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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解决巴以冲突的新方案: 基于
“世纪协议” 的文本解读

马晓霖

　 　 内容提要　 美国特朗普政府自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推出有关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

“世纪协议”① 经济框架后ꎬ 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又推出完整版的 “世纪协议”ꎮ 该

文件的政治框架是解决巴以冲突的核心ꎬ 涉及所谓 “两国方案” 愿景下美国

对巴以边界划分、 定居点存留、 耶路撒冷归属、 难民问题出路、 未来双边安

全安排等主张ꎮ “世纪协议” 是美国零和思维、 单边主义和强权逻辑的产物ꎮ
由于它严重背离国际法原则、 联合国决议精神、 国际社会公平、 公正和持久

解决巴以冲突及中东争端的广泛共识ꎬ 因此它注定是一桩很难被巴勒斯坦接

受的单边和强制交易ꎬ 无助于顺利重启巴以和谈及推进中东和平进程ꎬ 对中

东安全格局也难以产生重大和长远影响ꎬ 中东和平前景更加黯淡ꎮ
关 键 词　 “世纪协议” 　 美国特朗普政府　 以色列　 巴勒斯坦　 中东

和平进程

作者简介　 马晓霖ꎬ 浙江外国语学院 “西溪学者 (杰出人才)”、 环地中

海研究院院长、 教授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３)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ꎬ 特朗普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主要对

３

① 美国白宫发布并在官网上载的文件正式名称是 “从和平到繁荣: 改善巴以人民生活的愿景”
(Ｐｅａｃｅ Ｔｏ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Ａ Ｖｉｓｉｏｎ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ａｎｄ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Ｐｅｏｐｌｅ)ꎮ 美国媒体称其为

“世纪交易” 或 “世纪协议” (Ｄｅ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ｕｒｙ )、 “特朗普交易” (Ｔｒｕｍｐ Ｄｅａｌ)、 “特朗普愿景”
(Ｔｒｕｍｐ’ｓ Ｖｉｓｉｏｎ)、 “特朗普和平倡议” (Ｔｒｕｍｐ’ｓ Ｐｅａｃ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特朗普方案” (Ｔｒｕｍｐ Ｐｌａｎ)、 “特
朗普和平方案” (Ｔｒｕｍｐ Ｐｅａｃｅ Ｐｌａｎ)ꎮ 中国媒体或学界多将其称为 “世纪交易” “世纪协议” 或引申为

特朗普 “新中东和平方案”ꎮ 从文件名称和文本完整内容看ꎬ “协议” 其实并不妥帖ꎬ 只有达成一致的

磋商成果才能称为协议ꎬ 愿景、 建议、 设想、 方案、 框架、 倡议等概念相对较为契合ꎮ 考虑到中外主

流舆论已约定俗成ꎬ 笔者采用 “世纪协议” 为代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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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 “蓝白党” 领导人甘茨ꎬ 正式发布酝酿 ３ 年多的所谓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

“世纪协议”ꎮ 这份重磅文件全文曝光后震动世界ꎬ 因为它延续了特朗普政府

对以色列一边倒的偏袒立场ꎬ 不顾公认的国际法原则、 联合国决议精神和国

际社会共识ꎬ 以帮助发展巴勒斯坦经济为许诺ꎬ 在领土归属、 边界划分、 耶

路撒冷地位、 定居点前途和难民回归权等最终地位谈判核心问题上站在以色

列一边ꎬ 以单边主义思维和美以双赢方式构想出所谓多边合作框架ꎬ 试图否

定和剥夺巴勒斯坦合法权益ꎬ 推翻美国前政府认可的 “两国方案”ꎬ 而以 “国
中国” 或 “一国半” 方案一揽子解决巴以冲突并签署 «以巴和平协定» (Ｉｓｒａｅｌｉ －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Ｐｅａｃ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①ꎬ 且以联合反恐、 共遏伊朗和建设区域经济联盟

为依托ꎬ 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ꎮ ３ 月 ８ 日ꎬ 以色列 «耶路撒冷邮报» 援引美

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高级顾问贾里德库什纳的话ꎬ 向巴勒斯坦发出 “最
后通牒” 称ꎬ 如果巴方不重返谈判桌ꎬ 美国将推进 “世纪协议”ꎬ 包括同意以

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ꎮ 他重申ꎬ 许多阿拉伯国家和欧盟都不反对这

份文件ꎬ 巴勒斯坦的立场可以通过谈判来体现ꎬ 拒绝谈判将承担失去机遇的

责任ꎮ 该报还披露ꎬ 两周前美以已开始磋商哪些西岸地区兼并后其主权将获

得美国承认ꎮ② 这意味着ꎬ 在以色列完成一年内第三次议会选举后ꎬ 美以已决

意强制实施 “世纪协议” 这一牺牲巴勒斯坦合法权益的美国解决巴以冲突新

方案ꎮ
美国公布 “世纪协议” 后引起广泛国际关注ꎬ 有学者认为它是继 １９４７ 年

联合国大会通过 １８１ 号巴勒斯坦分治决议、 １９９３ 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解放组

织签署 “奥斯陆协议” 后对中东和平进程特别是巴勒斯坦问题产生重大历史

影响的第三份框架性文件ꎮ③ 但是ꎬ 这份文件内容庞杂、 丰富ꎬ 国内外学界、
新闻界和政界大都只对其进行摘要式述评ꎬ 对其可行性及涉及国际法等方面

的内容做了零散分析和预测ꎬ 尚缺乏全面、 完整介绍文本内容并进行系统研

究的学术文章ꎮ 鉴此ꎬ 本文试图对 “世纪协议” 的背景、 概念、 框架和主要

４

①

②

③

“Ｐｅａｃｅ ｔｏ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Ａ Ｖｉｓｉｏｎ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ａｎｄ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Ｐｅｏｐｌ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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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ｄｄｌｅ － Ｅａｓｔ / Ｋｕｓｈｎｅｒ － ＵＳ － ｔｏ － ａｐｐｒｏｖｅ － Ｉｓｒａｅｌｉ － ａｎｎｅｘａｔｉｏｎ － ｉｆ －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ｓ － ｄｏｎｔ －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ｅ － ６２０１３５?
ｆｂｃｌｉｄ ＝ ＩｗＡＲ１Ｃｍ８Ｆ３＿ ｔＷｍＰＱＢＡｇｖＧＷ８ＩＴＹＯｐｇＺＧｒｒＩ９ｙａｑｎｗｂｚＡｌＭｒＸＦＬＪｘ＿ ｐＵｑｃｕＤｓｉｋ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２４

“Ｔｈｅ Ｔｒｕｍｐ Ｐｌａｎ Ｉｓ Ｊｕｓｔ ａ Ｃｏｖｅｒ ｆｏｒ Ｉｓｒａｅｌ’ ｓ Ｆｉｎａｌ Ｌａｎｄ Ｇｒａｂ”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ｅｙｅ ｎｅｔ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ｔｒｕｍｐ － ｐｌａｎ － ｉｓｎｔ － ｐｅａｃｅ － ｐｒｏｃｅｓｓ － ｉｔｓ － ｒｅｄꎬ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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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进行引介ꎬ 并在此基础上重点梳理和分析特朗普版 “新中东和平方案”
的特点和性质ꎬ 展望它对中东和平进程和地区安全格局的影响ꎮ

动机与内容: 彰显美以在中东的长期战略利益

“世纪协议” 是特朗普政府精心酝酿后作为最重要的外交资产隆重推出

的ꎮ 由于这是一份 “破旧立新” 的颠覆式愿景ꎬ 针对的又是长期影响中东地

区安全问题的巴以冲突ꎬ 因此ꎬ 白宫打破常规ꎬ 没有一次性和盘托出整个文

件ꎬ 而是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在巴林多边会议上先抛出经济框架试探各方反应ꎬ 并

聚焦 ３ 个问题: 改善巴勒斯坦营商环境以促进私企发展和私人投资ꎻ 注重教

育和劳动力培训ꎬ 使巴勒斯坦人掌握经营私企获得成功的手段ꎻ 解决管理问

题ꎬ 充实财产权ꎬ 加强法制ꎬ 建立可靠的司法系统并防范腐败ꎮ① 而完整版

“世纪协议” 使外界首次得以了解特朗普思维与风格左右下的巴以问题方案ꎬ
即如何一劳永逸地解决巴以间的棘手问题ꎬ 达成国际社会所期待的持久、 公

正和平ꎬ 实现 “土地换和平” 夙愿ꎮ
(一) “世纪协议” 出台的背景与动机

任何国家领导人在任期间都面临内政与外交两大任务ꎬ 而外交往往是内

政的延伸ꎮ 对于美国这样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ꎬ 内政与外交往往还是模糊的ꎬ
即外交不仅要为内政服务ꎬ 而且还常常被当作内政处理: 一则ꎬ 美国自视为

