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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山

格鲁吉亚前总统萨卡什维利要
跳楼了！

5日一大早，在乌克兰首都基辅，
面对突然闯入的执法人员，萨卡什维
利爬上居住的8层公寓楼顶，先是痛
骂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不是东西”，
然后威胁要跳下去。经过对峙，萨卡
什维利最终被执法人员从楼顶边缘
拉回，并被当场逮捕。

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说，萨卡什维
利被捕是因为涉嫌协助犯罪团伙。
如果这一罪名成立，他将面临最长 5
年监禁。

格鲁吉亚前总统怎会涉嫌在乌
克兰犯罪？又怎会被逼得要跳楼？
说起来，萨卡什维利跟乌克兰颇有一
番爱恨情仇。

2015年5月29日，两度担任格鲁
吉亚总统的萨卡什维利获得了乌克兰
国籍，第二天又被波罗申科任命为敖德
萨州州长，一时间风光无限。波罗申科
优待萨卡什维利，据说是看中了他当总
统时的反腐能力。

作为“外来的和尚”，萨卡什维利
当上“封疆大吏”后，本应先好好展现
自己“会念经”的本事，他却很快把目
光盯上了乌克兰总理的宝座，打着“反
寡头、反腐败”的旗号，不断攻击时任
乌总理亚采纽克，要求对方辞职。

2016年4月，亚采纽克宣布辞职，
萨卡什维利却没能如愿以偿。对亚
采纽克的攻击，让他得罪了众多乌克
兰“本地和尚”；以改革名义向波罗申

科 发 出
“最后通
牒”，又为
他招来后
者不满；
在敖德萨

州反腐，更是困难重重，鲜有起色。
2016年11月，在当了18个月州长后，
萨卡什维利也宣布辞官。

如果仅仅因为这些，萨卡什维利
还可以继续当他的乌克兰公民，但他
在辞官的同时又成立新党“新力量运
动党”，试图进入乌克兰议会，进而竞
选总统，这自然引起波罗申科的警惕。

今年7月26日，趁着萨卡什维利
不在乌克兰，波罗申科签署命令，称
萨卡什维利为获得乌克兰国籍而向
乌移民机关提供了虚假个人信息，决
定取消其乌克兰国籍，而根据乌克兰
法律，只有乌克兰公民才能领导政党
或当选议员。

波罗申科这招“釜底抽薪”可害
苦了萨卡什维利。

2013年卸任格鲁吉亚总统后，萨
卡什维利面临多项犯罪指控，包括将
500 万美元公款挪作私用、滥用职权
等。因此，2015 年一获得乌克兰国
籍，萨卡什维利便立刻注销了自己的
格鲁吉亚国籍。现在波罗申科使出
这一招，瞬间就让其成了“黑户”。

更惨的是，萨卡什维利当时还不
在乌克兰，连家都回不去了。9月10
日，碰了多次壁的萨卡什维利好不容易
才借助“粉丝团”的力量“闯关”成
功。再次进入乌克兰后，为获得一个
身份，萨卡什维利甚至向乌克兰政府
提出过难民申请，但也被拒绝。

好歹也当过总统，现在竟连个难
民都当不成！本月3日，萨卡什维利
组织了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准备向
波罗申科“讨说法”，结果就出现了文
章开头的那一幕。

除了在乌克兰命运多舛，萨卡什
维利在格鲁吉亚还有一大堆官司。
此前，格鲁吉亚已至少两次向乌克兰
提出过引渡萨卡什维利。看来，萨卡
什维利的“悲剧人生”恐还将继续。

将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耶路撒冷这事儿，特朗普要来真的？

耶路撒冷地位是巴勒斯坦与
以色列和解对话中分歧严重的议
题之一。以色列在1967年中东战
争后吞并东耶路撒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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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要求政府在当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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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配合推
动巴以恢复和谈的努力，他在今年
6月签署了延缓搬迁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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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做法可
以确保美国对外政策的延续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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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为本
已趋缓的巴以纷争人为制造新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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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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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问题上所做的努力付诸东流，此举可
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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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美国驻伊斯兰国家外交人
员的人身安全也可能因抗议活动而受
到威胁。

美国政府官员5日晚举行媒体吹
风会，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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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涉及人员和安保等问题，迁馆
工作预计耗时数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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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址会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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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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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时数年才能
完成。

这将是美国总统首次做出这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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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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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微信）：18623753767 15838566190
地址：西工区道南路宝龙大厦605

洛阳大自然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CN02781

大槐树平遥王家壶口2日280元
每周六发团

大槐树绵山2日288元

许可证号:L-HEN-CJ00084

洛阳环球国旅

海南旅居度假
2980元

（5天旅游+5天旅居）
（含往返机票+吃住）

电话：18137919215 80878028
地址：西工区唐宫路中泰商务大厦16楼

15
天2980含

吃
住

30
天4380含

吃
住

洛阳中国青年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CJ00005

地址：涧西区珠江路丽春路交叉口向南100米路西
电话:60106689 18037000699(同微信)
越南河内下龙湾双飞6天一价全含1600元

郑州直飞芽庄5日游1480元
郑州直飞岘港6日游1880元
郑州直飞柬埔寨5日1900元
洛阳直飞泰国6日游2180元

洛阳中国青年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CJ00005

电话：65189660 15896607741（微信）
地址：南昌路壹号城邦11-2013青旅总部

洛阳起云南双飞6日 880元
厦门鼓浪屿双飞5日 990元
洛阳包机海南全陪6日2100元
洛阳直飞泰国包机6日1980元
洛阳直飞越南下龙湾6日1180元

洛 阳 青 旅
许可证号:L-HEN-CJ00005

南昌路壹号城邦11号楼2012室青旅总部
电话：69970015 15896509765

各国签证 特价！
土耳其全景 12 日 4999元起
澳大利亚郑州起止6888元起
埃及＋迪拜郑州起止8699元起
欧洲4/6国一价全含9999元起

洛阳环球国际旅行社

电话：64680087 15803796111（微信）
地址：涧西区七里河牡丹大酒店407室

许可证号:L-HEN-CJ00084

洛阳起止越南双飞6天0自费1599元

云南昆明大理芒市瑞丽腾冲三飞6天1180元
洛阳直飞昆明大理丽江休闲双飞6天1680元
夕阳红洛阳直飞昆明大理丽江养生6天1980元

洛阳直飞昆明西双版纳双飞6天1080元

河南舒翔国际旅行社
许可证号：L-HEN03101

地址:丽春路王府井东500米路北门店
电话:69925197 13938809378（微信）
以上线路报名即有精美礼品相送

厦门双飞5日980元
桂林双卧5日980元
贵州双飞5日1180元
海南双飞5日178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