 9日在

板门店举行韩朝高级别会谈。金正恩 3日
下令重新开通板门店朝韩联络热线。对于
半岛出现的和平信号，美国国务院和白宫
发言人近日表示，韩朝之间无论开展什么
形式对话，美国都怀疑朝鲜诚意。在朝鲜
作出弃核的明确努力前，美国对韩朝间任
何形式对话“不会当真”。

去年以来，朝鲜进行核试验并多次试
射导弹，美韩两国则扩大军演规模，朝鲜半
岛局势不断呈现紧张态势。特朗普政府上
任以来，坚持奉行所谓“最大施压”政策，以
期迫使朝鲜弃核，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今年 1月中旬，美国将和多国在加拿大温
哥华举行会议，商讨下一步朝核问题解决
策略。

左图 1月6日，在美国马里兰州戴维
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讲话。特朗普
说，愿意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展开有
条件对话。 新华社发

新华社首尔 1月 7 日电（记者 陆睿
耿学鹏）韩国统一部 7 日表示，朝方当
天向韩方通报了参加韩朝高级别会谈
的代表团成员名单。前一天，韩国政府
已向朝方通报韩方代表团成员名单。

据 韩 国 媒 体 援 引 统 一 部 官 员 的 消

息说，参加韩朝高级别会谈的朝方代表
团 团 长 为 朝 鲜 祖 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委
员长李善权。此外，朝方代表团成员还

包括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副委员长、体
育省副相、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部长、民
族奥林匹克组织委员会委员等 4 人。

韩 方 派 出 的 代 表 团 团 长 为 统 一 部
长 官 赵 明 均 。 此 外 ，代 表 团 成 员 还 包
括 统 一 部 次 官 、文 化 体 育 观 光 部 第 二
次 官 、国 务 总 理 室 审 议 官 、平 昌 冬 奥
会 及 冬 残 奥 会 组 委 会 企 划 事 务 次 长
等 4 人 。

特朗普：金正恩，咱俩谈谈吧!
公开表示愿意展开有条件对话“百分百支持”韩朝会谈举行

韩朝高级别会谈双方代表名单确定

东海海域两船相撞
我交运部全力施救

据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记者 赵文君）记者7日从交通
运输部获悉，6日 20时许，巴拿马籍油船“SANCHI”轮与香
港籍散货船“CF CRYSTAL”轮在长江口以东约 160海里处
发生碰撞。事故造成油船“SANCHI”轮全船失火，船舶右倾，
船上 32名船员失联；散货船“CF CRYSTAL”轮有破损，不危
及船舶安全，船上21名船员已被安全救起。

截至7日 9时，海事执法船“海巡01”以及专业救助船“东
海救 101”“东海救 117”已抵达现场，“中国海警 31240”船、3
艘专业清污船以及大马力拖轮正赶往现场，上海市消防局已
派出消防专家随船前往。经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协调，韩国海
洋警察厅已派出 1艘海警船和 1架固定翼飞机救援。目前，
油船“SANCHI”轮处于漂浮状态，仍在燃烧，海面上有油污，
搜救行动正在紧张进行中。

据了解，巴拿马籍油船“SANCHI”轮隶属伊朗光辉海运
有限公司，船长 274米，载凝析油约 13.6万吨，由伊朗驶往韩
国，船上 32人，其中伊朗籍 30人，孟加拉国籍 2人，目前处于
失联状态；香港籍散货船“CF CRYSTAL”轮隶属浙江温岭长
峰海运有限公司，船长225米，载粮食6.4万吨，由美国驶往中
国广东，船上21人，全部为中国籍。

外交部发言人耿爽7日就东海海域发生船只碰撞事故答
记者问时表示，中国政府对此高度重视，已经派出多艘搜救船
只到现场进行搜救。同时中方也已派出清污船只赶往现场，
防止发生次生灾害。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赞比亚霍乱疫情严重
大使馆提醒谨慎前往
新华社卢萨卡1月7日电（记者 彭立军）中国驻赞比亚大

