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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特朗普中东政策将对巴以和平进程构成重大打击
美国政府官员５日傍晚在一场白宫吹风会
上说，总统唐纳德·特朗普６日将宣布承认耶
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同时启动美国驻以使
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进程，但不会
立即搬迁。
博联社总裁、国际问题专家马晓霖说，
特朗普表态将打破２０多年来美国就耶路撒冷
地位相对超脱和中立的立场，折损美国自诩
中东和平进程“监护人”和主要推动者的声
誉和地位，对巴以和平进程构成重大打击。

□新华社发
12 月5 日，在美
国 华 盛 顿 ，美 国 总
统 特 朗 普( 左 二) 在
白宫对记者讲话。
据美国官员透
露，特朗普计划于
6日宣布承认耶路
撒冷为以色列首
都，并将责令美国
务院启动美驻以使
馆从特拉维夫迁至
耶路撒冷的进程。

关乎伊斯兰世界情感
把驻以使馆搬到耶路撒冷是特朗普去年
竞选总统时的承诺。这些不愿公开姓名的美
国官员说，特朗普坚持必须兑现这一承诺，
但搬迁不会马上着手。特朗普将下令国务院
启动驻以使馆搬迁进程，整个过程需要“几
年”。
马晓霖说，尽管特朗普事先给巴勒斯
坦、约旦等国打过“预防针”，这些国家会
做什么样的表态还需观察。“耶路撒冷地位
不是一般议题，远不是选边站队的事，关系
到伊斯兰世界情感……对美国与伊斯兰世界
关系会产生长远影响。”
耶路撒冷地位是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分歧
最严重的议题之一。以色列在１９６７年中东战
争以后吞并东耶路撒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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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的主权归属以
色列。
美国政府长期以来的政策是，耶路撒冷
地位须由巴以谈判确定。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学者孙
成昊说，特朗普以实际行动挑战最敏感的耶
路撒冷地位议题，触及巴勒斯坦、阿拉伯和
伊斯兰国家的“红线”，彻底动摇所谓“两
国方案”的基础，导致巴以和谈可能无法推
进。

或是“一招臭棋”
在美国中东政策层面，马晓霖坦言，特

朗普的决定是“一招臭棋”。
“首先，它意味着贝拉克·奥巴马政府与
伊斯兰世界缓和关系的努力倒退，导致去年
奥巴马访问沙特阿拉伯，与阿拉伯和伊斯兰
国家针对伊朗所建联盟的解体。”
“第二，它会刺激新一波反以色列乃至
仇视犹太人的激进浪潮，可能导致恐怖主义
和极端主义围绕耶路撒冷走向有新发酵；第
三，它将激起新一轮仇美情绪，把中东巴以
之间的矛盾焦点重新转为美国与阿拉伯和伊
斯兰世界的矛盾，不利于美国在中东推行自
身战略，也不利于美国在中东维护长远利
益。”他补充说。
白宫高级顾问、特朗普女婿贾里德·库什
纳正牵头制定美国中东政策，预计明年年初
公布。马晓霖说，特朗普上台以来，至今没
有形成完整对外战略和外交框架，基本确定
的是美国在中东呈战略收缩态势，重点是维
护以色列安全、维护美以同盟、确保石油对
外出口管道畅通、打压伊朗等与美国对立的
国家以及反恐等。
“现在他重用库什纳及其团队制定中东
政策，会破坏美国在中东一系列所谓‘重点
突出’的方向。”
孙成昊说，特朗普在中东推进的政策路
线颇有“逢奥必反”意味，但他身边缺乏真

萨利赫猝死

正的“中东通”，加上亲以派势力增强，导
致中东政策制定缺乏与阿拉伯国家沟通，难
以得到阿拉伯世界理解和支持，势必引发不
满。

强势回归中东的抓手
按美国官员在吹风会上的说法，承认耶
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是承认“历史和现
状”，而不是一项“政治决定”。这些官员
说，几乎所有以色列政府机构和议会都在耶
路撒冷，不在特拉维夫。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刁大
明说，特朗普今年内外政策“成绩单”略显
寡淡，或许希望兑现一些竞选承诺，给自己
“加分”。
按刁大明的观点，从在中东制衡对手的
角度看，俄罗斯今年４月承认西耶路撒冷是以
色列首都，强调推进和谈，“特朗普要为美
国创造回调中东、抗衡俄罗斯的机会，估计
得反弹琵琶”。
“特朗普想强势回归中东，不断找抓
手，”刁大明说，“他似乎想制造更大矛
盾，主动设置议题，给美国回归创造机
会。”
（新华社专特稿）