世界领导者ꎬ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ꎻ 二则ꎬ 受三权分立制度掣肘和府院矛盾

羁绊ꎬ 总统最大用武之地在于外交领域ꎮ 特朗普政府推出 “世纪协议” 是美

国自认为作为 “世界警察” 的常态责任感使然ꎬ 而中东又是美国战略和外交

政策枢纽区域、 杠杆地带ꎮ 通过推出 “世纪协议”ꎬ 特朗普要达到多重意图ꎬ
核心诉求是对外重构中东格局、 对内争取连任ꎮ

第一ꎬ “重构” 中东格局ꎬ 保护美国战略资产ꎬ 维护美国核心利益ꎮ 特朗

普执政于美国被经济危机和两场地区战争所严重拖累的国力下沉阶段ꎬ 以及

国际主义与孤立主义 “二选一” 的十字路口ꎮ 特朗普借助强调 “美国优先”
并发誓让 “美国再次伟大” 而意外赢得大选ꎬ 这种胜利又强化了他对世情、

５

① “Ｐｅａｃｅ ｔｏ 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 Ａ Ｖｉｓｉｏｎ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Ｌ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ａｎｄ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Ｐｅｏｐｌｅ”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ｐｅａｃｅｔｏｐｒｏｓｐｅｒｉｔｙ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２４ 以下涉及该文本的内容ꎬ 均源于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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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情和人情的理解ꎬ 并反作用于其内政外交决策ꎮ 在放弃过多世界责任的总

体抉择下ꎬ 特朗普及顾问团队认为ꎬ 必须守住中东这片体现大国作用的战略

区域ꎬ 但是ꎬ 不能再像前任那样深陷泥潭不可自拔ꎬ 要量入为出地有所为、
有所不为ꎬ 必须保护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等核心盟友ꎬ 进而维持美国对中东

战略稳定与世界能源安全的总体控制ꎬ 为此甚至可以放弃利比亚、 叙利亚和

也门等边缘或 “脆弱国家”ꎮ
实现美国外交的重点突出ꎬ 就要在阿拉伯剧变的乱局中进行格局重构ꎮ

重构的两大关键: 一是解决巴以冲突ꎬ 进而一劳永逸地解决阿以争端ꎬ 将这

两大盟友 “拧成一股绳” 为美国所用ꎮ 由此ꎬ 特朗普政府实行以纠偏和破局

为关键词的巴以政策ꎬ 旨在大力改善美以作为特殊核心盟友的关系ꎬ 同时制

造既成事实ꎬ 迫使巴方和国际社会接受其以维护以色列利益为内核的新版和

平路线图ꎮ① 二是彻底消除伊朗的战略扩张和持续威胁ꎮ 当然ꎬ 这两者之间又

有着密切关联与互动ꎮ 完成重构中东必须在两条线上发力ꎬ 这就是世人看到

的推翻 “伊核协议” 及全面遏制和规约伊朗国家行为的蓬佩奥 “十二条”②ꎬ
以及本文拟论述的 “世纪协议” 及其对应目标巴以冲突ꎮ 实现这两大战略依

托ꎬ 或在其实践中通过提振地区经济ꎬ 实现和平、 发展和繁荣ꎬ 以期消灭激

进、 极端主义和反美主义ꎬ 通过构建以美国为首的区域安全合作机制 “中东

版北约”ꎬ 实现控制中东之目的ꎮ
第二ꎬ 争取选民ꎬ 系服务于美国和以色列大选的拉选票战术ꎮ 在 “世纪

协议” 全盘托出前ꎬ 特朗普就已开始其中东 “新战略”ꎬ 颠覆前任政府一系列

政策和做法ꎬ 或在前任政府亲以政策基础上走得更远、 更极端ꎬ 包括但不局

限于下列行动: 打破历届总统惯例ꎬ 将以色列作为首次出访对象国之一ꎻ 退

出对以色列 “不友好” 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教科文组织ꎻ 退出令以色列强

烈不满的 “伊核协议”ꎻ 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ꎬ 并刻意在巴勒斯坦 “灾
难日” 完成美国使馆迁移ꎻ 支持以色列扩建定居点ꎻ 附和以色列对叙利亚戈

兰高地的主权主张ꎻ 断绝对巴勒斯坦的财政援助ꎬ 压缩对巴勒斯坦难民的人

道拨款ꎬ 关闭巴解组织驻美代表处等ꎮ 所有这一切ꎬ 都是特朗普兑现第一次

竞选时的亲以亲犹和反伊朗承诺ꎬ 回报美国犹太财团和以色列对其角逐白宫

６

①

②

刘辰、 马晓霖: «延续与调整: 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中东政策»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９ 年

第 ５ 期ꎬ 第 ５２ 页ꎮ
马晓霖: «伊朗 “老鼠戏猫” 还是再吞 “毒药”»ꎬ 载 «北京青年报»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２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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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ꎬ 同样也着眼于 ２０２０ 年争取连任ꎮ 新教福音派主导的美国主流社会有

着由来已久的亲以情节ꎮ ２０１９ 年美国皮尤公司和盖勒普所作的民调显示ꎬ 美

国多数选民倾向于亲以亲犹外交政策ꎬ 尽管有人认为这一结论有所夸大ꎮ①

另外ꎬ 特朗普的外交深受犹太亲属或亲以人士左右ꎮ 他不仅委派犹太私

人律师戴维弗里德曼出任驻以色列大使ꎬ 决策也高度依赖与内塔尼亚胡拥

有密切家庭关系的犹太女婿库什纳ꎮ 这份 “世纪协议” 是弗里德曼和库什纳

执笔起草的ꎬ 并且库什纳受到以色列政府主要智囊和政策代言人、 前驻联合

国大使多尔戈尔德所著 «为耶路撒冷而战» 的影响ꎬ 尤其关于激进伊斯兰

力量与耶路撒冷关系的章节ꎮ② “世纪协议” 中关于以色列安全关切的内容ꎬ 相

当多地表述出以色列外交部智库 “耶路撒冷公共事务中心” 于 ２０１１ 年出版的论

文集 «以色列可防守边界的关键安全诉求———切实可行的和平之基» 之要点ꎮ③

特朗普不仅在中东政策的方向和重构上已几乎与以色列右翼力量完全合

辙ꎬ 两次公布这份文件都在为坚持扩张政策、 反对 “两国方案” 的内塔尼亚

胡拉票ꎬ 而这本身同样有助于他本人争取保住连任总统ꎮ 由于特朗普重构中

东以维护以色列和美国利益为核心ꎬ 也就决定了这个和平方案不可能照顾巴

勒斯坦的核心和长远利益ꎬ 也不可能实现巴以和解并达到 “由和平到繁荣”
的预期ꎮ

(二) 文本框架与核心内容

英文版 “世纪协议” 共 １８１ 页ꎬ 包含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 “政治框

架”ꎬ 正文分 ２２ 章内容共 ３９ 页ꎬ 附件 １０ 页ꎬ 囊括 “世纪协议” 所有政治、
安全要点ꎻ 附件包含领土分割 “概念地图”、 以色列 “安全关切”、 加沙 “安
全标准” 和巴勒斯坦国 “非军事化标准及其他安全安排” 等四方面内容ꎮ
“经济框架” 正文共 ３８ 页ꎬ 另有 １００ 多页各种图标、 统计数字和预期指标ꎮ
作为对巴勒斯坦牺牲主权和领土完整及难民回归权的经济回报ꎬ “世纪协议”
承诺在 １０ 年内帮助巴以人民实现 “从和平到繁荣” 总愿景ꎬ 尤其是提出筹措

７

①

②

③

Ｓｐｒｕｓａｎｓｋｙ Ｄａｌｅ ＆ Ｐａｓｑｕｉｎｉ Ｅｌａｉｎｅꎬ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Ｖｏｌ ３９ꎬ Ｉｓｓ １ꎬ Ｊａｎ / Ｆｅｂ ２０２０ꎬ ｐｐ ５６ － ６２

Ｌａｈａｖ Ｈａｒｋｏｖꎬ “Ｋｕｓｈｎｅｒ Ｓｈｏｕｌｄ Ｋｎｏｗ Ｔｈａｔ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Ａｌｒｅａｄｙ Ｐｒａｙ Ｆｒｅｅｌｙ ｏｎ Ｔｅｍｐｌｅ Ｍｏｕｎｔ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Ｍｉｄｄｌｅ － Ｅａｓｔ / Ｋｕｓｈｎｅｒ － ｓｈｏｕｌｄ － ｋｎｏｗ － ｔｈａｔ － Ｍｕｓｌｉｍｓ － ａｌｒｅａｄｙ － ｐｒａｙ － ｆｒｅｅｌｙ －
ｏｎ － Ｔｅｍｐｌｅ － Ｍｏｕｎｔ － ６１６２３８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０８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ｓ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Ｄｅｆｅｎｓｉｂｌｅ Ｂｏｒｄｅｒｓ －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Ａ Ｖｉａｂｌｅ Ｐｅａｃｅꎬ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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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 亿美元投资ꎬ 通过释放经济潜力、 改善人权状况、 提升管理水平三大路

径ꎬ 帮助巴勒斯坦人实现以下重大目标: 新增 １００ 万个就业机会ꎬ 将失业率

降至个位数ꎬ 将贫困率降低 ５０％ ꎬ 将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目前的

１７％提升到 ４０％ ꎬ 确保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岸获得可持续电力供应ꎬ 将巴勒

斯坦人均用水供应能力翻一番ꎬ 使巴勒斯坦人享有高速数字化服务ꎬ 并将外

国直接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由目前的 １ ４％ 扩大到 ８％ ꎮ “经济框架”
还誓言推动巴以与约旦、 埃及实现区域经济合作和协同发展ꎬ 共同实现地区