使馆6日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近期谨慎前往赞比亚。
公告说，近期赞比亚霍乱疫情日趋严重，首都卢萨卡市为

主要疫区，疫情范围已扩展至中央省和铜带省等多个省市和
地区，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目前赞比亚的霍乱疫情已处于
暴发流行期并成为公共卫生事件。

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提醒中国公民密切关注赞比亚霍乱
疫情的发展，近期谨慎前往赞比亚。如赴赞，需提前服用霍乱
疫苗。

去年10月以来，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已多次发布霍乱安
全提醒，请在赞中国公民高度重视，加强防范措施，减少在外
用餐，饮用开水或瓶装水，避免前往疫情严重地区，以防感染。

美国拟花180亿美元
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
美国媒体 6日披露，美国政府为修建美墨边境隔离墙拟

定一份十年计划，计划斥资180亿美元。
美联社以一名美国政府官员为消息源报道，这份计划由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草拟，包含诸多细节，展示了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对修建隔离墙的具体设想。

根据计划，美国政府希望至 2027年 9月加固或更换 651
公里现有隔离墙，新增505公里隔离墙。届时，隔离墙总长将
达到1552公里，接近美墨陆地边界长度一半。美国与墨西哥陆
地边界线大约长3340公里，美方先前在部分地段建有隔离墙。

边境墙总费用预计将达330亿美元。除180亿美元建墙
费用，还有 57亿美元用于技术装备、10亿美元用于道路建设
与维护、85亿美元用于新增数千名边境巡逻管理人员。

特朗普主张建造美墨隔离墙阻止非法移民入境。他承诺
修建一道“高大、漂亮”的隔离墙，不过缺少建墙步骤、花费和
完成时间等细节。

特朗普政府去年提交的 2018年度国土安全预算项目包
括16亿美元，作为第一阶段建墙费用，用于在加利福尼亚州和
得克萨斯州修建新墙和更换现有隔离墙，长度共计118公里。
美国政府官员说，预计2019年建墙预算维持在16亿美元。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科斯特珍·尼尔森2日说，任何有关移
民的法案中，隔离墙都将是“最优先”议题。尼尔森还说，特朗
普执政头两年要求的 32亿美元建墙费用“只是一个起点”，

“要建成我们需要的所有围墙，这些钱还不够”。
特朗普上台不久便下令建造隔离墙，并要求墨西哥为此

埋单，引发墨西哥政府强烈不满。墨方拒绝出资，特朗普坚持
己见。为了能破土动工，他提出费用先由美方承担，然后再找
墨方“算账”。 新华社特稿

为水电费对抗国王
沙特11名王子被捕

沙特阿拉伯王宫卫队 6日逮捕 11名在首都利雅得
因水电费等问题集会抗议的王子。

沙特新闻网站“萨巴格”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11名
王子在省政府门前集会，要求国王取消停止给王子们支
付水电费的命令并为一名王子的子女索要经济补偿。这
名王子去年因枪杀平民被斩首。

据报道，沙特王室有至少 5000名王子，他们的日常
开销由国家财政负担。为开源节流，沙特国王发布命令，
规定今后政府不再为王室成员支付水电费，引发一些王
子不满。

报道援引的消息人士说，这些王子得到的答复是他
们的要求不合理，被勒令立刻离开。但他们拒绝离开。
沙特王宫卫队受命逮捕这些王子。他们被关押在利雅得
一座监狱中等待司法审判。

消息人士表示，萨勒曼国王多次重申，法律面前人人
平等。如若违反法律法规，任何人都将受到惩罚。沙特
法律禁止任何形式的集会、抗议或示威活动。

这是过去两个多月里，沙特发生的第二起王子被捕
事件。去年 11月 4日，萨勒曼国王宣布成立以王储穆罕
默德·本·萨勒曼为主席的最高反腐委员会，以打击贪污
腐败和侵吞国家财产行为。当晚，11名王子、38名现任
和前任大臣及众多富商等共计 200多人被捕，沙特已故
国王阿卜杜拉的4个儿子和有“中东巴菲特”之称的瓦利
德王子等在列。 新华社特稿

