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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透视
Seeing Through the Focus

2018 年 5 月 14 日，在以色列建国

70 周年之日，美国将其驻以色

列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尽

管特朗普本人没有像此前声称的那样

出席迁馆仪式，但其在白宫担任高级

顾问的女婿库什纳和女儿伊万卡一起

出席了仪式。为了反对美国承认耶路

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把美国驻以色

列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自

2018 年 3 月 30 日起，巴勒斯坦人在

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地区举行为期一个

半月的“灾难日”[1] 抗议。这是近年

来巴以之间爆发的最惨烈的冲突，造

成一百多人死亡，2800 多人受伤 [2]。

特朗普总统上任后，在巴以问题上采

取明显的亲以抑巴的做法，将本已陷

于僵局的巴以关系推向更险恶的境

地，对地区局势带来更加复杂的影响。

特朗普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

做法致巴以关系彻底破裂

自 2016 年 11 月大选获胜后，特

朗普一开始还试图通过与以色列和巴

勒斯坦保持平衡关系来推动中东和

平。2017 年 2 月和 5 月，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和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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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访问美国。但巴以持续的紧张状

况使得美国难以插手。2017 年 7 月，

以色列对耶路撒冷老城内穆斯林“尊

贵禁地”（以色列称为圣殿山）实施

强制安检，引起巴勒斯坦民众一波强

烈抗议。不久，巴勒斯坦国总统宣布，

巴方停止与以色列各级政府之间的联

系。2018 年 1 月，美国国务院宣布，

冻结向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

和工程处提供的资金援助，使得美国

与巴勒斯坦的关系迅速走冷。

一、特朗普改变耶路撒冷地位引

发众怒

2017 年 12 月 6 日，美国总统特

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

都，并准备将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

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此言一出，

引起国际社会强烈反响，尤其是在中

东地区，不少国家的政要发表声明，

谴责美国的这一决定，不少国家民众

上街示威游行，抗议和反对特朗普的

做法。12 月 21 日，联合国大会召开

紧急特别会议，最终以压倒性多数投

票通过决议，认定任何宣称改变耶路

撒冷地位的决定和行动“无效”。决

议还要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通过谈判

决定耶路撒冷的地位。

众所周知，耶路撒冷问题是阿

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冲突的核心问题之

一，也是陷入僵局的巴以和平谈判中

最为敏感的问题。耶路撒冷是一座具

有 5000 年历史的古城。历史上，包

括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等在内的不同民

族，在这里建造和留下了丰富的文化

遗产和宗教圣殿，耶路撒冷因而成为

公认的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

三大宗教共同的圣地。事实上，耶路

撒冷的地位问题曾经由联合国大会决

议规定。在 1947 年 11 月联合国巴勒

斯坦分治决议（联合国大会 181 号决

议）中规定：成立耶路撒冷市国际特

别政权，由联合国来管理。但在 1948

年爆发的巴勒斯坦战争（以色列称之

为“独立战争”）中，以色列占领了

西耶路撒冷，东耶路撒冷由约旦控制。

在 1967 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

色列控制了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整

个耶路撒冷，并在 1980 年单方面通

过法律，宣称整个耶路撒冷是其“永

久、不可分割的首都”。阿拉伯国家

一直不承认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问题上

的一系列做法，巴勒斯坦方面则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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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

