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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表态：不坚持“两国方案”
美国巴以问题立场出现重大转折？
说,“第三,美国很可能在这一
问题上失去其一直标榜的道
义制高点,其政策反而为反美
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提
供新的弹药。”
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会
晤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

委员会秘书长埃雷卡特直言, 现犹太人占人口多数。
特朗普的表态是要“埋葬两国 “因此,特朗普的表态到
方案和消灭巴勒斯坦国”。以 底是在延续他口无遮拦的风
色列国内不少媒体也担心,如 格,还是真的会成为未来政策
真实施一国方案的话,以色列 规划甚至战略调整的基础,仍
国将成为包括犹太人和阿拉 需继续观察,”刁大明说。
（新华社 ）
伯人等在内的国家,不可能实

【新闻延伸】

塔尼亚胡提出的
指
巴勒斯坦总统声明 上述两个条件,
出以方的用意是
继续强行改变现
不会放弃“两国方案”
状,以破坏“两国
方案”。阿巴斯警告称,以色列

巴勒斯坦国
家通讯社16日发
布总统声明,坚称
不放弃“两国方
案”,坚持以国际
法为原则,早日结束以色列占 他敦促内塔尼亚胡在建设犹
领,在1967年边界基础上建立 太人定居点问题上“缓一缓”。
2月15日 ，在美国华盛顿白宫 ，美国总统特朗普 （右 ） 与来访
内塔尼亚胡回应称,他认
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
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联合记者会 。
为定居点问题不是以巴冲突
斯坦国。
美国总统特朗普15日与来 生深远影响。
会认可的两国方案不仅会引起
阿巴斯总统的声明是对 的核心问题,也不是激化冲突
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
不过从美国国内政治角度 巴勒斯坦的反弹,美国国内外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访美的以 的主因,这一问题应该在和平
行会晤后表示,只要以色列和 来看,特朗普政府高调强化美 势必也会产生强烈反对意见。 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日联 谈判中得以解决。内塔尼亚胡
巴勒斯坦双方愿意,不论“一国 以同盟是对奥巴马政府冷待以 考虑到调整中东政策可能带来 合记者会上表态的回应。 还说,以巴和谈应满足两个前
方案”还是“两国方案”他都支 色列的一种“纠偏”,既符合共 的一系列溢出效应,近日麻烦
特朗普表示,美国将“非 提条件,即巴方承认以色列犹
持。这一表态被视为美国政府 和党传统,也对国内相关利益 连连的特朗普政府是否会真的 常努力地”促成以巴达成和平 太国家的地位以及同意以方
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出现重大 集团“有所交代”。
在此问题上有所突破？
协议,但以巴双方必须直接进 对整个地区安全局势的控制。
转折,势必对中东地区局势产
只是,彻底抛弃被国际社
行谈判,且均作出让步。为此, 阿巴斯在声明中抨击内

一国、两国都好？

强行改变现状的做法会诱发
极端主义思潮及局势动荡；放
弃“两国方案”而实施“一国方
案”会引发种族隔离问题。
阿巴斯呼吁内塔尼亚胡
顺应特朗普及国际社会的要
求,停止定居点建设活动,重
启和平进程,在联合国决议和
2002年阿拉伯和平倡议基础
上,就巴勒斯坦最终地位问题
展开谈判。