英拉气定神闲在英国？
一张高清照片曝行踪
一张疑似泰国前总理英拉·西那瓦与一名泰国女游客在

英国伦敦的合照近日从社交媒体流出。泰国警方 5日说，经
鉴定，这张照片“极有可能”是真的。

因大米收购案被泰国最高法院判处5年徒刑的英拉先前
被传人在迪拜，随后前往英国。泰国警方正与英国方面沟通，
确认英拉行踪。

这张疑似英拉最新照片由英国记者安德鲁·麦格雷戈·马
歇尔上传至其社交媒体主页。图片说明称，英拉在伦敦被泰
国游客认出并共同留影。照片中，英拉面带笑容，神态轻松，与
一名女游客近距离合影，女游客的脸被打上马赛克。针对这张
合照，泰国警察总署副署长希瓦拉说，经法证部门鉴定，照片很
可能未经拼接。法证部门说，这张合照清晰度较高，仍可鉴别，
而先前流出她在英国商场购物的照片过于模糊，难辨真伪。

出走泰国后，相继有媒体曝出英拉流亡海外的照片。首
张疑似英拉的照片由泰国媒体 NEW 18频道曝光。该媒体
称，有网友去年 12月 26日拍到英拉在英国著名商场购物。
随后又有泰媒报道称，英拉的儿子在新年假期前往英国。社
交媒体上又流出疑似英拉母子的合影。泰国警方正就此展开
调查。英拉出走后去向成谜。希瓦拉说，国际刑警去年11月
发现英拉离开阿联酋，前往英国，但英国警方至今未就英拉行
踪进行反馈。泰国警方说，已向英国警方及英国驻泰国大使
馆发送申请，调查英拉在英国的出入境情况。泰国政府去年
10月吊销了英拉的 4本护照，包括两本普通护照、一本公务
护照和一本外交护照。

去年9月，泰国最高法院在被告英拉不在场的情况下，对
她涉及的大米收购案举行宣判。法院认定英拉渎职、纵容腐
败等罪名成立，依法判处其5年有期徒刑，且没有缓刑。此案
原计划8月宣判，但英拉以身体不适为由未出庭，法院随即发
出逮捕令。自出走以来，泰国警方对英拉的搜捕至今没有结
果，英拉本人也未公开发表过任何言论，她的律师称未曾与她
取得联系。 新华社特稿

英国或开征“拿铁税”
星巴克纸杯先行收费
新华社伦敦1月6日电 据此间媒体报道，英国议会环

境审查委员会的多名成员日前建议政府，向使用一次性纸
杯的消费者征税，以便纸杯的回收和再利用，减少资源浪
费。这项税收被人们用拿铁咖啡的名字命名为“拿铁税”。

按照其建议，每个纸杯应征收25便士（约合2.2元人
民币）的税款。

环境审查委员会主席玛丽·克雷表示，英国每年消耗
25亿个一次性纸杯，连起来相当于绕地球 5圈半。然而

“几乎没有一个纸杯被回收再利用”。
倡导征收“拿铁税”的议员认为，一次性纸杯制造商

应当缴纳更多税金。他们希望到 2023年实现所有纸杯
得以再利用的目标，否则政府应当采取措施，禁止使用一
次性纸杯。

鉴于环境审查委员会对“拿铁税”的建议，英国星巴
克计划从下月开始在伦敦20家至 25家门店试行对一次
性咖啡杯收费，数额为5便士（约合0.44元人民币），准备
试行3个月。

据悉，星巴克将把收取的费用捐给环保机构 Hub-
bub，并表示将公开试行收费结果，然后再据此采取下一
步措施。

睡眠不足易抑郁
多睡一会儿不是罪

美国宾厄姆顿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睡眠不足的人
容易陷入消极情绪并且难以自拔，进而焦虑、抑郁。研究
报告刊载于最新一期《行为疗法与实验精神病学杂志》。