巴勒斯坦国。可以说，国际社会普遍

不承认以色列对耶路撒冷拥有主权，

绝大多数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把

驻以色列的大使馆设在特拉维夫，而

不在耶路撒冷。此次美国迁馆后，绝

大部分国家已表态不会追随美国，将

驻以使馆迁往耶路撒冷。

二、特朗普挑动巴以问题的真实

目的

按理说，美国应该意识到，改变

耶路撒冷地位的做法必定会引起有关

方面的强烈反应，但特朗普总统为什

么还一意孤行？

首先，特朗普这样做的目的之一

在于通过挑动中东的核心问题，借机

调整与中东相关国家关系，对长期陷

入僵局的中东和平进程施以“电击疗

法”，以压促变，重新“激活”中东和

平进程。特朗普当局认为，此前所有

的和平计划或方案都没有起到美国希

望的效果，应该抛弃陈规，另起炉灶，

在新的基础和现实面前寻求和平途径，

而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就是

美国认为的重要现实基础。据报道，

特朗普在做出这一决定之前，就和以

色列、埃及、约旦等多个中东国家通

报美国将要改变的立场。特朗普发表

关于耶路撒冷地位的讲话后，虽然遭

到了阿拉伯国家的普遍反对，但埃及、

约旦、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反应并不

过度。目前看来，美国和以色列虽然

顶住了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抗

议浪潮，使得事态没有失控，但美国

和以色列是否能借此重新“激活”中

东和平进程，仍然存在着很大的疑问。

其次，特朗普改变耶路撒冷地

位，与特朗普本人对中东问题的认知

和承诺有关。特朗普本人在 2016 年

美国总统大选前，对中东问题的关注

并不多，但他的女婿库什纳是犹太人，

在特朗普入主白宫后担任白宫高级顾

问，库什纳在美国犹太人中具有广泛

的人脉和商业联系，而美国犹太人一

向对美国政府的中东政策，尤其是对

美国与以色列的关系有重要的影响。

早在 2016年 3月，在库什纳的策划下，

已为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在美国以色

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年会上发表演讲，

强调美国应该重视以色列在中东的作

用，为特朗普赢得国内犹太人选票打

下了良好基础。也正是在此次演讲中，

特朗普首次承诺要将美国驻以大使馆

迁往耶路撒冷，也为特朗普 2017 年

12 月 6 日的讲话做了脚注 [3]。在大选

期间，特朗普也放言如果自己当选总

统，就会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

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因此，特朗普

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做法，

是在兑现自己的竞选承诺。

再次，特朗普认为，在巴以之间

搞平衡不能起到实际效果，美国预见

巴勒斯坦会对美国承认耶路撒冷地位

之举会抗议和反制，但整个阿拉伯世

界的反应会有限，因此，特朗普此举

也旨在提醒巴勒斯坦：美国已经认为，

耶路撒冷问题并非巴以谈判的直接障

碍和议题。事实上，虽然巴勒斯坦对

于美国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

做法感到极其震惊和愤怒，但在阿拉

伯国家和整个伊斯兰世界并没有出现

失控的过激反应，沙特阿拉伯等国还

对民众的抗议进行压制。巴勒斯坦在

万般无奈中，单方面对美国的态度做

出了激烈的反应。2017年 12月 31日，

在纪念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

赫）成立 53 周年会议上，巴勒斯坦

国总统、巴解组织执委会主席、法塔

赫领导人阿巴斯强调，耶路撒冷是“巴

勒斯坦人民永恒的首都”。作为对特朗

普迁馆决定的回应，巴解组织决定召

回驻华盛顿办事处代表，而特朗普也

针锋相对地表示，美国将关闭巴解组

织驻美国代表处。2018 年２月 13 日，

正在俄罗斯访问的巴勒斯坦总统阿巴

斯对外表示，今后将“拒绝美国在巴

以问题上的单独调解人身份”。[4] 可以

说，巴以和平进程走进了“死胡同”。

2018年5月14日，在巴勒斯坦人的激烈抗议和多个国家的谴责声中，美国驻以色列使馆14日正式在耶路撒

冷开馆。 图为当日，在耶路撒冷，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前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前左）

出席美国驻以色列使馆开馆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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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国际社会孤立的