繁荣ꎮ 由于经济愿景以政治解决为前提ꎬ 政治框架是解决巴以冲突的核心所

在ꎬ 也是实现经济框架目标的前提与基础ꎬ 因此ꎬ 本文将集中笔墨对这部分

文本进行解读与评析ꎮ
“世纪协议” 的 “政治框架” 涉及以下关键问题: 第一是领土分割与边

界划分ꎮ 以色列将保留约旦河西岸面积的 ３０％ ꎬ 其余 ７０％划归巴勒斯坦 (包
括交换土地)ꎮ 基于战略安全需要ꎬ 以色列将拥有约旦河河谷地区和死海主

权ꎬ 避免巴勒斯坦国与约旦王国水陆接壤ꎻ 允许巴勒斯坦人以租赁等方式继

续在约旦河谷地区务农ꎬ 并在死海北部开发一处飞地ꎬ 经营旅游度假ꎮ 但是ꎬ
这些生产活动不能损害以、 约两国主权、 海岸线控制权及自然资源的分配

安排ꎮ
第二是定居点前途ꎮ 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建立的所谓合法定居点全部保

留ꎮ 被分割的巴勒斯坦人村庄与社区维持现状ꎬ 以此实现西岸约 ９７％ 的以色

列人归于以色列主权ꎬ 约 ９７％的巴勒斯坦人由巴勒斯坦国辖制ꎮ 因定居点保

留而形成的双方飞地通过封闭桥梁和隧道连接ꎮ
第三是土地交换与开发ꎮ 对于拥有约旦河谷、 死海沿线和定居点等西岸

土地ꎬ 以色列通过土地交换方式补偿巴勒斯坦国ꎬ 具体位置包括: 以色列东

部加利利一带的 “阿拉伯三角” 地区、 南部与埃及接壤并靠近加沙地带的两

块飞地———这两块飞地将用于建设高科技产业园以及居民与农业社区ꎬ 并与

加沙地带通过隧道或高架桥连为一体ꎮ 加沙地带也将以相同方式穿越以色列

国土与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国国土打通ꎮ 双方将成立一个 “国际基金” 负责

处理置换土地开发ꎬ 以及 «巴以和平协定» 规定的所有基础设施建设ꎬ 包括

港口、 道路、 桥梁、 隧道、 天桥、 栅栏、 铁路、 边境控制区等ꎮ
第四是耶路撒冷归属ꎮ 美国承认并支持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ꎬ 鼓励以

色列放弃东耶路撒冷郊区阿布迪斯镇等部分阿拉伯社区作为巴勒斯坦国首都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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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遵从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习惯ꎬ 称之为 “古德斯 (圣城)” 或其他名字ꎮ
老城宗教圣地向所有信徒开放ꎬ 圣殿山上的阿克萨清真寺由约旦王室监管ꎮ
巴以成立 “耶 －古旅游联合开发局” (ＪＴＤＡ)ꎬ 共享旅游资源和收入ꎮ 两者间

的安全由以色列负责ꎮ
第五是边境口岸及领土控制ꎮ 以色列将对巴勒斯坦国负有 “压倒一切的

安全责任”ꎬ 并控制其所有国际口岸ꎮ 一切进入巴勒斯坦国的人员物资由以色

列边境人员监测核准ꎻ 以色列将在巴勒斯坦国保持至少一个预警站ꎬ 并尽量

多地使用飞艇、 无人机等类似设备ꎻ 以色列安全部队基于反恐使命随时可以

进入巴勒斯坦国境内ꎮ 约旦河西岸的领空和无线电通信由以色列掌握ꎮ 以色

列海军有权阻止被禁止的武器和相关材料进入巴勒斯坦国ꎮ 巴勒斯坦国获准

建立独立海港和机场之前ꎬ 在尊重以色列和约旦主权与治权且无损其安全利

益的前提下ꎬ 可以过渡性地使用地中海的以色列海法港和阿什杜德港以及死

海的约旦亚喀巴港ꎮ
第六是难民问题ꎮ «以巴和平协定» 必须规定完全终止难民和移民的所有

权利ꎬ 任何巴勒斯坦难民不得要求返回以色列ꎮ 由于来自阿拉伯国家且数量

同等的犹太难民已被以色列接受ꎬ 阿拉伯国家 “作为兄弟” 有道义责任吸纳

巴勒斯坦难民ꎮ 犹太和巴勒斯坦难民应同等获得赔偿ꎮ 符合 «以巴和平协定»
规定且已在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救济处 (ＵＮＲＷＡ) 登记的难民需要重新甄别

身份并接受 “三选一” 出路: 回归巴勒斯坦国ꎻ 被寄居的东道国归化ꎻ 由愿

意参与中东和平进程的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以每年 ５ ０００ 人的速度在 １０ 年

内吸纳ꎮ 基于这一框架ꎬ 美国将推动成立 “巴勒斯坦难民信托基金” (ＰＲＴ)ꎬ
为放弃回归权的难民提供补偿ꎮ

第七是巴勒斯坦建国的政治条件ꎮ 巴勒斯坦人应实行法治、 公正选举、
保障人权、 新闻和信仰自由及司法独立ꎻ 建立透明、 独立并符合民主国家标

准的金融机构ꎻ 终止敌对煽动、 补偿和鼓励暴力犯罪及反以宣传ꎻ 实现对其

辖区民事和执法控制并使其人民非武装化ꎮ 实现独立前ꎬ 巴勒斯坦国未经以

色列同意不得试图加入任何国际组织ꎻ 不得对以色列和美国及其公民发起国

际司法诉讼ꎻ 不得向国际刑警组织或任何非以、 非美司法体系对以、 美公民

诉诸法律行动ꎮ 未经以色列同意ꎬ 巴勒斯坦司法机构也无权释放羁押的安全

犯人ꎮ
第八是巴勒斯坦国的非军事化ꎮ 巴勒斯坦国无权与以色列确定的对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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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安全产生不利影响的国家或组织缔结军事、 情报或安全协定ꎬ 也不能在境

内外发展军事或准军事力量ꎮ 巴勒斯坦国不得拥有可能威胁以色列安全的能

力ꎬ 包括一切重武器、 军事情报、 攻击性网络和电子战能力、 武器系统生产

设施和采购机制、 军事基地和训练设施ꎮ 巴勒斯坦国安全能力扩展必先与以

色列达成协议ꎮ 以色列将保留拆除和摧毁巴勒斯坦国违禁武器或其他具有敌

对意图设施的权利ꎬ 并保留必要的入侵权利以确保巴勒斯坦国非军事化和不

对以色列构成威胁ꎬ 包括恐怖主义威胁ꎮ

内在逻辑与行为范式: 新思维但偏离国际共识

与安理会有关决议原则

　 　 从理论和策略层面看ꎬ 通过对 “世纪协议” 框架和主要内容的梳理可以

发现ꎬ 这个所谓 “从和平到繁荣” 的美丽愿景ꎬ 是零和思维、 单边主义和强

权逻辑的产物ꎬ 带有鲜明的特朗普式外交风格和色彩: 不按常理出牌ꎬ 极限

施压ꎬ “胡萝卜加大棒” 交替使用且充满商业气息和交易逻辑ꎮ 愿景号称 “开
放式” 及一切细节由巴以通过谈判解决ꎬ 但是ꎬ 在同情巴勒斯坦人遭遇、 支

持其独立建国和实现中东持久和平与繁荣的招牌之下ꎬ “世纪协议” 彻底颠覆

了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试图相对公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政策与主张ꎬ 违背

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公理ꎬ 抛弃历次联合国决议精神ꎬ 旗帜鲜明地支持以色列

实现 “大以色列” 图谋并剥夺巴勒斯坦难民合法权益ꎬ 损害未来巴勒斯坦国

的独立和主权完整ꎬ 建构不平等的巴以双边关系ꎬ 并试图以此诱惑更多阿拉

伯国家接受以色列ꎬ 最终形成美国领导的中东安全与合作机制ꎬ 服务于美国

控制中东和继续称霸世界的战略构想ꎮ
(一) 文本比照: 颠覆冷战后美国中东政策大框架

自 １９９１ 年布什政府启动马德里中东和谈后ꎬ 美国借助唯一超级大国优势

和海湾战争胜利的名望而调整中东政策ꎬ 试图以安理会第 ２４２ 号和 ３３８ 号决

议为基础ꎬ 推动和平进程的持久公正解决ꎬ 明显匡正长期对以色列的无条件

偏袒与支持ꎬ 也有效推动了和平进程向前发展ꎬ 包括以色列与叙利亚、 黎巴

嫩的直接谈判ꎬ 以及两个重大突破即 １９９３ 年巴以签署 “奥斯陆协议” 和 １９９４
年约以建交ꎮ 围绕巴以和平进程特别是妨碍持久和平实现的最终地位问题ꎬ
各届美国政府虽然略有差异ꎬ 但总体保持超脱中立ꎬ 并努力在各个问题上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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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双方最大公约数ꎮ 但是ꎬ 特朗普的 “世纪协议” 几乎抛弃了历届前任的政

治遗产ꎮ 对比克林顿政府主持的 ２０００ 年戴维营谈判、 小布什政府 ２００３ 年推

出的和平 “路线图” 和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主持的安纳波利斯谈判、 奥巴马政府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由国务卿克里斡旋的相关要点ꎬ “世纪协议” 出尔反尔ꎮ 这种

