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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

月
"!

日!在加沙城的联合国学校!一名眼中含泪的巴勒斯坦女孩趴在课桌上休息"当地时间
!!

月
"!

日!以色列地面部队在以色列南部#加沙边境附近待命"

!!!!!!

埃及外长阿姆鲁当地时间
!!

月
'(

日在开罗宣布! 以色

列和巴勒斯坦于当天晚上
)

点实施停火" 截至记者发稿时!巴

以双方都未违反停火协议" 这标志着造成上千名巴勒斯坦人

死伤的巴以流血冲突在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的$防务之柱%

军事行动持续八天后#暂告平息"

分析人士认为! 此次停火是巴以双方相互妥协以及国际

社会共同努力的结果" 但是!此次停火并没有解决巴以之间的

深层矛盾!停火能否得到彻底和持久的落实#巴以冲突的未来

走向如何!仍有待观察"

!!!!!

新华社北京
((

月
''

日电!记者

李姝莛 陈聪 驻耶 范小林 吕迎旭"

当地时间
!*

日达成的停火协议规定

巴勒斯坦各武装力量停止对以色列

的一切敌对行动! 停火实施
!+

小时

后"以色列应打开通往加沙地带的口

岸"允许人员和物资进入加沙#

巴以此次达成的停火"是双方权

衡利弊$讨价还价$相互妥协的结果"

也是埃及$美国等国家与联合国$阿

盟共同斡旋的结果#

首先"在以色列国内"民意并不

支持政府升级军事行动"这对寻求连

任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构成压力 #

调查表明"只有少数民众支持出动地

面部队进入加沙"因为这意味着以军

可能会蒙受更多人员伤亡# 在即将

举行议会选举的前夕"内塔尼亚胡难

以预测和掌控卷入地面战可能带来

的后果#

国际压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观

察家注意到"导致以色列克制出动地

面部队并开始考虑接受停火提议的"

是以色列战机
*,

日轰炸加沙民居$

打死一家
**

口人的事件# 平民死伤

画面通过国际媒体的镜头传遍全世

界"对以色列国际形象产生极大负面

影响#

另外"美国总统奥巴马虽然对以

色列表示支持"但也称不希望看到军

事行动升级# 分析人士认为"内塔尼

亚胡希望向即将开始新任期的奥巴

马示好"以修补因伊朗核问题而出现

裂隙的以美关系#

其次"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

动 %哈马斯& 彰显军事实力后也望

'见好就收(# 视此次停火为'胜利(

的巴勒斯坦各武装派别在此次冲突

中充分展现了较
!"",

年明显增强

的军事实力# 他们使用了射程更远

的新型火箭弹" 多枚火箭弹还直接

威胁了两个重要城市耶路撒冷和特

拉维夫#

另一方面" 包括哈马斯二号人

物$'卡桑旅( 领导人贾巴里在内的

*-!

名巴勒斯坦人丧生"加沙大量基

础设施被毁"以及日益恶化的人道主

义危机也促使哈马斯不再恋战"而是

倾向于和解#

第三"多国领导人力促停火#埃及

态度鲜明"积极斡旋"对巴以达成停火

起到巨大作用#

!!

月
!"

日"美国国务

卿希拉里)克林顿开始在耶路撒冷$拉

姆安拉$开罗展开紧张斡旋"就停火协

议与各方进行磋商#与此同时"联合国

秘书长潘基文从
!!

月
*.

日开始也穿

梭于耶路撒冷$拉姆安拉和开罗之间"

与各方领导人进行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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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火协议达成后" 以色列总理

内塔尼亚胡
!!

月
!*

日称" 如果停

火失败将会采取 '更强有力的措

施(# 有分析人士认为"内塔尼亚胡

的表态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停火协议

的脆弱#

此次达成的停火协议内容与以

色列向加沙发动的 '铸铅行动(

!"".

