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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出
险招
特朗普决定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中东多国警告“后果危险”

美国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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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驻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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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路撒冷

□据新华社12月6日电

特朗普要认耶路撒冷为以首都
美国官员5日晚举行媒体吹风会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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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馆搬迁至耶路撒冷因涉及人员和安保等问题， 预计将
耗时数年。
这些官员没有明确表示新使馆选址是否会位于巴
以的争夺焦点东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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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6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
记者问时表示，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复杂敏感，各方应谨慎
行事。

其实美国会1995年就已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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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石千浪

触碰“红线”巴以和谈要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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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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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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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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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勒斯坦国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警
告说， 这样的决定必然会对和平进程以及
地区和世界的和平、 安全与稳定造成危险
后果”。
沙特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国王萨
勒曼与特朗普通话时强调， 美国任何关于
耶路撒冷地位的宣布都会“激起全世界穆
斯林的情绪”。

马晓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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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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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驻
耶路撒冷领事馆5日晚在一份声明中说，除
“必要”公务外，领馆员工及其家属不得前
往耶路撒冷老城或约旦河西岸。而巴勒斯坦
一些团体说，如果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
色列首都或者推进美国使馆搬迁计划，将发
起大规模示威。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哈尼亚5日说，美
国把使馆搬到耶路撒冷将 “越过红线”，特
朗普的决定将“点燃反对（以色列）占领的
怒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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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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