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事·国际
2017 年 12 月 7 日

星期四

19

责编 周平 美编 肖琴 校对 董文斌

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缺乏“亮眼”成绩
兑现竞选承诺

特朗普真的要“踩雷”?

特朗普冒险打出
耶路撒冷牌

美国官员5日傍晚在一场白宫吹风会
上说，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定于美国东部时
间6日宣布， 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并将启动美国驻以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的
进程，但不会马上从特拉维夫搬过去。

驻以使馆不会马上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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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公开姓名的
官员在吹风会上说，特朗普一直坚持要兑
现这一承诺，但搬迁不会马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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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透社稍早时候援引几名美国高级
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打算命令幕僚开始
制订使馆搬迁计划，但预计他会把搬迁进
程延后半年启动。
按照白宫发言人萨拉·桑德斯5日上
午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的说法， 特朗普已
经
“
打定主意”，将作出
“
对美国最有利的决
定”。 她没有提及特朗普具体会宣布什么。
耶路撒冷地位是巴勒斯坦与以色列

和平谈判中分歧最严重的议题之一。 以色
列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后吞并东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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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东耶路撒冷作为独立的巴勒斯坦国首
都。 国际社会普遍不承认以色列对耶路撒
冷拥有主权。
1995年，美国国会在共和党推动下通
过一部法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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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每6个月签署一份相关文件。此
后历届总统，从比尔·克林顿到贝拉克·奥
巴马，都签字延缓搬迁。
为配合推动巴以恢复和谈的努力，特
朗普今年6月签署延缓搬迁的文件。 理论
上，在上一个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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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诸国反对并警告
美国在中东的盟国警告，美国驻以使
馆迁往耶路撒冷，可能在这一地区引发大

范围动荡。
巴勒斯坦国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
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埃及总统阿卜杜
勒·法塔赫·塞西、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
5日接到特朗普打来的电话，被告知，美国
总统打算把驻以使馆迁往耶路撒冷。 这些
领导人全都表示反对。
阿巴斯发言人纳比勒·阿布·鲁代纳
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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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旦王宫在一份声明中说，阿卜杜拉
二世告诉特朗普，搬迁使馆将在中东引发
“危险的反响”，阻碍美国推动巴以和平谈
判的努力。
沙特通讯社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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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埃及总统府说，塞西敦促特朗普不要
采取任何可能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措施，
避免任何破坏中东和平进程的举动。
新华社专特稿

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复杂敏感

中方希望各方应谨慎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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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耿爽表示， 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密

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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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路撒冷地位议题背后不乏中
东问题各方角力，更有美国国内政治
力量博弈。 三大因素或促使特朗普做
出这一决定。
美驻以使馆迁至耶路撒冷是特
朗普的核心竞选承诺。 舆论推测，特
朗普做出最新决定首先是为兑现这
一承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
所学者孙成昊说，由于缺乏“亮眼”成
绩，一些铁杆支持者已开始质疑特朗
普过于软弱。 所以，他急于巩固自己
的选民基本盘，继续坚持“逢奥必反”
的路线，显示自己与前总统贝拉克·奥
巴马不同。
法新社5日报道， 国内政治或许
推动特朗普朝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
列首都的方向迈进，“这是向保守派
选民和捐款人作出的姿态”。
其次， 特朗普女婿贾里德·库什
纳的犹太裔背景和美国犹太利益集
团的作用不容忽视。 媒体报道，特朗
普任命库什纳为白宫高级顾问后，犹
太利益集团的活跃度出现较大提升。
第三，美国在中东地区对以色列
的倚重也是促成这一决定的重要因
素。 包括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
默在内的不少两党建制派人士赞同
特朗普的决定。
博联社总裁、国际问题专家马晓
霖说，特朗普有时“不按常理出牌”，
但他这次决定符合主流建制派考虑。
美国国会1995年通过“耶路撒冷使馆
法案”，“早已显示美国对以色列的看
重”。
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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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身而出，力挽狂澜