研究人员招募了 52名有着“重复性消极思想”或睡
眠问题的志愿者。所谓重复性消极思想，是指强迫性地
沉浸在悲伤、焦虑、忧郁思绪中。研究人员让志愿者在实
验室内看一些图片，包括刀枪等负面图片、自然美景等正
面图片以及家居用品等中性图片，并监测他们的眼球活
动。结果发现，睡眠不足的志愿者，无论是睡眠时间短还
是失眠，看负面图片的时间更长，而且难以摆脱负面图片
引起的负面情绪。研究人员认为，这显示了睡眠不足与
难以抑制负面刺激之间存在关联，负面刺激是焦虑等情
绪紊乱的主要诱因之一。

研究人员说，目前尚不清楚睡眠不足者为何难以忽
视负面刺激，可能源于缺觉后认知资源减少。

新华社特稿

美国东北部 6日经历普遍低温，
冷空气覆盖了从新英格兰地区到俄
亥俄州、宾夕法尼亚州的大部分地
区，近亿人经历严寒考验。

佛蒙特州伯灵顿气温降至零下
18摄氏度，体感温度低至零下 34摄
氏度。费城、纽约最低气温只有零下
13摄氏度。

时速159公里的狂风6日咆哮美
国东北部最高峰华盛顿山，将这一地
区气温降至零下 38 摄氏度，接近历
史最低温度。美国国家气象局说，在
刺骨的寒风下，这里的体感温度低至
零下69摄氏度。

强劲的东北风4日在马萨诸塞湾
掀起近 1米高的大潮，创下近一个世
纪以来最高纪录。潮水涌向岸边的
街道，波士顿和市郊的一些居民区被
淹。部分进水地区因低温开始结冰，
一些居民被迫疏散。

6日下午美国最低气温出现在明
尼苏达州的卡顿和恩巴勒斯，气温低
至零下 39摄氏度。“冷空气冻得我脸
疼。”当地一名加油站工作人员说。

位置稍微靠南的华盛顿等地也
未能幸免。华盛顿6日气温低至零下
十几摄氏度，比历年平均气温低了近
9摄氏度。

“（冷空气造成的）气温之低，影
响范围之广着实让我印象深刻。”瓦
利天气咨询公司老板埃德·瓦利告诉
美联社记者。

罕见暴风雪 3日晚至 4日席卷美
国东北部，部分地区宣布进入紧急状
态，紧随其后的极寒天气令这些地区
雪上加霜。路透社报道说，已有至少
18人因极端天气死亡。

在波士顿，零下 12 摄氏度的低
温冻裂了多处水管。在佛蒙特州，低
温天气令多家滑雪场生意遇冷，滑雪

胜地“基灵顿”滑雪场 6日甚至停业。
据称，雪道最低温度达零下 46 摄氏
度。“实在冷到人没法出去。”这家滑
雪场在官网上说。

大雪和低温天气引发冻伤、心脏
病等疾病发作，一些人在除雪作业时
受伤被送医治疗。

4 日的暴风雪导致美东北部数
千次航班被取消或延迟，纽约市肯
尼迪机场 4日至 5日早被迫关闭。6
日，这座机场继续采取限流措施，以
疏散此前延误的航班。中国南方航
空公司官方微博证实，南航一架客机
在肯尼迪机场停机坪与一外航客机
发生刮擦，事发时机上无乘客和机组
人员，航班因此取消。

气象预报部门称，8日起，美国东
北部地区气温将有所回升。纽约市
气温下周有望回升至4摄氏度。

新华社特稿

1月6日，在比利
时港口城市奥斯坦德，
人们跳入冰凉的北海
中，庆祝新年到来。

比利时奥斯坦德
“跳北海庆新年”活动
始于1987年，今年吸
引了约4500人参加。

新华社发

1月 7日，在
印度艾哈迈达巴
德，人们在风筝节
上放飞风筝。

为期 8 天的
国际风筝节当日
在此开幕。

新华社发

美国东海岸遭遇极寒天气
近亿人喊冷冷冷
暴风雪肆虐后，极寒天气继续影响美国东北部地区。北极冷

气团6日席卷美国东海岸，多地气温骤降，近亿人受到影响。

冰爽
庆新年

风筝
飞满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