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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编/徐哨 照排/车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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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解读，这或许意味
着美方在与朝方较劲的过程中“先眨眼”，放宽了为
第二次美朝首脑会晤设置的关键前提。

彭斯在新加坡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会议期
间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采访，说美国总统特朗普
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明年早些时候将第二次会
晤，日期和地点有待确定。

他说，美方将在会晤中坚持要求就朝方公开核设
施制定“可验证方案”，“以识别所有可疑武器，识别所
有研发场所，允许核查这些场所”，同时制定“核武器解
除方案”。“现在，我们需要看到结果。”

彭斯同时说，制定出可执行的方案、以实现“完
全、可验证、不可逆”的无核化以前，“我们会继续保

持压力”，即维持对朝制裁。
特朗普和金正恩6月12日在新加坡首次会晤并

发表联合声明。朝方重申致力于朝鲜半岛完全无核
化，美方承诺对朝方作出安全保证。

只是，会晤过去5个多月，无核化谈判陷入停
滞。朝方寻求美方放松制裁，而美方要求朝方先弃
核。本月上旬，朝方以行程繁忙为由，通知美方推迟
原定8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高级别会晤。特朗普稍
后说，美方不着急与朝方达成无核化协议。

朝鲜今年4月宣布中止核试验和洲际弹道导弹发
射试验，5月废弃北部核试验场，在新加坡会晤后着手
采取拆除西海卫星发射场、移交朝鲜战争美军遗骸等
举措，没有换来美方就减轻制裁“松口”，令朝方不满。

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旗下的牛
津词典15日宣布，2018年度热词为

“有毒”，意指今年以来民众对一些社
会思潮、公众情绪等的负面评判，可
用来描述事件或情景，如工作地点、
文化和压力等。

牛津词典每年追踪英语语言中
的变化，借助牛津词典相关研究机构
分析调查互联网每月发布的内容，搜
集1.5亿使用频率相对高的词语，最
终从中筛选出可以表达公众情绪的
年度热词。

牛津词典在社交媒体“推特”上
说，调查表明人们今年使用“有毒”
(toxic)这一词语的次数超过以往任
何一年。网民在牛津网络英语词典
上搜索这一词语的次数环比上升
45%。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今
年以来，这一媒体的网站所发布新闻
和评论中，出现这一词语的文本大约
有600篇。

牛津词典发现，“有毒”经常与
10个名词联系在一起，按照使用频
率从高到低分别为“有毒化学品”“有
毒物质”“有毒环境”等。

除年度热词，牛津词典筛选出的
候选热词包括“煤气灯操纵”(gas-
lighting)，即借助心理操纵，让别人
接受对现实错误的描述，或使受众误
以为自己丧失理智；“网魂不散”(or-
biting)，意为现实生活中突然切断
与他人的直接联系，但在社交媒体上
仍旧关注、甚至有时回应他人展示的
生活或发表的观点；“过度旅游”
(overtourism)，指某一个热门旅游
目的地或景点接待游客数量过多，导
致当地环境、历史遗迹遭破坏以及居
民生活质量下降。 据新华社

“有毒”
新晋牛津词典
2018年度热词

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15日说，美方不会要求朝鲜在两国首脑第二次会晤前提供核设施清
单，但双方必须在会晤中确定识别、核查、拆解相关设施及武器的方案。

11 月 13 日，在日本东
京，美国副总统彭斯在记者
会上讲话，称美日两国将在
朝鲜半岛无核化等问题上
密切合作。 新华社发

朝中社16日报道，金正恩亲临国防科学院试验
场，指导新研发的尖端战术武器试验。试验取得成功。

韩联社报道，这是金正恩去年11月指导试射火
星—15型洲际导弹以来首次亲临武器试验现场，释
放微妙信号。在朝美无核化谈判原地踏步、美国舆论
质疑朝军中短程弹道导弹威胁的情况下，朝方“小秀”
军事能力，有意对美方适度施压。

另一方面，朝方报道没有提及试验所涉是哪一
种武器，报道的金正恩讲话内容没有涉及韩国或美

国，似乎流露朝方“斗而不破”的谈判策略。
朝中社同日报道，朝鲜决定将一名上个月非法

入境的美国公民驱逐出境。
报道说，美国公民布鲁斯·拜伦·洛伦斯于10月

16日通过朝中边境非法入境朝鲜后被朝鲜有关机
关扣留。现在，朝鲜有关机关决定将其驱逐出境。

报道还说，在接受调查过程中，洛伦斯承认自己
是受美国中央情报局操控而非法入境朝鲜的。

新华社特稿

CNN称美方在双方较劲中“先眨眼”

金正恩亲临尖端战术武器试验场

暂不要求朝鲜交“核清单”
美国在半岛无核化谈判中首次松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