据新华社报道，关于计划承认耶路撒
冷为以色列首都一事，特朗普曾分别与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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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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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据新华社报道，针对这一事件，中
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
示，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复杂敏感，各方应
谨慎行事。呼吁各方根据联合国有关决
议，致力于通过谈判解决分歧，促进地区
和平与稳定。
作为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各自
圣地的所在地，耶路撒冷归属是巴以和解
对话中分歧最严重的议题之一。
第一次中东战争结束后，耶路撒冷由阿
以双方的停火线切割为东、西两部分，以色
列占领西区。
１９６７年中东战争后，以色列占
领东耶路撒冷，宣布整个耶路撒冷为以色列
“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巴勒斯坦则坚持
要求把东耶路撒冷作为巴方首都。
国际社会普遍支持以“两国方案”解
决巴以冲突，即依据１９６７年边界建立以东
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巴以相互
承认并和平共存。
美国政府长期以来的政策是，耶路撒
冷地位须由巴以谈判确定。美国１９９５年生
效的一部法律规定，驻以使馆必须迁至耶
路撒冷，但总统有权以安全因素为理由推
迟执行。１９９５年以来，美国历届总统都没
有把驻以使馆迁至耶路撒冷。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承诺，把驻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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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今年６月签署
延缓搬迁的文件。理论上，这一文件１２月４
日到期后，特朗普要决定是否签署中止搬
迁计划、再次延后６个月的总统令。
（综合新华社电）

也门危机再添变数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2月4日，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已
经炸死前总统萨利赫。随后，萨利赫所属的
全国人民大会党官员予以证实。消息一出立
即引发舆论震动，作为曾经执掌也门33年之
久、对该国政局拥有特殊影响力的萨利赫猝
然死亡，无疑将为日趋升级的也门局势再添
变数。
萨利赫被称为“也门之狐”，在其政治
生涯中，通过一次次玩弄权术、平衡关系、
选边站队实现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成功
跻身一代中东强人行列。冷战时期，萨利赫
审时度势投靠西方阵营换取援助。也门内战
时期，为了对抗装备精良的南方军队，萨利
赫极力拉拢各主要部落，最后让内战仅仅持
续了3个月。执政初期，萨利赫出于巩固权力
的需要，甚至不惜为在阿富汗抗苏的“圣
战”分子提供庇护。9 ·11事件后，萨利赫又
果断投身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利用美国的
反恐援助来应对国内叛乱分裂危机。
美国《大西洋月刊》指出，与伊拉克前
总统萨达姆、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的命运
不同，从突尼斯前总统阿里到埃及前总统穆
巴拉克，很多在2011 年的政治风暴中倒下的
中东“强人”，最后都幸存了下来。萨利赫
也是如此，但问题是他没能躲过命运的安
排。中国有句话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惯于
“蛇头上跳舞”且屡试不爽的萨利赫在也门
政局迎来巨变之际，试图再次进行冒险来攫
取政治利益，无奈这一次下注却是以搭上自
己的性命而结束。

耶路撒冷地位问题

武剑

■提要
噪萨利赫被称为“也门之狐”，在其政治生涯中，通过一次次玩弄权术、平衡关系、选边
站队实现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从而成功跻身一代中东强人行列。
噪从与胡塞武装结盟到与沙特暗通款曲，萨利赫之死看似偶然实则必然。萨利赫阵营与胡
塞武装之所以选择结盟，完全是受到了现实利益的驱使。
噪萨利赫死于非命，无疑将对持续两年多的也门危机产生重大影响。

需要一提的是，从与胡塞武装结盟到与
沙特暗通款曲，萨利赫之死看似偶然实则必
然。
2011 年，席卷中东、北非的“阿拉伯之春”
迫使萨利赫将权力移交给自己的副手哈迪，换
2014年7月，哈迪政府
取对其家族免责后下台。
削减燃油补贴引发民众强烈不满，胡塞武装借
2015年1月，胡塞武
机使用武力夺取首都萨那。
装以腐败无能为由推翻哈迪政权，此后占领也
2016年10
门大部分领土并逼迫哈迪逃亡沙特。
月，胡塞武装与萨利赫阵营成立“救国政府”，
同哈迪领导的政府分庭抗礼。
萨利赫阵营与胡塞武装之所以选择结
盟，完全是受到了现实利益的驱使。一方
面，经营多年的萨利赫在也门政军界依然存
在广泛影响力，这正是胡塞武装在也门内战
中能够一路势如破竹的原因。另一方面，交
权之后的萨利赫一直不甘心就此退出也门的
政治舞台，胡塞武装挑起战事，恰好给他提
供了重返政坛的机会。
尽管双方各有所需，但两者之间毕竟历

史积怨太深。胡塞武装首任领导人侯赛因·胡
塞即死于萨利赫的军队之手，胡塞的弟弟阿
卜杜勒·胡塞领导的胡塞武装也长期与萨利赫
政府处于敌对状态。这种互信的严重缺失导致
双方在国家管理和人事任命方面内讧不断。今
年9月，胡塞武装宣布任命“军队指挥官”“财
政部长”等要职，但萨利赫拒绝承认，成为了该
同盟走向破裂的导火索，并最终演变为于11月
29日爆发的大规模军事冲突。
令外界颇为惊讶的是，就在被打死的前两
天，萨利赫
突然提出如果沙特停止对也门的袭击，愿意与
沙特翻开睦邻关系“新篇章”。沙特随即欢迎萨
利赫的表态，而胡塞武装则指责此举是背弃同
盟的政变。此后更有消息曝出，萨利赫方面实
际上早已在阿联酋与沙特代表进行了多次会
面，主要议题是以默许萨利赫重新执政，来换
取其与胡塞武装的决裂。在沙特看来，瓦解萨
利赫与胡塞武装的同盟将有利于推动也门危
机的政治解决；在萨利赫看来，转换立场将让
其重返权力巅峰成为可能。不过，萨利赫的结