反悔使巴勒斯坦国面积大幅度缩减ꎬ 其版图更加支离破碎ꎬ 不仅失去东耶路

撒冷所有权和宗教场所控制权ꎬ 还失去难民回归权和未来国家主权ꎮ

表 １　 特朗普之前三位总统对于巴以最终地位谈判立场比较

问题 克林顿政府 小布什政府 奥巴马政府

领
土

以色列归还西岸面积
(约 ６ ０００ 平 方 公 里 )
９４％ ~９６％ ꎬ ２％做特殊
安排并不涉及主权

安纳波利斯三方谈判ꎬ
约定以 １９６７ 年边界为基
础ꎻ 西岸 ６ ５％ 归以色
列ꎬ 置换其 ５ ８％的土地

参照 １９６７ 年边界和第
２４２ 号决议划分西岸领
土并置换部分土地

定
居
点

只保留大型定居点 (约
８０％ )ꎬ 在加沙外侧以
１∶ ３比例置换土地补偿
巴方

“路线图” 前期要求冻结
定居点建设ꎬ 拆除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后新建定居点ꎻ
安纳波利斯谈判将大型
定居点纳入置换土地

反对扩建定居点 (已达
２００ 多个)ꎬ 并默许安理
会通过谴责以色列的第
２ ３３４ 号决议

耶
路
撒
冷

巴以分割东西耶城和人
口ꎻ 老城西侧穆斯林、 基
督徒区归巴方ꎻ 犹太区归
以方ꎻ 亚美尼亚区共管ꎻ
圣殿山主体主权归巴方ꎻ
西墙遗址归以方

安纳波利斯谈判主张以
族裔为基础分割该城ꎬ
以方放弃对东耶主权ꎬ
圣殿山由以巴约沙美五
国托管ꎮ

建议该城为统一且主权
归巴以共有的首都ꎬ 向
所有信徒开放

难
民

确认难民有权回归ꎬ 建
议形成统一机制ꎬ 包含
回归巴以、 境外吸收、
另做安置和赔偿

“路线图” 倡导公正、 公
平和务实解决方案ꎮ 安纳
波利斯会谈公开建议 ５ 年
内以色列最多接受５ ０００
人ꎻ 巴以总理私下同意
１５ 年内接受 １０ 万人

根据以色列愿意、 人道
主义善意、 “两国” 框
架、 以色列国家属性及
国际协助等原则ꎬ 公正、
协商解决难民问题

主
权

巴非军事化ꎻ 对领空拥有
主权ꎬ 但双方可以协商安
排以满足以方安全需要

巴拥有强大警察但不拥
有军队

以方控制巴约口岸并拥
有自卫权ꎻ 巴非军事化ꎻ
边界安排国际威慑部队

边
控

以军逐步撤离约旦河
谷ꎬ 分 ６ 年 向 巴 移 交
主权

允许 以 军 在 约 旦 河 谷
存在

以保留在约旦河谷的军
事存在ꎬ 最终取决于巴
安全机制

资料来源: Ｇｉｌｅａｄ Ｓｈｅｒꎬ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ｗｉｔｈ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 Ｐｌａｎｓ”ꎬ ＩＮＳＳ Ｉｎｓｉｇｈｔꎬ
Ｎｏ １２５５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ꎬ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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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美国前三任总统巴以问题立场可见ꎬ 除巴勒斯坦国非军事化这一

条外ꎬ “世纪协议” 在所有方面都明显后退ꎬ 使美国更加脱离和平进程调停

者、 监护者的中立身份和超脱责任ꎬ 凸显 “拉偏架” 的立场偏颇和情感倾斜ꎮ
(二) 倡导 “巴以 ＋ ” 模式繁荣经济以实现和平

如果说 “世纪协议” 有什么比较积极和令人鼓舞的亮点ꎬ 则体现在它从

发展经济、 改善巴勒斯坦人生活环境与质量这个视角ꎬ 对巴以冲突的历史解

决提出新的尝试路径ꎬ 涉及 “美国和巴以未来经济体的关系” “美国和巴以贸

易区的联系” 等内容ꎮ 这与历次美国主导的巴以和平进程均侧重 “政治框架”
而几乎不触及 “经济框架” 完全不同ꎮ 显而易见ꎬ 过往方案是依据国际法和

国际关系惯例的传统套路来设定政治与经济双边关系变动及优先次序的ꎬ 即

只有界定领土、 主权、 人口 (含难民) 和水资源等核心要素ꎬ 才能规划巴勒

斯坦的经济与发展ꎮ
“世纪协议” 另辟蹊径地提出政治和经济议题齐头并进ꎬ 主要原因在于:

其一ꎬ “世纪协议” 承认巴以冲突彻底解决非常艰难ꎬ 非常之事必须诉诸非常

之策ꎬ 因此ꎬ 不按套路出牌的特朗普依据商业治国的机变理念ꎬ 从其最熟悉

的领域也即巴以关系相对容易的方向寻找突破口ꎮ 其二ꎬ 这也是内塔尼亚胡

解决巴以冲突 “经济先行” 新思维的冷饭热炒ꎬ 其背后逻辑是: 以色列绝不

在关键利益让步ꎬ 巴勒斯坦只能考虑通过发展来获得补偿ꎮ 其三ꎬ 体现美以

精英的和平观和发展观ꎬ 即判断贫困是激进主义、 极端主义乃至恐怖主义产

生的根源ꎬ 化解巴以冲突或为此目标创造强大的民意基础和恰当的社会氛围ꎬ
须让巴勒斯坦人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分享和平红利ꎬ 缩小巴勒斯坦与以色列

之间的经济发展距离和心里落差空间ꎬ 通过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和平、
安全、 发展地区共同体ꎬ 最终达到共存、 共荣和共享ꎮ

正因为如此ꎬ 美国早早完整地抛出 “经济框架” 全部内容ꎬ 并动员部分

海湾阿拉伯国家参与其中ꎮ “世纪协议” 确实在整个愿景中做了大量精细化设

计ꎬ 不仅要为巴勒斯坦社会实现一系列经济发展与繁荣指标ꎬ 还要打造 “巴
以 ＋ ” 模式ꎬ 推进不同阶段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ꎬ 由经济依存度极高的巴以

开始ꎬ 依次将美国、 约旦和埃及、 沙特等海湾国家ꎬ 乃至黎巴嫩及叙利亚等

纳入大中东发展圈ꎮ 整合以色列和美国的高科技、 教育和创新优势ꎬ 结合阿

拉伯国家丰富资源、 庞大市场和充裕劳动力ꎬ 以期共同发展与繁荣ꎬ 彻底消

弭巴以和阿以历史冲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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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颠覆国际法原则的强权方案

“世纪协议” 严重背离国际法原则ꎬ 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武装夺

取、 非法占领并造成上百万无辜平民流离失所ꎬ 以及任意变更被占领土人口

与社会结构等公然违背国际法原则的扩张行为合理化、 合法化ꎮ 具体表现在:
第一ꎬ 试图将所有战争后果强加给近 ２０００ 年来作为主体人口生存在这片

土地上的巴勒斯坦原住民ꎬ 无视他们收复失地和回归家园的天然权利ꎬ 以及

应该获得人道主义补偿的权利ꎮ
第二ꎬ 试图剥夺巴勒斯坦在固有土地上建立独立、 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民族

国家的权利ꎬ 以及作为独立国家及人民所拥有的自由和尊严ꎮ 根据国际法原则ꎬ
“如果国家间自愿缔结条约ꎬ 对其领土主权做出限制是合法的ꎻ 如果这种限制是

一方强加给另一方的不平等条约规定的ꎬ 则是非法的ꎮ”① “世纪协议” 不仅给

巴勒斯坦的独立设置了无法量化的所谓制度标准ꎬ 而且将巴勒斯坦国视为以

色列殖民地或 “保护国” 乃至高度自治的 “国中国” 或 “自治区”ꎮ 参照这

个愿景ꎬ 巴勒斯坦人的独立根本无从谈起ꎬ 只能长期依附于以色列并继续承

受屈辱和挫败感ꎬ 这与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ꎮ
第三ꎬ “世纪协议” 以中东争端历史和加沙冲突现实为参照为巴以未来和

平寻找所谓答案ꎬ 不惜将安全假设当作安全现实ꎬ 将安全关切当作安全权利ꎬ
将未来巴以和平相处当作单纯的安全问题ꎬ 甚至将伊朗在中东的地缘扩张当

作牺牲巴勒斯坦主权而确保以色列绝对安全的理由ꎬ 并试图用帮助巴勒斯坦

发展经济和实现繁荣作为投资来换取巴勒斯坦的独立、 主权、 领土完整、 难

民权益和民族尊严ꎮ
第四ꎬ “世纪协议” 践踏了国际法体系和 «联合国宪章» 有关国家领土

与主权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原则ꎬ 声称 “撤出在防御战争中所占领土是历史上

罕见的ꎮ” “主权是一个静态和一贯定义的术语概念ꎬ 这样的观念是绊脚石ꎮ
关切到安全和繁荣的务实和可操作性才是最重要的ꎮ”

第五ꎬ “世纪协议” 以允许巴勒斯坦独立为条件ꎬ 限制巴勒斯坦的维权空

间ꎬ 试图让美国和以色列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相关行为不受国际法和他国法律

制约ꎬ 却要求巴勒斯坦不得对美、 以两国政府和公民在国际上采取法律行动ꎬ
进而形成国际法 “法外之国” 和 “法外之民”ꎬ 继续践行美国的司法霸权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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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前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所言: 美国政府不需要遵守 “虚幻的国际行为