《为理想而战斗：
开国将帅子女访谈录》
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编著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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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发表了《怎样创造铁的红军》《谈
几个战术的基本原则》等文章，阐述了红
军的阶级性质、党领导的作用、政治训练
和战术运用等问题。 抗战中，朱德发表《论
抗日游击战争》， 全面阐述了抗日游击战
争的重大意义和各种战法；在《论解放区
战场》中，全面总结党在抗战中领导军事
斗争和军事建设的成功经验，系统阐述了
人民军队和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等毛
泽东军事思想的基本观点。
解放战争期间， 朱德协助毛泽东，总
结并提出了攻坚战和大规模歼灭战等作
战思想。 朱德关于建设人民的军队、实行
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新法等军事
思想， 对于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
展，夺取中国革命胜利，指导军队和国防
建设，起到了重大作用。

朱德是身经百战的开国元勋。 南昌起
义失败后，朱德率领三河坝阻击战后剩余
的2000余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
湘南”， 他提出了同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
游击战的战略思想。 朱德担任红军总司令
后，参与指挥了五次反“围剿”，他与毛泽
东一起，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使红
军夺取了三次反“围剿”胜利，在毛泽东被
错误撤职后， 他与周恩来共同指挥战斗，
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歼敌三个师。 由于
“左”倾错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
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红军在毛泽东和
朱德指挥下，经过长征，终于抵达陕北。
抗战爆发，朱德亲赴太行山区抗日前
线，亲自指挥了许多战役战斗。 1940年他
返回延安后，八路军从最初的三个师不足
四万人发展壮大到四十余万人，并在华北
创建了多处抗日根据地。 在延安面对敌人
的经济封锁，他提出并制定了“南泥湾政

策”，有力支持了毛泽东的大生产运动。 抗
战胜利后， 朱德协助毛泽东运筹帷幄，参
与决策并指挥了三大战役，与毛泽东一起
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挥师渡江，解
放了全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朱德
被授予共和国元帅，他参与领导并组建了
空军、海军和各个技术兵种。 朱德为我军
革命斗争、国防和军队建设立下了不朽功
勋。
朱德在关系我党我军命运的重大历
史关头，总能挺身而出，力挽狂澜，表现出
忠贞不二的坚定信仰和伟大的革命气魄。
刘建说：“是爷爷将南昌起义的革命
火种保留下来，火种不但没有熄灭，还形
成了燎原之势。 ”南昌起义失败后，革命队
伍中产生了严重的悲观情绪，在部队面临
顷刻瓦解、一哄而散的危难时刻，朱德登
高一呼：“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
回家，不勉强。 ”

全口缺牙、牙槽骨严重萎缩？ —德国专家
——
当天种当天用

德国专家义诊 招募30名全口缺牙老人
全口牙“即刻重生” 德国种植牙5折 德国专家免5000元手术费！ 火爆预约中！
火爆回馈：重度缺牙的福音来了
找德国专家 即刻种牙享美食
“看着眼馋，啥都不敢吃，都是缺牙
惹的祸。 ”“全口缺牙，只需种4颗？ ”
为缺牙市民
“
圆种牙梦”，享誉全球
“
即
刻负重”专家Dr.Schuster舒斯特（德国专家）
义诊，带来“即拔即种”“即刻负重”“2-8
颗种 全口 ” 德 国精 密 种植 技 术 。 拨 打
027-83778500预约，免5000元手术费！

2-8颗精准种植“长满口牙”
爹爹惊叹：德国技术太棒了
“嚼口软烂的米饭，牙齿就跟着摇摇

——
—”4颗种植体种全口“爹爹种牙当天啃苹果——
—

惠民1、德国种植牙减免50%（送德国
基台、送定制牙冠）
惠民2、挂号、CT、会诊、方案、手术
费等全部免费（价值8000多元）

武汉华美口腔
三级医院资质
晃晃 。 ” 爹爹 现 场诉 苦 。 其 采 用 德 国
“CHEESE”种植技术，配合“2-8颗种全
口”方案，爹爹种上一口齐整的牙齿，“德
国 技术 ， 太棒 了 ！ 以前 想 吃 而 不 能 吃
的——
—鸡腿、排骨、螃蟹，现在都能吃。 这

武汉华美口腔 三级医院资质 德国专家免费义诊 不多收1分钱

一切， 得感谢三级大医院华美口腔的惠
民活 动、 感 谢 种植 专 家和 德 国 种 植 技
术。 ”

德国专家免费义诊
栏目热线：

享受德国专家 精湛技术
027-83778500
免5000元手术费 半价 性价比高
地址：汉口解放大道1087号华美医院7楼口腔中心（蓝天宾馆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