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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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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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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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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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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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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认耶路撒冷为以首都

特朗普决定引多国警告

新华社内罗毕12月5日电（记者
王小鹏 于佳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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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筑起的‘绿色长城’，帮
助数以百万计的人远离空气污染，
并保障了清洁水供应。”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尔海姆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当地时间 18时许，联合国环境
规划署在内罗毕举行的第三届联合
国环境大会期间举办新闻发布会，
宣布了今年的“地球卫士奖”，塞罕
坝林场建设者获得其中的“激励与

行动奖”。
塞罕坝林场位于中国河北省北

部，占地9.3万公顷。由于历史上的
过度采伐，土地日渐贫瘠，北方沙
漠的风沙可以肆无忌惮地刮入北
京。1962年，数百名务林人开始在
这一地区种植树木，经过三代人努
力 将 森 林 覆 盖 率 从 11.4%提 高 到
80%。目前，这片人造林每年向北
京和天津供应 1.37亿立方米的清洁
水，同时释放约54.5万吨氧气。

塞罕坝林场场长刘海莹告诉记
者，这一奖项是对塞罕坝林场建设者
50多年艰苦创业的肯定，也是激励和
鞭策。“我相信，只要我们继续推动生
态文明建设，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努
力，中国可以创造更多像塞罕坝这样

的绿色奇迹，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处。”

对于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获得
“激励与行动奖”的意义，索尔海姆
说：“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证明退化的
环境是可以被修复的，而修复生态
是一项有意义的投资。”

在当天宣布的“地球卫士奖”
各个奖项中，智利总统米歇尔·巴
切莱特获得“政策领导力奖”，中国
摩拜单车公司获得“商界卓识奖”，
中国亿利资源集团董事长王文彪获
得“终身成就奖”，还有一些人士获
得其他奖项。

“地球卫士奖”从 2005 年开始
颁发，是联合国表彰世界各地杰出
环保人士和组织的最高奖。

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获联合国“地球卫士奖”

新华社伦敦12月 6日电（记者
顾震球）英国伦敦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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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帕克通报情况后，英国首相发
言人表示，梅对军情五处工作人员

“为打击前所未有的恐怖威胁而不知
疲倦地工作表示感谢”，并认为尽管

“伊斯兰国”已遭重创，但“这并不意
味着威胁已经消失”。

今年以来，英国曼彻斯特和伦敦
等地发生多起恐怖袭击。5月22日，
曼彻斯特体育馆发生自杀式爆炸袭
击，造成至少 22人死亡。随后，“伊
斯兰国”在其网站上宣称实施了这起
袭击。

英国警方挫败一起暗杀首相的阴谋

俄罗斯媒体４日报道，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
尔·普京下令司法部本周开始登记一些外国媒体为

“外国代理人”，以回应美国对俄罗斯发起的“媒体
战”。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联邦委员会（议会上
院）一名消息人士透露，首批被指定为“外国代理
人”的媒体共有９家，均来自美国。这名消息人士
说：“司法部已经决定在本周启动登记工作，第一批
登记的美国媒体都已事先得到通知。”

不过，这名消息人士并未明确指出上述媒体的
名称。俄罗斯外交部上月公布了可能被指定为“外
国代理人”的媒体名单。该名单列出９家美国支持
的媒体，包括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
以及７家由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经营的俄语
和其他语种媒体。

关于俄罗斯的反制措施，克里姆林宫一名发言
人表示，任何侵犯俄罗斯媒体记者的行为都将得到
回应。

这轮俄美“媒体战”由美国方面首先发起。美
方一直指责俄罗斯官方媒体以“假消息”形式秘密
干扰去年举行的美国总统选举以左右选举结果。
俄方坚决否认这一指责，美方则持续对俄方采取
行动。

今年11月9日，“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兼俄罗斯
卫星通讯社总编辑玛加丽塔·西蒙尼扬说，美国司
法部要求这家媒体最晚于 11 月 13 日在美注册为

“外国代理人”，否则银行账户将遭冻结、在美公司
主管可能被逮捕，“总之公司将无法继续运营”。最
终，“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不得不按美方要求完成
登记。

对于美方做法，俄方表示将采取针对美国媒体
的对等措施，以“保护我国公民不受美国媒体对俄
罗斯赤裸裸的干涉”。

普京 11月 25日签署“外国代理人”法案，这项
法律正式生效。该法规定，俄罗斯政府有权认定某
些外国媒体为“外国代理人”。这些媒体将与外国
资金资助的非政府组织一样，在向俄罗斯公众发布
任何消息时，都必须提及自己“外国代理人”的
身份。

此外，“外国代理人”必须向俄罗斯政府登记，
定期上交报告说明资金来源、花销情况、要达到何
种目的以及管理人员等情况。同时，俄罗斯执法部
门还可以对“外国代理人”进行抽查，以确保对方遵
守法律规定。 （新华社专特稿）

俄美媒体战再续“未了情”？

普京本周出招反击

新华社柏林12月5日电（记者 袁帅 任珂）德国
西部北威州一火车站内 5日晚发生列车相撞事故，
造成近50人受伤。

德新社援引北威州警方及铁路部门的消息报
道说，在北威州诺伊斯县一个火车站，一列客运列
车撞上停在站内的一列货运列车，造成近 50人受
伤。事故还导致列车上方的输电线路受损。事发
时该货运列车为何停在站内尚不清楚。

据德国媒体报道，客运列车上有150多名乘客，
列车司机提前注意到轨道前方有不明车辆，随即采
取制动措施，并提醒列车乘客向靠后的车厢转移。

德国西部列车相撞

造成近50人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