一方点名警告 一方坚决否认
法俄“干扰选举”嘴仗升级

从时间轴上看,特朗普想 敏感问题。
题上,特朗普说两国方案“可能
要推动调整前总统奥巴马的中
一系列试探与“放风”在内 是解决以巴问题更简单的办
东政策早有端倪。总统选举竞 塔尼亚胡访美前更为明显。会 法”,但并不是唯一办法。
选时期,特朗普曾多次批评奥 晤前夕,美国白宫高级官员称, 不过专家认为,特朗普政
巴马的中东政策,呼吁支持以 特朗普期望实现中东“和平”目 府贸然推行一国方案的可能性
色列利益、中止伊朗核协议等, 标,不论其是否经由“两国方 并不大。
改变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廉价 案”,悄然改变多届美国政府都 “从实际情况来看,执行一
法国总统选举日期日益
俄罗斯方面坚决否认试 手段干扰了2016年美国总统
存在”。
在巴以问题上支持“两国方案” 国方案根本不可能,各方都不
去年12月,特朗普提名自 的基调。
会同意,”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 临近,俄罗斯“暗中干扰选举” 图干扰选举,称法方的说法是 选举,结果是“亲俄派”特朗普
当选。
己的顾问、破产诉讼律师弗里
在15日的共同记者会上, 所中东研究室主任唐志超对新 的说法也升温。法国外交部长 无稽之谈。
美国认定俄罗斯以黑客
德曼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后 特朗普不仅与内塔尼亚胡频频 华社记者说,“而从特朗普的表 艾罗15日对俄方点名警告。
者接受提名时曾暗示美国将把 握手,更大夸以色列是美国“牢 态来看,现阶段推动两国方案
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 不可破的”盟友。具体到支持 也不太可能,巴以问题甚至中
“克里姆林宫已经选定了候选人”
撒冷,触及耶路撒冷地位这一 “一国方案”还是“两国方案”问 东地区和平都面临巨大挑战。”
黑客攻击。
前进党方面称,俄方希望看到中右翼政党
共和党候选人菲永或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主
为何特朗普政府在巴以问 文化等方面享有巨大影响力。 出,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是犹
席勒庞当选,原因是两人都主张与俄罗斯改善
关系,而马克龙则提出维护欧盟团结以对抗俄
题上出现重大转折？中国社会 由于奥巴马执政时期并未强力 太人,特朗普当选总统的背后
科学院美国问题专家刁大明认 支持以色列的利益,犹太裔在 不乏犹太人利益集团的支持,
罗斯。“克里姆林宫已经选定了候选人,就是菲
永和勒庞,”格里沃14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为,这首先是对奥巴马政府对 奥巴马任内对共和党的支持、 所以这一集团未来或发挥更大
以政策的改善和回调。
甚至是在总统选举期间为共和 作用。
“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不想看见强大的欧洲,
而希望欧洲虚弱。”
“在奥巴马时期,美以关系 党捐款的数量都有显著提升。
只不过,特朗普政府近日
因定居点等问题持续遇冷、甚 “如果美国改变中东政策、 遭受多重打击。先是入境限制
按照格里沃的说法,马克龙的竞选网站和
邮件服务器过去一个月持续遭到黑客攻击,
至到达历史低点,特朗普政府 捍卫以色列利益的话,可以看 令被暂缓执行,后是总统国家
高调恢复和强化美以关系,符 成是对犹太裔的回报,”刁大明 安全事务助理弗林因“电话门”
“每天有数百次”,其中半数攻击与俄罗斯有关
联。
合传统共和党人的呼吁,”刁大 说。
辞职。“共和党虽然希望缓和美
明说,“同时,美国国内相关利
清华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 以关系,但会不会放任特朗普
费朗连续两天指认俄方试图破坏马克龙
的选情,认定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卫星通讯社
益集团也起了不小作用。” 究院上月发布的《清华全球报 彻底抛弃已被国际社会认可的
犹太裔向来是美国总统选 告》中,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 两国方案？”刁大明问道。
蓄意做出对马克龙不利的报道,特别提及卫星
通讯社先前对法国共和党议员迪克的专访。迪
举“钱仓”,在美国政治、经济、 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李巍指
克称,作为银行家,马克龙“一直是美国大银行
的代理人”。迪克还称马克龙是同性恋,背后有
2 月 6 日 ， 法国总统候选人弗朗
“非常有钱的同性恋游说者”
支持。
索瓦·菲永在巴黎出席新闻发布会 。
随着马克龙的支持率上升,法国曝出他婚
刁大明认为,目前来看,特 也是他招致各方批评的重要原 彻底推翻两国方案将严重影响
法国总统选举将举行两轮,分别在4月和5 外恋和同性恋传闻,马克龙都予以否认。
费朗同时称,菲永和勒庞“神秘地逃过”俄
朗普出台政策时仍受到国内力 因之一,”他说。
巴以和平的基石,巴以问题可能 月。眼下民意支持率最高的候选人是前财政部
量掣肘,“除非他在国内议题上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来看, 再度成为地区热点和冲突源。 长马克龙。
媒体的批评。
法国《观点》周刊15日发布的民意调查结
过关,才可能将更多精力放在 美国国内政治派别及利益集团 “首先,巴以关系将重趋紧
马克龙作为独立候选人自组前进党。13日
对外事务上”。
的缠斗已导致政府对外政策产 张,冲突恐再出现；其次,推翻 以来,前进党总书记费朗和马克龙的发言人格 果显示,马克龙的支持率为39％,仍占据首位；
“更关键的是,虽然特朗普 生溢出效应,深远影响地区和 两国方案将在阿拉伯世界和伊 里沃称,俄罗斯两家官方媒体今日俄罗斯电视 其次是社会党候选人阿蒙,为38％；勒庞以
对两国方案持迟疑态度,但他 国际政治秩序。
斯兰世界激起强烈反应,反美 台和卫星通讯社在报道中向马克龙“泼脏水”, 26％排名第三；受妻子“空饷门”事件打击的菲
并未拿出合适的替代方案,这
唐志超对新华社记者说, 情绪或将进一步上升,”唐志超 发布“假新闻”,试图打击他的支持度。另外,俄 永人气骤降,支持率急跌18个百分点,以25％
方还向马克龙的竞选网站和邮件服务器发动 排名第四。

