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属于塞罕坝三代人的荣誉”
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获颁“地球卫士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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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要往水里扔大石头
美官员称总统将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相关报道美国官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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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政府长期以来的政策
是，耶路撒冷地位问题须由巴以
谈判解决。

美国承认“历史和现状”

美国官员在吹风会上说，承
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是承认

“历史和现状”，而不是一个“政治
决定”。这些官员说，几乎所有以

色列政府机构和议会都在耶
路撒冷、而不在特拉维夫。

不过，特拉维夫现在依
然是以色列政治中心，美国
及其他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
的国家都把使馆设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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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克林顿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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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专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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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宫说，特朗普当天还与以
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
话。路透社说，以色列总理府没
有回复采访要求，不过一名部长
级高官对特朗普的决定表示欢
迎，说以色列已经准备好应对任
何可能发生的暴力事件。

美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5
日晚在一份声明中说，除“必
要”公务外，领馆员工及其家属
不得前往耶路撒冷老城或约旦
河西岸。声明同时敦促美国公
民不要前往人群聚集或增派军
警部署的地方。

巴勒斯坦一些团体说，如
果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
列首都或者推进美国使馆搬迁
计划，将发起大规模示威。哈
马斯领导人哈尼亚5日说，美
国把使馆搬到耶路撒冷将“越
过红线”，特朗普的决定将“点
燃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怒
火”。 （据新华社专特稿）

中东诸国
反应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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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于当地时间5月22日在以色
列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在耶路撒冷西墙，犹太教的最神圣的地方之一放置了一张纸条，成为美国
历史上第一位访问西墙的在位总统。 （资料照片）

新华社莫斯科12月 6日
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 6日说，
他将参加定于2018年 3月举
行的新一届俄罗斯总统选
举。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报
道，普京当天在俄西部城市下
诺夫哥罗德与高尔基汽车厂的
工人们见面时说，自己将参与
竞选新一届俄罗斯总统，在这
里宣布这个决定是最合适的，

“感谢你们的支持”。
普京说：“俄罗斯将一直向

前进，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无法
阻止这一前进的脚步。”

近几个月来，普京在诸多

场合多次被问及是否会参加
2018年总统选举，但他表示自
己还未做决定。

普京宣布明年参加总统选举
他说任何人、任何时候都无法阻止俄罗斯前进的脚步

格鲁吉亚前总统米哈伊
尔·萨卡什维利5日在乌克兰
首都基辅被捕。萨卡什维利曾
获得乌克兰国籍、一度担任乌
克兰敖德萨州州长，但很快与
乌克兰总统彼得罗·波罗申科
决裂，不仅乌克兰国籍被剥夺，
在乌避难申请也被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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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地媒体和俄罗斯媒体播放的
电视画面显示，萨卡什维利被
捕前，爬上他在基辅市区住宅
的屋顶，向支持者发表讲话。

萨卡什维利指责乌克兰总
统波罗申科为“叛徒”和“小
偷”，称乌克兰当局“无法无
天”，呼吁乌克兰民众走上街
头，把这些“小偷”赶下台。

该建筑入口处晚些时候被
警方包围，参与执法的还有部

分国家安全局人员。法新社记
者报道，萨卡什维利被执法人
员带下屋顶，送上警车。萨卡
什维利的支持者阻拦警车驶
离，双方一度对峙。

萨卡什维利与乌克兰颇有
一番爱恨情仇。他通过“颜色
革命”上台，2004年至2013年
间两次担任格鲁吉亚总统，任
内奉行亲西方政策，展现了一
定的经济和政治治理能力。在
他任内，格鲁吉亚2008年因南
奥塞梯问题与俄罗斯爆发短暂
冲突。卸任后，萨卡什维利离
开格鲁吉亚前往美国定居。
2014年乌克兰政局骤变，萨卡
什维利支持针对乌克兰时任总
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的抗议。