‘准则’”ꎬ 也无须按某些人的建议ꎬ 遵守每个国际公约和协定ꎮ”①

(四) 背离联合国决议精神的单边主义和双重标准行为

“世纪协议” 自称参照联合国第 ２４２ 号决议而制定了整套巴以和平与繁荣

愿景ꎬ 但其中则蕴含单边主义逻辑、 利己主义价值观和双重标准ꎮ
第一ꎬ 作为事关巴勒斯坦命运、 巴以当下关系和未来前途的重大决策ꎬ

特朗普政府起草 “世纪协议” 时ꎬ 从未邀请巴勒斯坦任何官员或专业人士参

与商讨ꎬ 未征求巴方的意见ꎬ 甚至回避释放较多关键信息探测他们的态度ꎮ
无论主观意识抑或客观结果ꎬ 都使这份号称为巴勒斯坦人谋公平、 求正义和

造福祉的历史文件ꎬ 成为蒙蔽巴勒斯坦人及其合法代表的暗箱产物ꎬ 以及不

为关键当事方知晓的秘密交易ꎬ 对巴勒斯坦合法权益私相授受ꎮ
第二ꎬ “世纪协议” 体现了典型的利己主义价值观、 双重标准逻辑和行为

范式ꎬ 努力基于维护以色列核心利益ꎬ 并通过维护以色列利益来捍卫美国利

益ꎮ 为了确保美、 以战略盟友的共同利益ꎬ “世纪协议” 基本否定了联合国大

会和安理会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决议及精神ꎬ 声称 “自 １９４６ 年以来ꎬ 已有近

７００ 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与这场冲突有关ꎮ 这些决议有时一致ꎬ 有时有时限ꎮ
这些决议没有带来和平我们虽然尊重联合国在和平进程中的历史作用ꎬ
但是ꎬ 这一愿景并非照搬联大和安理会决议ꎬ 因为这些决议过去未曾、 将来

也不会解决冲突ꎮ” 这表明特朗普政府对联合国这个多边权威机制的系统性不

满和整体否定ꎬ 但是ꎬ “世纪协议” 又突出安理会第 ２４２ 号决议的意义ꎬ 也不

否认美国对于巴以冲突的始作俑原罪———恰恰是美国主导、 孕育了巴勒斯坦

分治和助产犹太国家以色列的联大第 １８１ 号决议ꎮ
第三ꎬ “世纪协议” 核心条款体现出丛林法则意识和赢家通吃做派ꎬ 符合

特朗普本人崇拜强权和迷信实力的偏好ꎬ “体现了它对国家利益的界定狭隘并

具有零和性ꎮ”② 从思维的一致性、 政策的延续性和行为的系统性来看ꎬ 这份

文件在中东严重损伤美国作为和平监护者和调停者的形象和软实力ꎬ 是在承

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迁移使馆、 支持以色列扩建定居点、 赞成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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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叙利亚戈兰高地主权主张后ꎬ 再次充当阿拉伯领土非法占领和鲸吞者的保

护伞ꎬ 继续以恃强凌弱者的形象出现在阿拉伯民众面前ꎮ

要义与本质: 维护美以诉求而损害巴勒斯坦权益

从前文看ꎬ “世纪协议” 似乎考虑到方方面面ꎬ 不仅关照了和平、 发展与

繁荣的变量与因变量关系ꎬ 而且确立了政治框架与经济框架相互保障、 局域

谋和与全域发展的良性互动ꎬ 但它对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决议的解构ꎬ 以及

对以巴采用双重标准ꎬ 注定它是一桩很难被巴勒斯坦接受的单边和强制交易ꎮ
(一) 服务于美国构建 “中东版北约” 的战略诉求

特朗普上台后ꎬ 放弃美国长期坚持和主导的全球化进程、 国际主义责任ꎬ
在奥巴马战略收缩的基础上开启 “去全球化” 之路ꎬ 退出多个多边组织和协

议ꎬ 以孤立主义和单边主义为主导ꎬ 强调美国利益优先ꎬ 不断要求盟友承担

更多责任而减轻美国压力ꎮ 但是ꎬ 特朗普在中东并非一味地放弃和退出ꎬ 而

是突出重点优化核心利益ꎬ 并把亲以、 扶以、 挺以、 偏以作为维护中东核心

利益的重要抓手之一ꎮ 特朗普不仅在其上任后首访选择以色列ꎬ 还连续采取

前文提到的一系列背离中立与平衡的监护和平进程策略的外交行为ꎮ 同时ꎬ
特朗普也尽量调动更多地区国家孤立和围堵伊朗ꎬ 推动地区盟友搭建美国为

主导的新中东安全体系ꎬ 也就是众所周知的 “中东版北约”ꎮ
“世纪协议” 在推动巴以问题以有利于以色列领土扩张和绝对安全诉求方

式而解决的同时ꎬ 也在宣介以中东和平进程为轴心的地区经济和安全一体化进

程新路径ꎬ 形成以美国为引擎、 “巴以同体” 为主轴、 约旦和埃及为两轮、 沙特

阿拉伯等海湾国家为底盘和悬挂、 区域经济合作为动力的新中东 “复合马车”ꎮ
根据 “世纪协议”ꎬ 以放弃核心与长远政治利益为代价ꎬ 巴勒斯坦将在 １０

年内获得来源不确定的 ５００ 亿美元投资支持ꎬ 建立以色列治下的和平与经济复

苏ꎮ “世纪协议” 延续 １９９４ 年以色列与约旦建交时的默契ꎬ 将伊斯兰圣地监护

权交给约旦安排ꎬ 激励其在未来与以巴实现 “三国一体化”ꎬ 并在此基础上逐步

扩大为三国与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区域经济一体化ꎬ 实现以色列技术、
科技与阿拉伯国家资源、 人口和市场的互补ꎬ 推动中东经济特别是阿拉伯国家

以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经济实现产业升级和结构改善ꎬ 最终将四国为核心的 “中
东版欧盟” 打造成 “从亚洲向非洲和欧洲运送货物和服务的全球枢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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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协议” 设想ꎬ 在巴以和平实现后ꎬ 阿拉伯国家不仅应该停止在联合

国等多边机构支持反对以色列的倡议ꎬ 结束针对以色列的任何抵制、 驱逐和

制裁 (ＢＤＳ) 运动ꎬ 还应以巴、 以、 约、 埃为核心建立新的区域安全机制

“中东安全合作组织 (ＯＳＣＭＥ)”ꎬ 共同对付伊朗和哈马斯、 真主党、 伊斯兰

圣战组织等ꎬ 完成 “中东版北约” 建构ꎬ 并使之成为美国控制中东的机器ꎮ
(二) 对 “大以色列” 计划的一边倒支持

“世纪协议” 明显地体现美国对 “大以色列” 计划的全面支持ꎬ 使本届

美国政府的亲以、 亲犹色彩空前浓重ꎮ 由此ꎬ 与其说这是一份美国解决巴以

历史争端的方案ꎬ 不如说是加盖了白宫图章的以色列计划ꎬ 散发着犹太复国

主义和 “大以色列主义” 的气息ꎬ 将巴勒斯坦地区的发展落后责任完全归咎

于巴方ꎮ
“世纪协议” 在 “两国方案” 所列条件中明确强调 “现实解决办法是赋

予巴勒斯坦人管理自己而非威胁以色列的权利ꎮ 这必然要求巴勒斯坦地区某

些主权权利受到限制ꎬ 例如ꎬ 维持以色列的安全责任和以色列对约旦河以西

领空的控制ꎮ” “巴勒斯坦领导人必须接受和平ꎬ 承认以色列为犹太国家ꎬ 反

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ꎬ 允许为满足以色列和地区安排需要做出特别安排ꎬ
建立有效机构和选择务实方案ꎮ 如果采取这些步骤并满足愿景中所提标准ꎬ
美国将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国ꎮ” “世纪协议” 中强调以色列利益优先的表述相

当多ꎬ 足以证明这是一份以美国之名图以色列之实的清单ꎮ
第一ꎬ 强调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所有权的历史主张ꎬ 剥夺巴勒斯坦原住民

的历史权利和正当诉求ꎮ 在这份所谓调停者的和平倡议中ꎬ 美国认为 “该愿

景规定以色列转让相当大的领土———以色列已宣称该领土主权具有合法性也

符合历史渊源ꎬ 并且属于犹太人的祖传家园———必须将其视为一个重大领土

让步ꎮ” 附件 “概念图旨在表明ꎬ 本着安理会第 ２４２ 号决议精神ꎬ 以下面方式

重新划定边界的可行性: 符合以色列的安全要求ꎻ 向巴勒斯坦人提供重大的

领土扩张ꎻ 考虑到以色列的有效法律和历史主张以色列和美国认为ꎬ 以

色列在法律上没有义务向巴勒斯坦人提供 １９６７ 年战争爆发前 １００％的领土ꎮ”
关于耶路撒冷归属ꎬ “世纪协议” 也支持将其完整地归于以色列ꎬ 称 “耶路撒

冷的分裂将不符合 (美国) １９９５ 年 «耶路撒冷大使馆法» 的政策声明ꎮ 所有

参与和平进程的前总统都同意ꎬ 耶路撒冷不应再次被实际分割耶路撒冷

仍将是以色列国的主权首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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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 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冲突中的正义性和合理性ꎬ 否定巴勒斯坦人争

