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 合国支持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国际 会议
重新推动 国际 共同努力，通过 两国方案解决以巴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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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巴勒斯坦会议 与会者诚 诚 的讨 讨 了两国方案的可行性，
表示是时 候永久的远 离冲突了

北京， 6月18日 - 今日下午， 联 合国支持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平会议 听取了永久远 离争端的愿望。专 家认 真提出重拾两国方案，并邀请
国际 社会在地区冲突和一些人认 认 以色列方面社会和政治冷漠的形势 下重新介入。
丹尼尔 ·本·西蒙，前议 会成员 ，特拉维 夫，说 4个月前以色列的选 选 中所讨 讨 的
问 问 ，和本次讨 论 的议 问 并不相关 。事实 上，“大赢 家是从来没有提出和平问 问 的人”
。以色列人走上街头 ，要求平等 不是一个巴勒斯坦国，不是结 束占领 ，而是结 束被富人占领 。如今以色列的任务 是如
何使社会更加公平和平等。
他提到，内塔尼亚 胡先生再次当选 ，因认 他对 和平进 程的意见 和选 选 并不相关
。迄今认 止没有关 于两国方案的讨 讨 ，还 有人说 ，两国方案已死。但也没有关 于一国
方案的讨 讨 。总 理是“现 状先生”，而这 正符合今天以色列人的情绪 。和平进 程曾是以
色列政策的最重要部分，现 已不复 存在。昨日表决的预 算在削减以色列人生活的各个
领 域，除了一个区域 - 定居点。这 些不仅 保留完整，而且还 新加入约 4亿 美元。
他说 ，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似乎并不急于“离婚”，也许 和平生活在一起会带
来胜 利。两个阵 阵 中都有愿意住在一起的人。当然这 其中也有需要回答的问 问 ，如那
些有关 投票权 ，出生率，公民的问 问 ，但他不认 认 有人“准备 或能够 在政治上将这片土
地一分认 二。”现 状是可能生活在一起，而问 问 是如何去做到。
艾哈迈 德·提比，以色列议 会议 员 （阿拉伯变 革运动 ），耶路撒冷。他提到，在
过 去的十七年里，巴勒斯坦解放组 组 和以色列政府不时 地选 行实 施"两个国家"方案地
谈 判。普通的巴勒斯坦民众认 认 他们 的生活不如以前。尽管以色列总 理内塔尼亚 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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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公开 会见 巴勒斯坦总 总 默罕默德·阿巴斯以延续 多年的和平进 程，事实 上这 些都只是
"做宣传 而专 专 安排的媒体拍照机会"。
提比先生认 认 ，总 理内塔尼亚 胡“绝 对 不是两国方案的合作伙伴”。并指出，内
塔尼亚 胡在提及巴勒斯坦国时 ，从未使用过 “独立”或“主权 ”，而是说 “巴勒斯坦人民”
，和“非军 事化”，但从没有提到“独立”。还 有一个议 案提议 降级 阿拉伯语 言，并且不
接受它作认 官方语 言。提比列选 了其他“危险 ”的发 展趋 势 ，例如，兵役和没收土地。
卡伊斯·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德尔 ，社会事务 和卫 生委员 会主席，巴勒斯坦立法
委员 会，拉马 拉。他认 认 ，以色列需被提醒，有冲突需要解决。巴勒斯坦人“想要离婚
”，因此需要切实 的措施来建立适当的环 境，从而进 行有意义 和可信的谈 判。这 意味着
尊重国际 决议 ，和四方外交。
他认 认 当今人们 愈加意识 到，长 期的对 峙再也无法由传 总 方式解决；国际 社会
需要以更加有效和具创 造性的方式来重启该 进 程以及开 拓新的视 野。他提到，这 这 意
识 最明显 的表现 就是在联 合国大会中对 对 予巴勒斯坦非成员 国家地位的赞 成票。
巴萨 姆·萨 利希，巴勒斯坦人民党总 总 总 ，巴勒斯坦立法委员 会委员 ，耶路撒冷
。他认 认 国际 社会见 见 了以色列对 于主要强 调 分裂约 旦河西岸以及加沙地带 的双边 解
决方案实 施的"系总 性摧毁 "。
尽管双方在"不同名义 "下恢复 过 多次最终 失败 的和谈 ，他也提到美国无法强 迫
以色列停止定居。他补 充说 ，尽管"欧洲国家有一些温和的选 措"，但最终 这 些欧洲国
家都与美国站在同一个立场 上。
他说，该停滞的局面是和谈本身的"结构性缺陷"造成的。我们需要一个新的方
式来扩大国际合作，不仅依靠美国，也需要中国，俄罗斯和欧盟通力协作，达成另外
的一套解决方案。这套解决方案需要联合国承认巴勒斯坦国，因为该国的土地已经不
是一个"争议地区"，而是一个国家的土地。
联 合国近东 巴勒斯坦难 民救济 和工程处 处 约 代表处 主任，理查 德·赖 特，在会上
提到了巴勒斯坦难 民遭遇的问 问 。他说 ，"随着时 时 流逝，巴勒斯坦难 民的处 境并无改
善"。但是，该 机构面临 着一个"令人担忧 的，人认 的，以及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所有五
个活动 区域的危机"。他认 认 在加沙地带 ，约 旦河西岸，叙利亚 的情况，以及此次危机
，反映了巴勒斯坦难 民在该 国的生活。

他说，国际社会需要一个强大的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另一
这 可能性—持续的侵蚀—
在国际社会正在作出新的努力，重新启动中东和平进程之时，将会使得巴勒斯坦难民
群体更加不稳定。这样的侵蚀不仅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同时它也将照顾的难民负担
抛给所在国，这都是难以应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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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交部西亚 及北非司副司长 李连 和提到，最近两年中东 局势 有重大改变 ，
但巴勒斯坦问 问 仍然是该 地区和平和稳 定的核心。
他说 ，国际 社会已经 加强 了各这 选 措，并且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也都表达了重启
停滞已久的和平谈 判。但是，认 了对 这 个过 程创 造有利环 境，双方都应 该 采取切实 措
施。以方建筑和扩 大定居点，摧毁 占领 地区的巴勒斯坦民居的行认 "必须 被禁止"，巴
勒斯坦人民也应 当力求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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