乌克兰新政府成立后，萨
卡什维利于2015年 2月由波
罗申科任命为国际改革协商委
员会主席。同年5月，萨卡什
维利获得乌克兰国籍，并由波

罗申科任命为敖德萨州州长，
前往这一腐败“重灾区”反腐。

然而，萨卡什维利与波罗
申科很快决裂，称乌克兰政府
没有反腐的真正意愿，还指认
波罗申科任人唯亲，袒护敖德
萨州的犯罪“家族”。2016年
11月，萨卡什维利辞去州长职
务并组建“新力量运动党”。

今年7月，波罗申科在萨
卡什维利出境期间签署命令，
剥夺萨卡什维利的乌克兰国
籍，理由是后者为获得乌克兰
国籍向乌移民机关提供虚假
个人信息。萨卡什维利获得
乌克兰国籍后，格鲁吉亚已取
消他的格鲁吉亚国籍。在格
鲁吉亚，萨卡什维利因涉嫌滥
用职权、以暴力镇压反政府示
威活动、非法挪用和侵占国家
预算资金等罪名被司法部门
通缉。格鲁吉亚已向乌方提
出引渡要求。据新华社电

萨卡什维利在基辅被捕
乌克兰称因涉嫌协助犯罪团伙逮捕格鲁吉亚前总统

“‘地球卫士奖——激励与行
动奖’的得主是中国塞罕坝林场
建设者，”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亲善
大使迪亚·米尔扎5日晚在位于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环境署总部
宣布。

老、中、青三位塞罕坝人从联
合国环境署执行主任埃里克·索
尔海姆手中接过象征联合国环保
最高荣誉的奖杯。

73 岁的陈彦娴走向演讲
台。“此时此刻，我代表三代塞罕
坝人来领奖，激动的心情是无法
用语言来描述的。”

塞罕坝位于河北省承德市北
部、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南缘。
历史上，塞罕坝曾是森林茂密、禽
兽繁集。后来由于过度采伐，土
地日渐贫瘠。到上世纪50年代，
千里林海已变成人迹罕至、风沙
肆虐的沙源地。

55年前，369个平均年龄不
到24岁的年轻人毅然来到这个
黄沙漫天、草木难生的地方。半
个多世纪里，前仆后继的三代塞
罕坝人只做了一件事——种树。

陈彦娴依然记得自己刚到塞
罕坝的情景：“上山造林没水喝，
满嘴起泡，嘴唇干裂，张不开嘴。
我们只能把干粮掰成小块儿往嘴
里塞。一天下来，泥水糊得满身
满脸都是，不说话分不清谁是
谁……”如今，第一代塞罕坝人都
已至暮年，有些已经离世，但他们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却跨
越时空，薪火相传。

作为第二代塞罕坝人的代
表，塞罕坝机械林场场长刘海莹
参加了当晚的颁奖典礼。在他看
来，塞罕坝的成功，除了依靠持之
以恒的信念，也少不了科学求实
的管理理念。

建场以来，塞罕坝一边抓造

林，一边抓营林。特别是自1983
年全面转入森林经营阶段以来，
树立起“造林固本、经营培元”的
理念，摸索出一套科学抚育管护
的模式，实现了良性循环的发展
链条。

“塞罕坝各项事业的发展，始
终凝聚着科技的力量。”刘海莹
说，塞罕坝的开发建设，就是一部
中国高寒沙地科技攻关、可持续
发展的进步史。

如果用“拓荒”来形容第一代
务林人，用“传承”来形容第二代
务林人，那么，第三代务林人可以
用“攻坚”来形容，“80后”于士涛
告诉记者。

于士涛说，经过 55年的奋
斗，整个塞罕坝能够造林的地方
几乎已被开发殆尽。尽管如此，
第三代塞罕坝人正在向更干旱区
域、更高海拔地区发起挑战，通过
科学研究、借助外脑等，突破了多
品种种植、病虫害防治等难题，并
承担了包括鸟类问题研究等多个
科研课题，在新的时代继续艰苦
创业。