美以特殊盟友关系

从 20 世纪 60 年代起，美国就与

以色列建立了特殊的盟友关系。此后

的历届美国政府，尽管在一些具体问

题上与以色列也会产生分歧，但与以

色列的战略盟友关系始终维持。以色

列对每一届美国总统上任前后对以色

列的态度十分关注，只要美以关系稳

固，并不在乎外界批评或指责以色列

在巴以问题上的所作所为。

一、特朗普执政后美以关系再升级

由于奥巴马政府在战略上对中东

地区相对超脱，导致美国与沙特阿拉

伯、埃及、土耳其等中东国家的关系

不断出现摩擦和波折。特朗普执政后，

美国倾向重新与中东的传统盟友恢复

和发展关系，这使得美国更加重视

与以色列的关系，认为以色列是美国

在中东唯一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可靠盟

友。因此，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是以

色列的首都，实际上是送以色列一个

“大礼”，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毫

不掩饰对特朗普的感激之情。

特朗普上台执政后，除了其本人

外，包括副总统彭斯、时任国务卿蒂勒

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内的高官纷纷

到访以色列。除了与以色列交流对地

区问题的看法外，主要目的是进一步

巩固美以双方的战略合作关系。在加

强双方政治关系的同时，美国与以色

列的军事合作也进一步提升。2018年

3月，以色列和美国举行了代号“杜松

眼镜蛇 2018”的联合军事演习，来自

美军欧洲司令部的 2500名军人参加了

演习，这也是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进一步加强了美国和以色列的战略合

作关系。但问题是，在巴以冲突仍然

严重对立的背景下，特朗普对以色列

的热情拥抱和倾力支持必然遭到巴勒

斯坦方面的激烈反对，也与其试图重

新启动巴以和谈的初衷南辕北辙。

二、巴以关系恶化使地区局势更

为错综复杂

美国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倒行逆

施，除了得到以色列的欢心外，在中

东和国际社会引发普遍抗议和反对。

在土耳其的号召下，2017 年 12 月 13

日，伊斯兰合作组织在土耳其伊斯坦

布尔举行特别首脑会议。会后发表公

报，宣布“承认东耶路撒冷为巴勒斯

坦国首都”。该组织还呼吁联合国安

理会维护耶路撒冷的法律地位，制止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让美

国略感意外的是，在耶路撒冷问题上，

土耳其成为对美国谴责最严厉的伊斯

兰国家。土耳其这么做，一方面是想

巩固自己在伊斯兰世界的旗帜地位，

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中东诸多热点问

题上，土耳其越来越亲近俄罗斯与伊

朗的政策趋向，未来美国和土耳其的

关系也会受到此事的牵连。由于耶路

撒冷问题牵涉到整个阿拉伯国家和伊

斯兰世界的共同利益，此前一度与以

色列释放改善关系迹象的沙特阿拉伯

与海湾国家，将有可能放缓与以色列

走近的步伐。

对美国和以色列来说，尽管在耶

路撒冷问题上以色列得到了期许已久

的结果，但也会导致美国和以色列在

国际社会更加孤立。2017 年夏，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将犹太教中仅次于耶路

撒冷的圣城希伯伦宣布为巴勒斯坦的

世界文化遗产，引起了以色列方面的

强烈抗议。同年 10 月，美国与以色

列分别宣布退出这一组织。这种“退

群”行为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批评，

德国联邦政府文化国务秘书格吕特

斯（Grütters）认为，美国和以色列的

这一决定“传递了一个完全错误的信

号”。[5] 2018 年 5 月 15 日，在美国启

用耶路撒冷的驻以色列大使馆新馆仪

式的第二天，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了紧

急会议。由于美国的否决，安理会没

有通过关于耶路撒冷问题和局势的决

议，但显示出美国和以色列再次在安

理会处于孤立的境地。

特朗普在巴以问题上的贸然之举

难推中东和平

特朗普在巴以问题上本想通过

刺激手段重启中东和平进程，但一系

列措施明显违背巴勒斯坦人利益和国

际法准则，使得巴以局势再度恶化。

2018 年 3 月 30 日是巴勒斯坦第 42 个

“土地日”[6]，此后巴勒斯坦民众持续

的示威活动遭到以色列军警严酷的镇

压，造成大量民众伤亡，尤其是加沙

地区的人道主义灾难不断加剧。巴以

问题目前处于一种险恶的状况，巴勒

斯坦民众的抗议示威与以色列的围堵

镇压轮番升级。尤其在加沙地区，目

前 220 万巴勒斯坦民众生活在这个被

以色列围困的 365 平方公里的狭小地

区。加沙不仅被外界形容为“世界

上最大的监狱”，而且有可能成为世

界上最大的“人肉躯体抗议火药桶”。

以色列士兵也在巨大压力下，不断用

武力驱散靠近加沙和以色列边界地区

的巴勒斯坦民众，使巴以关系陷入到

一种令人窒息的状况。巴勒斯坦不仅

宣布中止与以色列各层级的官方联

系，同时也宣布不参加今后由美国作

为单方调解人的和平进程，这将使美

国在中东的和平调解效果大打折扣。

一、特朗普版的巴以和平方案难

见曙光

尽管特朗普在巴以问题上已经明

显表露出“亲以抑巴”的倾向，但似

乎并没有放弃在推动巴以和平进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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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所作为的初衷。特朗普上台执政