取民族权利的合法性和正当性ꎮ “世纪协议” 称以色列进行了多场 “防御战

争”ꎬ 将中东战争责任完全推给阿拉伯一方ꎬ 将以色列归还埃及等阿拉伯国家

被占领土美化为 “交换土地”ꎬ 并将这些土地与巴勒斯坦被占领土混为一谈ꎬ
声称以色列已 “放弃 ８８％ ” 的土地ꎮ 强调 “以色列公民因暴力和恐怖主义而

遭受巨大痛苦ꎬ 但以色列人民仍然渴望和平”ꎮ 此外ꎬ “世纪协议” 将以巴占

领与反占领的暴力冲突视作恐怖与反恐怖ꎬ 不仅维持对哈马斯等激进组织的

“恐怖主义” 定性ꎬ 而且把主张和平与和谈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塑造为负

面形象 (如腐败、 不公和煽动暴力、 鼓吹和资助恐怖主义等)ꎬ 为以色列吞并

巴勒斯坦主权和领土提供 “合理” 借口ꎮ
第三ꎬ 强调以色列的安全关切高于一切ꎬ 抛出不切实际的 “绝对安全论”

或 “安全中心论”ꎮ “世纪协议” 声称 “美国不能要求任何国家ꎬ 更不用说作

为亲密盟友的以色列做出妥协ꎬ 使本已岌岌可危的安全局势恶化ꎮ 美国只会

要求以色列做出我们认为使该国及其人民在短期和长期更加安全的妥协ꎮ 这

个愿景就是本着这种精神设计的ꎮ” “以色列将保留对 (加沙地带) 领水的主

权ꎬ 这些水域对以色列的安全至关重要ꎬ 并为该地区提供了稳定ꎮ”
而 “世纪协议” 为巴勒斯坦建国过渡期设定严格的 “安全标准”ꎬ 约定

“如果巴勒斯坦国在任何时候未能达到全部或任一安全标准ꎬ 以色列将有权扭

转上述进程ꎮ 由于以色列决心扩大安全需要ꎬ 并需要时间解决这些问题ꎬ 以

色列在巴勒斯坦国全境或部分地区的安全活动将会增加ꎮ” 甚至巴勒斯坦在加

沙海滨开发港口并建设机场ꎬ 都要以确保以色列安全为前提ꎮ
第四ꎬ 强调以色列国的犹太民族属性ꎬ 强化以色列土地归属的种族排他

性ꎮ “以色列国理所当然地希望成为犹太民族的民族国家ꎬ 并希望全世界承认

这一地位ꎮ 这一愿景旨在承认以色列国为犹太民族的民族家园ꎮ” “犹太民族

国家” 是内塔尼亚胡等右翼势力强力推动并获得法律地位的 “大以色列” 主义

的体现ꎬ 对内将犹太人列为一等公民而贬低巴勒斯坦人等少数族裔的政治地位ꎬ
对外为阻止巴勒斯坦难民回归、 避免改变人口结构提供法律保障ꎬ 也因此被巴

以舆论抨击为 “种族主义” 或 “种族隔离” 和 “反民主” 的倒行逆施ꎮ① 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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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侯晓莉、 陈婧: «备受争议! 以色列通过 “犹太民族国家法案”»ꎬ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ｃｙｏｌ ｃｏ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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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灯塔” 和种族多元一体的美国ꎬ 支持以色列种族主义政策ꎬ 实际上背离

了它所标榜的价值观ꎮ
第五ꎬ 强调以色列是地区受害者ꎬ 为 “先发制人” 提供牵强理由ꎮ 这份

文件不仅全盘复述以色列国对于国土狭窄、 众敌环伺和缺乏战略空间而需吞

并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土地、 控制其领土及口岸的一贯主张ꎬ 还强调 “即使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达成全面和平协定ꎬ 现实情况是ꎬ 始终

存在希望破坏安全与稳定的人”ꎬ 以色列 “自建国以来一直面临并继续面临要

求消灭它的敌人”ꎮ “以色列面临特殊的地理和地缘战略挑战ꎮ” 这些表述契合

了以色列一以贯之的 “先发制人” 国防战略ꎬ 也沿袭了 “九一一” 事件后布

什政府推出的 “预防自卫” 霸权理论ꎮ①

第六ꎬ 强调犹太移民潮等同巴勒斯坦难民潮ꎬ 混淆两者起因与性质ꎮ “世
纪协议” 首次将犹太移民与巴勒斯坦难民相提并论ꎬ 并提出相互抵消和对等

赔偿ꎬ 以此拒绝巴勒斯坦难民回归ꎬ 推卸历史和道义责任ꎮ “阿以冲突造成了

巴勒斯坦和犹太难民问题以色列建国后不久ꎬ 同样数目的犹太难民被逐

出阿拉伯土地并深受其害ꎬ 应通过 «以巴和平协定» 设置的适当国际机制ꎬ
为这些犹太难民提供公正解决办法ꎮ” “犹太难民问题ꎬ 包括对其损失资产的

赔偿问题ꎬ 也必须得到解决ꎮ 此外ꎬ 以色列为从这些国家吸纳难民而付出了

代价ꎬ 应该得到补偿ꎮ”
众所周知ꎬ 在 １９４８ 年和 １９６７ 年战争中ꎬ 受以色列准军事部队和正规军

袭击威胁ꎬ 以及阿以双方交战恐惧驱使和部分阿拉伯舆论误导ꎬ 分别有 ７５ 万

和 ５０ 万巴勒斯坦难民流离失所 (联合国统计)ꎬ 构成 “现代史上人数最多、
规模最大、 持续时间最长的政治难民潮ꎮ”② 尽管新生的以色列遭到阿拉伯国

家敌视而的确导致部分世居犹太人离开家园前往以色列或美国ꎬ 但是ꎬ 以色

列公开动员各地犹太人 “回到以色列和我们肩并肩建设这个国家” 是形成大

规模犹太人回流的关键ꎬ 并致使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 １５ 日至 １９４９ 年底ꎬ ７０ 个国家

不下 ６８６ ７３９ 名犹太人来到以色列在吸引移民方面创造了现代史上一个奇

迹ꎮ”③ 因此ꎬ 犹太移民潮与巴勒斯坦难民潮无论起因和性质ꎬ 还是规模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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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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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美国] 诺姆乔姆斯基: 前引书ꎬ 第 １０２ 页ꎮ
马晓霖: «马晓霖战地三部曲———巴以生死场»ꎬ 金城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版ꎬ 第 ３９６ 页ꎮ
[以色列] 丹尼尔戈迪斯: «以色列———一个民族的重生»ꎬ 王戎等译ꎬ 浙江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１９８ ~ １９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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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都不可同日而语ꎬ 所谓犹太难民问题也未在此前美国政府调停的谈判中作

为遗案提出ꎮ
第七ꎬ 强调以色列的 “绝对安全” 是美国核心利益ꎬ 将美、 以安全利

益进一步挂钩ꎮ “世纪协议” 不仅毫不掩饰地全盘接受以色列的 “绝对安

全” 诉求ꎬ 而且强调它为美国核心利益组成部分ꎮ “这一愿景的安全部分是

根据我们对以色列安全要求的最佳理解而制定的ꎬ 以色列历届政府都向美

国提出了这一要求ꎮ” “以色列仍然强大和安全ꎬ 受到国防军的保护并继续

成为区域稳定的支柱ꎬ 这是美国的重要战略利益所在ꎮ” 美国国土安全部副

部长大卫格拉韦甚至在耶路撒冷 “九一一” 纪念馆称ꎬ “以色列保护了美

国安全ꎮ”①

(三) 对巴勒斯坦合法权益的全面损害

“世纪协议” 以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为名ꎬ 对巴勒斯坦核心与长远利益

造成新的致命打击ꎬ 为公正、 公平、 合理和持久解决巴以冲突制造了新的重

大障碍ꎮ 这份文件不仅推翻巴、 以、 美三方多年努力达成的妥协成果和谈判

基础ꎬ 违背相关国际决议精神和国际社会共识ꎬ 也给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制造

了严重后遗症ꎬ 因此ꎬ 其不妙前景必然导致巴勒斯坦难以妥协ꎮ
第一ꎬ “豹斑方案”ꎬ 碎片国土ꎮ② 依据 “世纪协议”ꎬ 巴勒斯坦不仅无法

收回被数十万犹太定居者占据的自然条件好且控制制高点、 交通要道和重要

水源的约旦河西岸地区ꎬ 能收复的也是被近 ２００ 个定居点切割成支离破碎的

“马赛克” 或 “豹斑” 国土ꎬ 更别说还将失去具有战略意义和巨大农业、 水

利和矿产资源及旅游资源价值的约旦河谷和死海地区ꎬ 即便需要 “借道” 才

能连接的加沙地带ꎬ 由于置换土地也变成不能自然连接的 ３ 个部分ꎮ 总之ꎬ
即使巴勒斯坦总面积达到了 １９６７ 年战争爆发前的规模ꎬ 如此破碎的国土也极

其不利于国家未来建设与治理ꎮ
第二ꎬ 圣城首都ꎬ 名实两失ꎮ 依据 “世纪协议”ꎬ 巴勒斯坦将失去对伊斯

兰第三大圣地耶路撒冷的实际拥有和控制ꎬ 仅获得一个 “古德斯” 虚名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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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Ｒｕｔｈｉｅ Ｂｌｕｍꎬ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Ａｂｂａｓ’ｓ ‘Ｓｗｉｓｓ Ｃｈｅｅｓ’ｓ Ｒｅｖｕｌｓ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Ｒｉｇｈｔ － ｆｒｏｍ －Ｗｒｏｎｇ － Ｔｈｅ － ｒｅａｌ － ｓｏｕｒｃｅ － ｏｆ － Ａｂｂａｓｓ － Ｓｗｉｓｓ － ｃｈｅｅｓｅ － ｒｅｖｕｌｓｉｏｎ － ６１７５２８ꎬ ２０２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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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赛克方案” 或 “豹斑方案” 出自建设和保留犹太定居点的始作俑者———以色列国防军旅