现在的塞罕坝，森林覆盖率
从11.4％提高到80％，每年可涵
养水源、净化水质 1.37 亿立方
米，固碳 74.7 万吨，释放氧气
54.5万吨，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
超过120亿元。

在领奖当晚，陈彦娴特地选
了一件鲜绿色的外套。正如她在
致辞中所言：“我们相信，种下绿
色，就能收获美丽，种下希望，就
能收获未来！我们为自己能够亲
手创造一个绿色奇迹而感到无比
自豪！”

“这是属于塞罕坝三代人的
荣誉，”被问及获奖心情时，陈彦
娴回答道。

新华社内罗毕12月5日电

12月5日，在内罗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总部，塞罕坝第一代务林
人代表陈彦娴（左一）在颁奖晚会上发表获奖感言。 新华社发

新华社拉萨12月6日电 记
者从西藏自治区厕所革命领导小组
办公室了解到，未来两年，西藏将安
排专项资金新建改建1934座公厕。

据该办负责人介绍，西藏厕所
革命建设项目分为旅游景区及县、
乡（镇）、村厕所；交通沿线厕所；加

油站厕所；商业网点厕所等四类。
这批公厕建成后，将基本覆盖西藏
全区各旅游景区、县（区）、乡（镇）、
村、学校、交通沿线、商业网点、加
油站等，逐渐形成覆盖城乡、布点
科学、功能完备、生态环保、特色鲜
明的公厕布局。

西藏将新建改建公厕约两千座

新华社南京12月6日电 今
后，海外人才在江苏苏州可直接
认定职称资格。记者6日从江苏
省苏州市人社局获悉，依据《苏州
市国际职业资格比照认定职称资
格办法（试行）》，取得国际职业资

格证书，且在该市从事相关专业
技术及管理工作的人员，在符合
学历、资历等申报条件情况下，不
用再参加逐级评审。

据悉，此举在全国率先打破
常规，以国际化视野引智纳才。

江苏苏州吸引人才有方：

海外人才可直接认定职称资格

（上接 01 版）就下一阶段横琴开
发和大桥经济区、自贸试验区建
设以及横琴如何融入大湾区等问
题，何厚铧提出以下建议：横琴要
推动要素流动更加便捷，以关键
创新带动全面创新，争做融通港
澳的先行者；推动政策设计更加
精准，强化整体系统谋划，打造命
运共同体；推动产业联动更加紧
密，做强做优产业园区，率先打造
与港澳产业合作的示范区；推动
社会合作更加协同，大力促进产

城人融合发展，共筑粤港澳湾区
优质生活圈。

姚奕生对何厚铧及其他专家
委员们给予横琴新区（自贸试验
片区）的长期关注和支持指导表
示感谢。他表示，接下来，横琴将
进一步做实做强与澳门合作的产
业园区，更好地强化制度创新的
实效性，推动新区开发建设达到
更高水平，并积极投身大湾区建
设，使得横琴在大湾区规划建设
中发挥更大作用。

“大咖”齐聚珠海
为横琴发展建言献策

新华社伦敦12月 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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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挫败
暗杀首相阴谋

新华社开罗12月 5日电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中东地区事
务主管罗伯特·马尔迪尼5日
在社交媒体上说，也门首都萨
那发生的军事冲突已造成234
人死亡，另有约400人受伤，其
中383人伤势严重。

也门首都已有
234人死于冲突

普京现年64岁，2000年
出任俄罗斯总统，2004年连
任。因俄罗斯宪法规定同一
人不能担任总统超过两个连
续任期，普京2008年没有参
加总统选举，而是出任政府

总理。同年底，俄国家杜马（议
会下院）通过宪法修正案，将总
统任期由 4 年延长至 6 年，从
2012年新当选总统开始适用。
2012 年 3 月，普京第三次当选
总统。 据新华社电

普京当了几任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