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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又捅“马蜂窝”
美将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驻以使馆将迁至耶路撒冷；
中东多国警告此举或引发
“危险后果”，
破坏巴以和平进程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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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风 特朗普此举主要是对
“现实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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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响 一旦正式宣布决定将引发连锁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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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论 美政治圈有句名言
“政治止于水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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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方回应

外交部发言人：各方应谨慎行事
据新华社电 针对有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将宣布美国承认耶
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一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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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记者问：据报道，一名美政府高官称，特朗普总统
可能于 6 日宣布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同
时表示将继续推迟美国驻以使馆迁址 6 个月。中方对此
有何评论？
耿爽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密切关注事态进
展，对地区矛盾可能激化感到担忧。耶路撒冷地位问
题复杂敏感。各方都应着眼地区和平与安宁，谨慎
行事，避免冲击长期以来巴勒斯坦问题解决的基
础，
引发地区新的对立。
耿爽说，中方始终坚定支持和推动中东和
平进程，支持巴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
义事业，支持建立以 1967 年边界为基础、以
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
的巴勒斯坦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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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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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将参加 2018
年举行的俄总统选举

发布歧视中国人广告
美国一公交公司被传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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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耶路撒冷
系巴勒斯坦与以色
列和解对话中分歧最严
重的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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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社电 美国伊利诺伊州总检察长
莉萨·马迪根 4 日宣布传唤该州一家公交公
司，认为这家公司涉嫌歧视中国留学生及侵
犯民事权利。
马迪根在当天发布的声明中表示，
已经向
这家公司发出传票，
要求其在 30 天内答复。
“我
们正在调查这家公司是否涉嫌侵犯民事权利。
我们对此事十分关注，
因为这则广告涉嫌歧视
潜在顾客。根据法律，
人人都有进入公共交通
工具的权利，
这与他们的种族或国籍无关。
”
这家名为“城郊快线”的公司总部设在伊
利诺伊州，经营从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尚
佩恩分校往返芝加哥市区和机场的大巴。公
司在本月 2 日通过邮件向学校师生发出的圣
诞季促销广告中写道：
“ 乘坐我们的公交车，
你不会感觉身在中国。
”
这则广告发布后立即引发亚裔学生和校
方的严正抗议。该校学生事务办公室发表声
明强烈谴责这一广告，认为是对中国和亚裔
群体的侮辱。
“ 城郊快线”公司随后发布了题
为“道歉”的声明，解释广告的目的在于突出
自己与其他专营中国留学生的公交公司的不
一样之外，同时批评校方管理不善，招收过多
国际学生，
给本国学生带来极大负担。

这钱花着真不心疼?

南非官员挥霍公款，一
场葬礼花了 1.47 亿元
南非监察专员姆克韦巴内 4 日公布一份报
告，指出东开普省官员在 4 年前已故前总统曼
德拉葬礼事宜上滥用 3 亿兰特（约合 1.47 亿元
人民币）。根据这份300页的报告，
东开普省官
员把本应用于
“环境卫生、
校园改造、
医院整修”
的发展资金用来支付高额葬礼开销，
包括购买
24美元（158.7元人民币）一件的T恤衫、
负担哀
悼者交通和饮食费。姆克韦巴内告诉南非《邮
报-前卫报》记者，
东开普省官员违反公共资金
支出规定的做法
“十分可怕”
“令人震惊”
。她还
指责葬礼服务商定价虚高。
“一件T恤衫要价24
美元……服务供应商的良心何在？
”
姆克韦巴内要求总统祖马派特别调查组
对葬礼花销进一步调查。
“利用葬礼来做这种
事情，
令人担忧。”
新民

男子眼部中弹

视力和大脑均无异样
美国一名男子眼部中弹后出现奇迹：除
伤口疼，
视力和大脑均无异样。
加利福尼亚大学旧金山分校眼科医生诊
治这名男子后，在最新一期《美国医学会杂
志·眼科学卷》月刊上刊文介绍这一罕见病
例。文章未提及男子姓名，仅说他现年 45 岁，
右眼眶嵌入一枚点 22 口径手枪子弹，就诊时
疼痛难忍。医生说，这种枪伤通常会“严重
伤及”脑部，视力能否保留很难说。但这名
男子不仅大脑安然无恙，右眼视力也与事
发前无异。医生通过手术取出整颗子弹，
处理好伤口后，
患者疼痛明显减轻。
诊治团队说，眼眶中弹受伤程度与子
弹大小、速度和弹道等因素有关。子弹越
小，速度越慢，伤害程度越轻。这名男子之
所以中弹后出现奇迹，可能是因为子弹射
中他前穿透了一扇木门，速度因此大大降
特朗普（资料图
资料图）
）
低，
从而将伤害降至很低。
都快

海( 医)广

广告

第
[2017]
号
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