局还是表明他误判了形势。第一，沙特与伊朗
在中东的新冷战，不论在叙利亚、也门、卡塔尔
还是黎巴嫩迄今都未能占得便宜。第二，萨利
赫低估了胡塞武装的实力和意志，越打越远的
导弹已证明它并非孤立无援。第三，萨利赫高
估了沙特对也门战场的干预能力，即使他出逃
过程中也未能得到沙特或者政府军的援助。
萨利赫死于非命，无疑将对持续两年多的
也门危机产生重大影响。首先，萨利赫是维持
也门政坛各派力量平衡的中间人，他的离去或
使得也门政府、胡塞武装以及南方分裂势力长
期陷入权力斗争的混乱局面。其次，萨利赫的
支持者宣称要为其复仇，与胡塞武装的军事冲
突进一步加剧。两大阵营的军事冲突很可能会
点燃也门逊尼派与什叶派激烈的教派之争。最
后，沙特意图通过外部施压、内部促变的方式
解决也门问题的尝试彻底宣告失败，面对胡塞
武装日益升级的安全威胁，不排除会加大军事
干预力度甚至出动地面部队。
也门局势何去何从，尚需拭目以待。

□新华社发
三代造林人半个多世纪的持续奋斗，让贫瘠沙地
变成绿水青山，也获得世界赞誉。5日，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宣布，中国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获得2017 年联合国
环保最高荣誉——
— “地球卫士奖”。
这是12月5日在肯尼亚内罗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总
部 拍 摄 的塞 罕 坝林场老中青三代陈彦娴( 中) 、刘海莹
(左)、于士涛的合影。

我国２０１８届高校毕业生
预计达８２０万人
据新华社北京１２月６日电 记者６日从教育部获悉，
２０１８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达８２０万人，就业创业
形势复杂严峻。
统计数据显示，从２００１年开始，我国普通高校毕业
生人数持续增长，２０１７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为７９５万
人，比２０１６年多出３０万。
在２０１８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网络视
频会议上，教育部副部长林蕙青表示，要促进高校毕业
生多渠道就业创业，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

普京宣布参加
２０１８年俄罗斯总统选举
据新华社莫斯科１２月６日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６日
说，他将参加定于２０１８年３月举行的新一届俄总统选举。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道，普京当天在俄西部城市
下诺夫哥罗德与高尔基汽车厂的工人们见面时说，自己
将参与竞选新一届俄罗斯总统，在这里宣布这个决定是
最合适的，“感谢你们的支持”。近几个月来，普京在
诸多场合多次被问及是否会参加２０１８年总统选举，但他
表示自己还未做决定。
普京现年６４岁，
２０００年出任俄罗斯总统，
２００４年连
任。因俄罗斯宪法规定同一人不能担任总统超过两个连
续任期，普京２００８年没有参加总统选举，而是出任政府总
理。同年底，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通过宪法修正案，将
总统任期由４年延长至６年，从２０１２年新当选总统开始适
用。
２０１２年３月，普京第三次当选总统。

（上接第一版）传递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政策取向，宣
示了中方愿同各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愿
望。汪洋指出，本次论坛以“开放与创新：构建经济新
格局”为主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坚持经济全球化
的大方向，是构建世界经济新格局的基本前提；坚持以
创新驱动新旧动能转换，是构建世界经济新格局的关
键；坚持包容共享性增长，是构建世界经济新格局的重
要理念。汪洋强调，中国经济格局正在经历深刻变革。
中国未来的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是质量第
一、效益优先的发展，是创新驱动的发展，是全面开
放、互利共赢的发展。中国过去的发展得益于开放，今
后走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之路，更需要扩大开放。我
们将坚持积极有效利用外资的方针，全面实行准入前国
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
抓紧制定重点领域扩大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保护外
商投资合法权益，打造一视同仁、公平竞争的营商环
境。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蒋建国在开幕式上宣读了习
近平的贺信。广东省委书记李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奥尼尔和时代公司首席内容官、
《财富》杂志总裁穆瑞澜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2017年广州《财富》全球论坛12月6日至8日举行，
外国政要、《财富》全球500强企业代表、中外领军企
业代表、知名专家学者等逾1100位中外嘉宾出席论坛，
论坛规模超过历届。国务院新闻办和国家发改委、商务
部、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等部门负责人在当天上午
全体会议上向与会嘉宾介绍了党的十九大主要成果和中
国开放发展政策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