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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这事，特朗普要来真的？
欲一意孤行承认其为以色列首都，引发中东多国警告
美国官员当地时间5日说， 总统特朗普将于当地时间6日宣
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但美国驻以色列使馆迁至耶路
撒冷的工作预计将耗时数年才能完成。 这将是美国总统首次作
出这一表态，引发中东多国强烈反对。 中东多国警告，此举可能
引发“危险后果”，破坏巴以和平进程。
兑现竞选承诺

使馆即将搬迁

取悦了部分选民 但人为制造矛盾

美国政府官员5日晚举行媒体
吹风会，三名匿名高级官员表示，特
朗普此举主要是对“现实的认可”，
也是兑现竞选承诺，同时，美驻以使
馆从特拉维夫搬迁至耶路撒冷的工
作将启动。 但因涉及人员和安保等
问题，迁馆工作预计将耗时数年。据
悉，特朗普将于6日签署推迟迁馆的
命令。 这些官员没有明确表示新使
馆选址是否会位于巴勒斯坦和以色
列的争夺焦点东耶路撒冷。
美国官员表示， 特朗普仍致力
于推进巴以和谈进程， 并准备支持
“两国方案”。
当天早些时候， 特朗普分别与
巴勒斯坦、约旦、沙特阿拉伯、埃及
等地区国家领导人通电话通报上述
决定。 各国均警告， 此举可能引发
“危险后果”，将破坏巴以和平进程，
也会对全世界穆斯林的感情造成极
大伤害。

引发连锁反应

美国政治圈有句名言“
政治止
于水边”，意思是外交不应受国内政
治过多干扰， 两党应在对外政策上
显现“
统一战线”。 这种做法确保美
国对外政策延续性， 也对国际局势
稳定有帮助。
特朗普如果最终承认耶路撒冷
为以色列首都， 自然兑现了竞选承
诺，取悦了亲以色列的保守派选民，
政治上可能得分， 但却为本已趋缓
的巴以纷争人为制造了新矛盾。 这
种只考虑国内政治、 不顾国际公义
的做法， 在美国退出应对气候变化
的《巴黎协定》时见过，在美国退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时也见过。
中东不稳定，世界难太平。近期，
中东形势正处在一个从反恐到促和、
从经济转型到社会变革的关键时期。
在这个节点，为政治私利让和平努力
付诸东流， 受损害的不仅仅是中东，
还有美国的国际信誉和影响力。

破坏巴以和谈

决定不得民心

特朗普一旦正式宣布这一决
定， 必将引发中东地区和国际社会
一系列连锁反应。
首先， 这一举动势必会破坏巴
以和谈，引发新一轮巴以冲突，增加
地区紧张局势。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表示，如果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
列首都，土耳其将与以色列断交。
其次， 美国明显的偏袒立场也
会使其失去巴方信任， 使长期以来
美国在巴以问题上所作努力付诸东
流， 此举可能会引发伊斯兰国家普
遍的反美、反以情绪，损害美国国际
信誉和影响力。
此外， 美国驻伊斯兰国家外交
人员人身安全也可能因抗议活动而
受到威胁。

早在新闻发布会前， 国际社会
就对美国的这一动向发出警告，称
该决定将破坏美国促成阿拉伯世界
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的努力，而
且会增加中东地区的不稳定性。
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长艾哈迈
德·阿布·盖特表示， 美国任何确认
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行为都会
引发极端主义及暴力。“如此的行为
并不公平……这不但不会获得和平
稳定，反而会引发极端主义及暴力。
这只会有利一方， 就是不利于和平
的以色列政府。 ”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日前表
示， 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
都和将美国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的做
法都会破坏中东和平进程，甚至
“扼

梅德韦杰夫不会参选

杀”巴以和平谈判，也将激化中东地
区的不稳定局势。
控制加沙地带的哈马斯表示，
如果华盛顿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
列首都或把美国大使馆迁至这个
有争议的城市，哈马斯将号召另一
次巴勒斯坦人“起义”。“任何把大
使馆迁至该市的决定，将被视作美
国政府对该市的公然攻击，是美国
为了掩护以色列继续其罪行，令该
市犹太化， 已经清空巴勒斯坦人的
行为。 ”
约旦指出，美国的做法将使地区
紧张局势升级， 破坏中东和平进程，
也会助长中东地区恐怖组织的气焰。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表示，“
耶
路撒冷对穆斯林来说是一条红线，”
如果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
首都， 土耳其将切断与以色列的外
交关系， 也将导致美国和以色列与
整个伊斯兰世界作对。
以色列媒体报道称， 一旦美国
宣布耶路撒冷是以首都， 很有可能
引发巴勒斯坦人在耶路撒冷等地举
行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截至目前，以
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依然保持“沉
默”，但是以色列相关政府部门已经
在考虑如何做好应对抗议游行的准
备， 位于特拉维夫的美国使馆也加
强了安保措施。
法国总统府4日发布新闻公报
说，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在和美国
总统特朗普的电话会晤中， 对美国
单方面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的可能性表示担忧。马克龙重申，耶
路撒冷的地位问题应当在以色列人
和巴勒斯坦人的和平谈判框架下解
决， 并以建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
国、 双方和平相处作为目标。 公报
说， 马克龙和特朗普同意将继续就
这一议题进行沟通。
综合新华社、中新社报道