长艾伦比伦ꎬ 参见马晓霖: 前引书ꎬ 第 ４１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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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耶路撒冷郊区局部ꎬ 甚至连圣殿山上的圣寺控制权也都被转于约旦ꎮ 建立

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妥协性让步都难以被满足ꎬ 巴勒斯坦领导人将无力承

受失去宗教圣地的舆论压力和历史重负ꎮ
第三ꎬ 丧失主权ꎬ “独立” 成空ꎮ 依据 “世纪协议”ꎬ 巴勒斯坦将获得一

个主权严重残缺ꎬ 领土 (领陆、 领空、 领水和地底) 和出入境口岸被以色列

完全掌控ꎬ 人员货物进出由以色列决定ꎬ 且领土随时任由以军以安全原因进

入的没有完全主权的 “独立” 国家ꎮ 这种 “国中之国” 客观上将巴勒斯坦置

于二等民族国家的国际政治和法律地位ꎬ 无法使巴勒斯坦人真正跻身世界民

族之林而自由与平等交往ꎮ 任何一个巴勒斯坦政府或领导人ꎬ 都难以接受这

一协议ꎬ 实际上也堵塞了巴勒斯坦实现独立之路ꎮ
第四ꎬ 五代难民ꎬ 有家难归ꎮ 依据 “世纪协议”ꎬ 除极少数难民有望回归

故土外ꎬ 遍布世界各地且已历五代的数百万巴勒斯坦难民将被剥夺返回家园

的自然权利ꎬ 永远成为有国难归的政治难民ꎬ 寄望于东道国消化、 吸纳和融

合ꎬ 甚至也不能得到合理赔偿ꎮ 由于巴勒斯坦海外难民人数已超过本土人口ꎬ
这种转嫁战争灾难的不负责任做法对外将使难民问题更加国际化和复杂化ꎬ
有可能激化巴勒斯坦难民与其所在国社会的对立和摩擦ꎬ 制造新的族群歧视

和矛盾ꎻ 对内也将使任何巴勒斯坦政府无法答应这一失当的解决本国难民问

题的方案ꎮ ２０００ 年 “戴维营协议” 失败的关键原因在于难民问题没有触及也

不能让步ꎬ 否则巴解组织将失去代表和执政合法性ꎬ 一如当时一位谈判代表

所言: “我们不能牺牲巴勒斯坦子孙后代的利益ꎬ 我们承担不起这个历史

责任ꎮ”①

结论与思考: “世纪协议” 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影响

特朗普竞选之初就表达了对奥巴马中东政策的强烈不满ꎬ 誓言入主白宫

后将倒转乾坤ꎬ 重拾亲以政策ꎬ 重塑中东格局ꎮ 果然ꎬ 特朗普在采取一系列

明显有别前任且一边倒的亲以遏巴行动后ꎬ 又在第二次竞选前夕推出具有颠

覆意义的 “世纪协议”ꎬ 为以色列的所谓 “绝对安全” 和领土扩张保驾护航ꎬ
不仅在最终地位谈判诸多关键问题上推翻前任大部分主张和政策框架ꎬ 而且

０２

① 马晓霖: 前引书ꎬ 第 ９ 页ꎮ



美国解决巴以冲突的新方案: 基于 “世纪协议” 的文本解读　

以牺牲巴勒斯坦合法权利来满足以色列的战略诉求ꎬ 并服务于确保美国低成

本主导和掌控中东ꎮ
“世纪协议” 出台后ꎬ 国际舆论评价不一而足ꎬ 表面看批评之声不少ꎬ

但是ꎬ 模棱两可者更多ꎮ 第一ꎬ 联合国与欧盟泛泛指责ꎮ 联合国秘书长古

特雷斯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４ 日在纽约对媒体称ꎬ 关于巴勒斯坦地位ꎬ 联合国坚决

支持 “两国方案”ꎬ 和平计划应以 １９６７ 年边界为基础ꎮ①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

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同日声明称ꎬ 特朗普的计划背离了 “国际公认的范畴”ꎬ
指出巴勒斯坦国的边界和耶路撒冷最终地位仍是有争议的问题ꎮ 此前ꎬ 欧

盟曾谴责了特朗普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ꎮ② 由于欧盟内部对巴

以态度不一ꎬ 所以ꎬ 表态慎重而克制ꎮ 第二ꎬ 美国反对者曲高和寡ꎮ 美国

尽管不乏有识之士反对ꎬ 但并非主流立场ꎮ 如前驻埃及大使库尔泽形容它

是蒙人的 “蛇油外交”ꎻ 前中东特使英迪克将巴勒斯坦国形容为中东版的

“班图斯坦”ꎻ 前国务院巴以谈判特使格登堡称ꎬ 所谓加沙安全标准意味着

“以色列自定标准且永不达标”ꎻ 前助理国务卿维茨说ꎬ 这是服务于美以大

选且让巴勒斯坦不可接受的 “强加和平”ꎮ③ 第三ꎬ 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态

度虚实不一ꎮ 阿拉伯国家联盟集体发表声明ꎬ 称这项计划 “没有尊重巴勒

斯坦人民的基本权利和愿望”ꎬ 并强调各国领导人不再与华盛顿合作ꎮ 阿盟

秘书长盖特称ꎬ 美国的计划等于建立 “唯一有两类人的国家ꎬ 相当于种族

隔离制度ꎬ 将使巴勒斯坦人成为二等公民”ꎮ④ 然而ꎬ 单个国家鲜有明确和

持续反对ꎻ 相反ꎬ 埃及、 沙特、 摩洛哥、 约旦、 阿联酋、 巴林和阿曼等参

与 “世纪协议” 起草的传闻不绝于耳ꎬ 并公开为之站台ꎮ 埃及外交部呼吁

巴以双方认真详细检视美方实现和平的视角ꎻ 阿联酋驻美大使出席 “世纪

协议” 发布会ꎬ 并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发文表示赞赏ꎻ 沙特外交部对美国的

１２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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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ｍ ｃｎ / ａ / ２０２００２ / ０６ / ＷＳ５ｅ３ｂ８０ｆ３ａ３１０１２８２１７２７５６ｄ６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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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ａｓｔ － ｐｅａｃｅꎬ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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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 也进行了赞赏ꎻ① 约旦虽然公开反对ꎬ 但是 “私下表示不想让巴勒斯

坦国直接接壤而危及哈希姆王室安全”②ꎻ “世纪协议” 出台之际ꎬ 曾发起过

对阿盟抵制以色列 “三不” 政策的苏丹ꎬ 竟然与之探讨关系正常化并允许

以色列民航班机飞越领空ꎻ ③突尼斯代表在安理会与印尼代表提出谴责美国

草案后即被国内解职ꎮ 第四ꎬ 以色列右翼欢欣鼓舞且尤嫌不足ꎮ “世纪协

议” 无疑是特朗普政府送给以色列的 “百年大礼”ꎬ 以内塔尼亚胡为代表的

中右翼欣喜若狂ꎬ 认为这是美国背书的最有利于以色列梦想的方案ꎮ 以色

列中左翼力量感到失望或担心ꎬ 因为不公平的协议不可能达成或行之有效ꎬ
但是ꎬ 即使支持 “两国方案” 的甘茨也公开接受 “世纪协议”ꎮ 以色列的极

右翼同样不满ꎬ 认为不应该允许巴勒斯坦建国ꎮ 事实上ꎬ 内塔尼亚胡在第

２３ 届议会选举明显与甘茨拉开距离ꎬ 就是因为得到美国的背书而吸引了更

多中右翼选民ꎮ④

(一) 严重阻碍巴以关系改善

“世纪协议” 尽管事先有所披露ꎬ 而且比较详细地发布了 “经济框架”ꎬ
但是ꎬ “政治框架” 一经公布ꎬ 其冲击波也必然对陷入困境甚至处于倒退的巴

以和平进程产生震荡ꎮ
第一ꎬ 巴勒斯坦温和力量遭受重击ꎬ 与美国和以色列关系陷入谷底ꎮ

“世纪协议” 是美国全面倒向以色列和彻底打压巴勒斯坦的背景下出台的ꎬ
而且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排斥在外ꎬ 不仅背离了巴勒斯坦权利和事业ꎬ 也

重创了自治当局和主和派ꎬ 将引起巴勒斯坦民众对他们在此问题处理不力

的失望和不满ꎮ 自治政府和主和派不愿也不能接受 “世纪协议”ꎬ 美以又预

设改善关系并支持 “两国方案” 的条件ꎬ 进一步挤压巴勒斯坦当局和主和

派的政策空间ꎬ 使后者只能以 “断绝联系与合作” 来表达愤怒ꎮ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 １ 日ꎬ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声明ꎬ 巴方拒绝接受这一计划ꎬ 并将断绝与

２２

①
②

③

④

钮松: «美国 “新计划”ꎬ 巴以新变数»ꎬ 载 «环球» 杂志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３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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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霖: «以色列议会 “三选” 已过危机未消»ꎬ 载 «华夏时报»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９ 日ꎮ