年结束后达成的非常相似# '铸铅行

动(之后"无论是双方互发炮弹的局

面"还是加沙被封锁的局面"都没有

根本性的改变#

分析人士指出"协议未来能否长

期得到实施留下疑问#

从某种程度上讲"此轮冲突抬升

了哈马斯在巴各派中的地位"对主张

和谈的巴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

和巴以和谈前景造成一定损害#而内

塔尼亚胡这次'前期声势浩大$后期

匆忙停火(的军事行动是否令国内右

翼选民满意"尚难预知#

在这次冲突中" 巴以之间反对

占领和维持占领的根本矛盾不但没

有得到解决" 反而随着哈马斯武装

力量增强" 可能带来更多的流血冲

突# 从历史来看" 巴以冲突有时缓

和"有时激烈"但由于其核心矛盾未

获解决" 这一冲突未来还将长期存

在" 并一直威胁整个中东的安全与

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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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布鲁塞尔
((

月
'(

日电

!记者 孙闻" 欧盟领导人
!*

日晚发

表声明"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加沙

停火表示欢迎#

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和欧盟委员

会主席巴罗佐在联合声明中说"当前关键

是要落实停火协议"防止冲突再度爆发#

声明说"过去几天来加沙发生的

事件再度证明了落实欧盟提出的'巴

以各自建国$比邻而居$和平共处(这

一解决方案的迫切性"欧盟仍将为促

进这一方案实现而继续努力#

范龙佩和巴罗佐还在声明中向

巴以双方在过去一周的冲突中的死

难者表示哀悼#

埃及外长阿姆鲁
!*

日在开罗宣

布"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于当地时间

!*

日晚
.

时实施停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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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耶路撒冷
((

月
'(

日电

!记者郁玮 孟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

亚胡
!*

日晚宣布"以军代号为'防卫

之柱(的军事行动
!*

日结束"停火协

议于当地时间
!*

日晚
.

时生效# 他

还强调"停火是以色列的正确选择#

内塔尼亚胡
!*

日晚在简短新闻

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一消息#他在新闻

发布会上对积极促成巴以停火的美

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和埃及政府

表示感谢#

在埃及政府斡旋下"以色列与包

括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 %哈马

斯&在内的巴各武装派别当天在开罗

达成停火协议#埃及外交部长阿姆鲁

随后在开罗宣布"巴以双方将于当晚

实现停火#

另据当地媒体报道"以色列还决

定放宽对加沙地带人员和物资的封

锁限制#

在历时
,

天的'防卫之柱(军事行

动中" 以色列空军打击了加沙境内的

约
*/""

个目标"造成了包括'哈马斯(

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领导人贾巴里

在内的
*0"

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

多人受伤# 与此同时"约有
*/""

枚火

箭弹从加沙地区射向以色列境内"其

中
+!"

枚被以军'铁穹(导弹拦截系统

拦截"火箭弹袭击导致以方
/

人丧生"

其中包括
*

名以军士兵"多人受伤#

.9:;<=>'8?.9:@ABC

!!!!!!

新华社联合国
((

月
'(

日电!记

者王雷 顾震球"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

日对以色列与包括巴勒斯坦伊斯兰

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内的巴各武装派

别达成停火协议表示欢迎"同时对埃及

为促成停火作出的努力表示赞赏#

联合国安理会当天下午就中东

局势举行公开会议"潘基文从以色列

特拉维夫机场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向

安理会通报了他此次中东之行的情

况# 潘基文说"他对巴以双方宣布停

火表示热烈欢迎" 同时对冲突各方

'悬崖勒马( 的决定以及埃及总统穆

尔西在此次斡旋中发挥的杰出领导

才能表示赞赏#

潘基文说"现在的重点应该是确

保停火协议得到切实实施"确保所有

处在困境中的加沙居民得到所需的

人道主义援助# 他说"联合国充分认

识到" 为了实现广泛而持久的停火"

还有很多具体问题需要处理#冲突双

方必须坚持履行停火协议"以便使更

深层次的问题得到持久的解决#

潘基文还说"当前的危机凸显出

巴以之间的现状是不可持续的"为了

所有巴勒斯坦人民"必须找到加沙问

题的长久解决方案# 他强调"通过谈

判达成'两国(解决方案以结束占领

状态和巴以冲突的需求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加迫切# 潘基文还说"这一

设想早就应该实现"因为它对中东地

区的稳定至关重要"只有公正$全面

的和平才能给各方带来持久的安全#

由于加沙冲突不断升级"潘基文

*.

日启程前往中东地区展开斡旋 "

以促使巴以双方尽早实现停火#在为

期
0

天的行程中"潘基文先后到访埃

及首都开罗$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

城市拉姆安拉和约旦首都安曼"会晤

了埃及总统穆尔西$阿盟秘书长阿拉

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巴勒斯

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约旦国

王阿卜杜拉等多位领导人"以及同样

抵达耶路撒冷进行斡旋活动的美国

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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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左'当地时间
!!

月
"!

日晚宣布!以军代号为$防卫之柱%的军事行动
"!

日结束!停火

协议于当地时间
!!

月
"!

日晚
#

时生效" 他还强调!停火是以色列的正确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