利益集团起作用

溢出效应严重

老年咳喘
免费领取
咳喘礼包,活动特送最后 3天,不花任何费用寄到家
春寒料峭,倒春寒入侵,老年人多发 免费领“驱寒咳喘组合礼”1. 牛尾蒿
咳喘。为此我们特制“驱寒咳喘组合礼”, 油软胶囊 豫健准字 （2015） 第 0051 号 、
国药准字号 Z20026251；2. 咳喘保健贴
将健康送给需要的老年朋友。
此次活动旨在为做口碑宣传,赠送 青药广审（文）第 2015110163 号。
礼品全部免费,承诺绝不收任何费用,因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
成本限制,仅免费发放前 200位打电话 （不收物流费 不收邮递费 不收任何费用 ）
的老年朋友,最后 3天送完即止！
参与需知 ：1、必须是真正有需求 ，为了改
善身体状况的中老年人 ；2、55 岁以上老人可
以优先领取 ；3、礼品数量有限 ，每位老人仅限
领取一份。

领取
热线

400-606-1607

“有一种歇斯底里的反普京的活动”
15日,法国政府官员也加
针对前进党方面的说法, 俄罗斯政府也出面,否认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卫星通讯 俄方干扰法国总统竞选活动。 入嘴仗,外长艾罗点名警告俄
社以及俄罗斯政府都强烈予 俄总统新闻秘书德米特里·佩 方不得“干扰”选举：“ 无论是
以否认,反指对方散布假新闻。 斯科夫14日在记者会上说,马 俄罗斯或者其他国家,任何人
卫星通讯社说,自己一直 克龙方面的说法“荒谬”,俄罗 干涉我们的选举都是不可接
如实报道法国选举,援引各类 斯“没有也不会有任何干涉别 受的。”
不同观点。而前进党方面“诽 国内政的意图,特别是选举。” “鉴于在美国发生的事,
佩斯科夫还说：“ 显而易 我们有责任采取一切必要措
谤性的”指责是在“试图左右
见,某些国家有一种歇斯底里 施,确保我们的民主程序的完
公众意见”。
整性获得完全尊重,”艾罗说。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回应 的反普京的活动。”
法国总统府14日宣布,总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
道：“ 马克龙的竞选团队不应
该重复美国建制派的错误,应 娃也表示,马克龙方面指责俄 统奥朗德已经下令,必须对今
该把重点放在竞选本身而不 方媒体散布假新闻的说法本 年的法国总统选举采取“特别
是攻击俄罗斯媒体。这种欺骗 身就是“假新闻”,去年美国总 保护措施”,包括网络方面。他
性和攻击性的言论损害了马 统竞选中,民主党方面就针对 要求安全部门下周提交方案。
（新华社 ）
克龙竞选活动的声誉。” 俄方发出过这样的指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