晚报综合消息 俄罗斯总统
普京当地时间6日在下诺夫哥罗
德说， 他将参加定于2018年举行
的俄总统选举。
近一段时间以来， 有关普京
是否会参加2018年俄罗斯总统大
选的话题在俄国内引发高度关
注，此前有民调显示，70%的受访

者支持普京继续担任总统一职。 而
曾经担任过俄罗斯总统的俄现任总
理梅德韦杰夫已经表示， 将不会参
加下次总统选举。
俄罗斯总统选举将于2018年3
月进行， 选举活动应于2017年12月
启动。
综合新华社、央视新闻报道

英国挫败一起暗杀首相阴谋
新华社伦敦电 英国伦敦警
方当地时间5日宣布，挫败了一起
针对首相特雷莎·梅的自杀式恐
怖袭击阴谋， 并指控两名男子涉
嫌谋划这一行动。
伦敦警方表示， 反恐部门11
月28日分别在伦敦北部和伯明翰
东南部地区抓获两名犯罪嫌疑
人。 两人目前已被关押，警方5日
对他们正式提出指控，两人6日将
在伦敦出庭受审。
据英国媒体报道，警方认为，

这两名男子企图在唐宁街10号首相
官邸用简易爆炸装置发动袭击，并
趁乱用刀刺杀梅。
负责英国国内安全事务的军情
五处（英国安全局）负责人安德鲁·
帕克5日向内阁通报了这起暗杀阴
谋。 他说，在过去一年中，英国已挫
败9起在英国发动恐怖袭击的图
谋。 他说，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近
来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受到沉重打击
后， 开始策划在英国境内发动恐怖
袭击。
顾震球

北爱尔兰拒绝与英国分割
“脱欧”谈判紧急刹停
晚报综合消息 英国
“
脱欧”
谈判日前上演峰回路转的一幕。
欧盟此前定下当地时间4日为谈判
达成原则性协议的
“
最后限期”，欧
盟官员当天称，最棘手的爱尔兰边
界问题出现突破性进展，为英欧进
入下一阶段谈判清除了最后障碍。
然而在此后的记者会上，英国首相

特蕾莎·梅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出
乎意料宣布双方未能达成协议。
接下来， 欧盟领导人会议将于
本月中召开，特蕾莎·梅需要利用剩
下的不到10天时间， 寻求北爱尔兰
民主统一党及内阁官员支持协议，
并与容克继续谈判， 避免延误“脱
中新
欧”进程。

当地时
间 12 月 5 日
晚间， 一列
旅客列车和
一列货运列
车在德国西
部北威州一
火车站内相
撞， 事故造
成约50人受
伤。 中新

耶路撒冷，谁的首都？

新闻链接
耶路撒冷地位是巴勒斯坦与以
色列和解对话中分歧最严重的议题
之一。 以色列于1967年中东战争之
后吞并东耶路撒冷， 并于1980年通
过立法单方面宣布整个耶路撒冷为
以色列“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巴
勒斯坦坚持要求把东耶路撒冷作为
巴方首都。 国际社会普遍不承认以

牵
爱

遭到多国警告

普京宣布参加明年大选

色列对耶路撒冷拥有主权。 很多和
以色列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把使馆设
在特拉维夫，而非耶路撒冷。
美国国会1995年通过“耶路撒
冷使馆法案”，承认耶路撒冷为以
色列首都，并要求政府于当年5月
31 日 前 将 使 馆 迁 往 耶 路 撒 冷 ， 但
允许总统以安全因素为由推迟迁

馆，且必须每6个月签署一份相关
文件。
为拉拢亲以色列的美国选民，
特朗普去年竞选总统期间承诺，上
台后将把美国驻以色列使馆从特拉
维夫迁至耶路撒冷。 但为配合推动
巴以恢复和谈的努力，他于今年6月
签署了延缓搬迁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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