后，在 2017 年 5 月选择出访中东作

为其外交首秀。特朗普或许自信能像

“中间商”那样，在中东地区说服以

色列、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

等国家“达成某种交易”。根据美国

和一些西方媒体报道，特朗普已授意

他的女婿、白宫高级顾问库什纳和国

际谈判特别代表贾森 · 格林布拉特出

台所谓巴以问题“世纪协议”，推动

双方实现最终和平。尽管到目前为止，

这项由美国、沙特、以色列在幕后推

动的中东和平计划的详细内容并未完

全公开，但据一些媒体披露，大概包

含以下内容：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

的首都；承认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

立的部分犹太人定居点的“合法性”；

要求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法塔赫

派）和哈马斯彻底分道扬镳；要求巴

勒斯坦同意以色列负责部分巴勒斯坦

领土的安全措施等。显然，特朗普在

巴以问题上，将更多地与以色列、沙

特、埃及、约旦等盟友协商，并不太

在乎巴勒斯坦的单方态度。特朗普不

断放出出台新和平方案的风声，但又

故弄玄虚，始终没有正式公布和平方

案的具体内容，让外界不断猜测美国

的底细，反映了特朗普在巴以问题上

并没有真正的危机感。

为了推动美国版的新的和平计

划，2018 年 1 月和 2 月，美国副总统

彭斯和时任国务卿蒂勒森先后出访中

东，访问了埃及、以色列、约旦、土

耳其等国。但从访问效果来看，美国

显然没有说服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

国家接受美国的和平主张。美国副总

统彭斯在他的首次中东之行中，甚至

没有实现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的会

面，显示巴勒斯坦方面对美国立场的

极端不满。

二、巴以和谈环境更趋恶化

所谓巴以和平进程，指的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马德里和会与《奥

斯陆协议》为标志而开启的巴勒斯坦

与以色列和平谈判进程。不幸的是，

这一进程历经坎坷，巴以真正直接谈

判的时间并不长。2000—2003 年间，

巴以爆发严重冲突，此后，巴以谈判

时断时续。2007 年，巴勒斯坦内部陷

入严重分裂，和平谈判更为艰难。巴

以双方曾在 2013 年 7 月短暂恢复和

平谈判，但由于双方在犹太人定居点

建设等问题上分歧严重，和谈于次年

４月中断，至今未能重启。近年来，

国际社会普遍支持以“两国方案”为

基础，推动实现巴以最终和平。事实

上，“两国方案”也是自 20 世纪 90

年代克林顿政府上台后历届美国政府

在巴以问题上秉持的基本立场。特朗

普本人一开始就对“两国方案”含糊

其辞，而在耶路撒冷问题上最终抛弃

美国前任历届政府的做法，实质上显

示特朗普正在偏离国际社会普遍认可

的巴以和平进程轨道。对美国版的巴

以和平方案，阿拉伯国家还需要观其

庐山真面貌，而对巴勒斯坦来说，如

何在与美国、以色列关系同时恶化的

背景下，在未来的相关谈判中确保和

平诉求与自身利益，着实并非易事。

另一方面，巴以问题面临的外部

环境也不容乐观。美国仍然在中东地

区采取单边行动。2018 年 5 月 8 日，

美国宣布单方面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

协议，俄罗斯、欧盟等此前中东和平

的调解方，不得不为挽救伊朗核协议

的命运展开频繁磋商。与此同时，围

绕叙利亚局势和前景的地区和大国博

弈仍在加剧，在这样的背景下，多边

巴以和谈短期内更难以启动。

总之，在以色列迎来建国 70 周

年之际，巴以冲突再度以一种悲惨和

令人绝望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早

在 1998 年以色列建国 50 周年之时，

当时以色列国内主要政党已经认识

到，“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是以色

列与邻国实现和平的必要条件 [7]。而

如今，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完全沉

溺于特朗普政府送来的“耶路撒冷红

包”的欣喜当中。虽然美国与以色列

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但巴以关系

的恶化，使和平谈判正在失去基本的

前提。巴以关系与美以关系的一冷一

热，让世人没有理由看好美国下一步

准备推出的和平方案，巴以和平之路

将更加险象丛生。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

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苏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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