美国解决巴以冲突的新方案: 基于 “世纪协议” 的文本解读　

以色列和美国的一切关系ꎮ 由此ꎬ 巴勒斯坦同美、 以关系陷入 “奥斯陆协

议” 签署以来的历史谷底ꎮ
第二ꎬ 地区激进势力乘机鼓动民意ꎬ 舆论环境不利于巴以和平ꎮ “世纪协

议” 满足以色列扩张需求而牺牲巴勒斯坦利益ꎬ 并以遏制伊朗为主要目的之

一ꎬ 必然引发地区激进势力反弹ꎮ 哈马斯等激进组织公开拒绝ꎬ 黎巴嫩真主

党强烈谴责ꎬ 伊朗宣称支持巴勒斯坦抵抗到底ꎬ 甚至 “伊斯兰国” 武装都宣

称将破坏 “世纪协议” 实施ꎮ 这种舆论环境显然不利于巴以恢复和谈ꎬ 不利

于维持安全合作ꎬ 将恶化中东安全环境ꎮ
第三ꎬ 以色列可能加紧吞并关键地区ꎬ 引发新的流血冲突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 日以色列第 ２３ 届议会选举前夕ꎬ 内塔尼亚胡为了讨好右翼选民而批准在西

岸定居点扩建 ３ ５００ 套住房ꎬ 这是他借 “世纪协议” 东风的最新行动ꎮ① 以色

列极右翼势力特别定居点社区联合机构曾敦促政府立即吞并约旦河谷ꎬ 一旦

以色列大规模吞噬巴勒斯坦土地ꎬ 必然引发新的流血冲突ꎮ
第四ꎬ 加剧巴勒斯坦内部不和ꎬ 对巴勒斯坦事业造成 “次生灾难”ꎮ 巴勒

斯坦被占领土原本已陷入长达 １４ 年的分裂ꎬ 形成法塔赫控制西岸自治区和哈

马斯掌握加沙的分裂与对峙格局ꎮ 近年来ꎬ 人道危机恶化的加沙地带还衍生

出比哈马斯更激进的派系并频繁袭击以色列ꎬ 引发对方加倍报复ꎬ 巴勒斯坦

社会整合殊为困难ꎮ “世纪协议” 无疑将使强硬和极端思潮更盛ꎬ 进一步削弱

主和派的群众基础ꎮ 民调显示ꎬ ９４％ 的巴勒斯坦人反对这一愿景文件ꎬ 甚至

不再接受 “两国方案”ꎮ②

遗憾的是ꎬ “世纪协议” 规划的变更领土和交换规划ꎬ 进一步撕裂被占领

土内外巴勒斯坦人的国家认同ꎬ 以色列控制区相当比例的巴勒斯坦人愿意滞

留在以色列ꎬ 甚至出现巴勒斯坦人离开传统生活区向犹太聚居区迁徙的倒流

现象ꎮ 以色列的阿拉伯研究中心从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１５ 年一直坚持的民调显示ꎬ
最初愿意成为以色列公民的阿拉伯人 (以籍巴勒斯坦人) 为 １０∶ １ꎬ ２０１５ 年已

成为 ２∶ １ꎮ 这次在议席夺得 １５ 票的阿拉伯党团 “联合名单” 公开反对土地交

３２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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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和迁徙 (至巴勒斯坦国)ꎮ 这种分离主义倾向对巴勒斯坦收复失地和实现民

族统一造成了二次伤害ꎮ①

(二) 有限影响中东安全格局ꎬ 中东和平前景更加黯淡

“世纪协议” 是特朗普政府为解决巴以冲突、 实现阿以全面和解、 促进地

区经济和安全一体化并进一步压制伊朗的一张 “路线图”ꎬ 表面上已被巴勒斯

坦和阿盟拒绝而不可能顺利推进ꎬ 它对中东安全格局也难以产生重大和长远

影响ꎮ
第一ꎬ 中东和平进程边缘化的态势不会发生变化ꎮ 中东主要力量都在忙

于博弈各自利益ꎬ 聚焦于叙利亚战争、 利比亚战争、 也门战争和伊核危机ꎬ
解决巴以冲突不是当务之急ꎬ 也缺乏有利于各方且能持久的可行方案ꎮ “世纪

协议” 无法被巴勒斯坦接纳ꎬ 美、 以立场强硬且居高临下ꎬ 阿拉伯大国对以

态度日益升温ꎬ 和平进程因内力不足而难以启动ꎮ 同样ꎬ 叙利亚政府也没有

精力和条件与以色列恢复和谈ꎬ 更无望近期收复戈兰高地ꎮ
第二ꎬ 以色列将稳步继续蚕食被占领土ꎬ 社会右倾且强硬已成趋势ꎮ 以

色列现在处于最有利的外部战略环境中ꎬ 内部不仅右翼势力强大ꎬ 而且年轻

一代多半也持强硬立场ꎮ «国土报» 在 ２０２０ 年初就政治议题所作抽样调查表

明ꎬ 在 １８ ~ ２４ 岁的以色列犹太人中ꎬ ６９ ９％ 属于右翼ꎬ ５９％ 反对 “两国方

案”ꎬ ４０ ２％支持吞并约旦河西岸ꎬ 只有 ６５ 岁以上的犹太人ꎬ 支持 “两国方

案” 和反对吞并约旦河西岸的人各占 ６２ ５％ 和 ５９％ ꎮ② 这表明新生代犹太人

已对巴勒斯坦人普遍不抱有负疚感ꎬ 也不愿做出领土妥协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以色列即使基于与美国对表同步ꎬ 并顾及 “联阿抗伊” 大局而免于大规模鲸

吞约旦河西岸ꎬ 但也将逐步蚕食被占领土而继续挤压巴勒斯坦人更多的生存

空间ꎮ 随着这些以色列青年人逐步进入政治生活并成为社会中坚或决策阶层ꎬ
社会右倾且强硬已成趋势ꎮ 从中长期看ꎬ 阿以和解也未必会朝着有利于巴勒

斯坦和叙利亚的方向发展ꎮ
第三ꎬ 巴勒斯坦问题无望公平解决ꎬ 阿以全面关系维持现状ꎮ “世纪协

议” 清晰地指出ꎬ 巴以不能实现和平ꎬ 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与以色列就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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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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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解决巴以冲突的新方案: 基于 “世纪协议” 的文本解读　

实现全面和解与合作ꎬ 反之亦然ꎮ 由于巴勒斯坦问题具有民族主义和伊斯兰

主义的双重性ꎬ 因此ꎬ 尚未与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虽然有意改

变现状ꎬ 但也很难打破政治和宗教禁忌 “无偿” 接纳以色列ꎬ 因为认同 “犹
太复国主义” 将触及执政合法性问题ꎬ 危及政权与国家稳定ꎮ

第四ꎬ 巴以、 巴美 “斗而不破” 的冷战态势还将延续ꎮ 小国安全理论认

为ꎬ “小国的安全战略更为依赖国际安全战略ꎮ” “小国安全战略选择的余地更

大ꎮ”① 但是ꎬ 对于巴勒斯坦这样的 “小国”ꎬ 不仅安全掌握在美、 以这样的

大国和强邻手里ꎬ 而且没有太多选择余地ꎮ 尽管巴勒斯坦领导人宣布不再与

美国和以色列发生关系ꎬ 但是ꎬ 除了坚持和平谈判这条路以外别无选择ꎮ 实

际上ꎬ 巴勒斯坦当局既没有组织大规模抗议活动ꎬ 也未真正断绝与以色列的

安全合作ꎬ 甚至还要求维持西岸巴勒斯坦社会的稳定ꎬ 实则与美、 以维持

“斗而不破” 的冷和平态势ꎬ 并观望待变ꎮ
综上ꎬ “世纪协议” 试图以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为诱饵说服巴勒斯坦放弃

主权、 领土完整和难民回归权ꎬ 并以地区安全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双机

制” 吸引其他阿拉伯国家支持和参与ꎬ 甚至最终为这份交易买单ꎬ 且以全面

承认以色列并改善其战略环境而收官ꎬ 实现以色列的永久安全与持续和平以

及美国领导下的中东大治ꎮ 但是ꎬ 由于 “世纪协议” 严重背离国际法原则、
联合国决议精神和国际社会公平、 公正、 持久解决巴以冲突及中东争端的广

泛共识ꎬ 因此ꎬ 它注定是一桩很难被巴勒斯坦接受的单边和强制交易ꎬ 无助

于顺利重启巴以和谈并推进中东和平进程ꎮ 这份背着巴勒斯坦而秘密达成的

“世纪协议”ꎬ 严重打击了巴勒斯坦主流及温和派的政治威信ꎬ 刺激了反对和

平进程的地区激进力量ꎬ 也必然对愿与以色列达成历史和解的阿拉伯和伊斯

兰国家构成新的道义和舆论障碍ꎬ 从而难以从长远改善以色列的国际环境ꎬ
更不可能实现美国谋求的 “中东版北约” 图景ꎮ 但是ꎬ 由于同情巴勒斯坦的

地区大国忙于各自核心利益无心或无力对抗美国和以色列ꎬ 甚至对 “世纪协

议” 态度模糊ꎬ 巴勒斯坦内部又始终没有摆脱分裂和内耗并且缺乏新筹码ꎬ
以色列奉行实力政策而造成既成事实的行为还会进一步推进ꎬ 尤其是加快扩

建定居点乃至吞并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ꎮ 因此ꎬ 巴勒斯坦将更加被动ꎬ 中东

和平进程公正解决的前景更加渺茫ꎬ 大的中东格局不会发生改变ꎮ

５２

① 韦民: «小国与国际安全»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５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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