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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4日裁定，允
许特朗普政府的最新版入境限制令在等待上诉期
间全面生效。这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次允许特
朗普政府颁布的入境限制令全面生效。

这一裁决针对的是总统特朗普9月签署的第
三版入境限制令。根据这份限制令，从10月18日
开始，乍得、伊朗、利比亚、朝鲜、叙利亚、也门和索
马里的公民不得进入美国，委内瑞拉的部分官员也
不得进入美国。

这份限制令颁布后，夏威夷州和马里兰州的联
邦地区法院曾通过裁决，禁止了限制令中的部分内
容。4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中，7人支
持解除夏威夷州和马里兰州联邦地区法院的相关
禁止令，只有2人持否定态度。这意味着最高法院
可能会在最终裁决中支持新版入境限制令。

自上任以来，特朗普曾三次颁布入境限制令。
今年1月签署的第一份限制令要求暂时禁止全球
难民以及伊朗、苏丹、叙利亚、利比亚、索马里、也门
和伊拉克公民入境，但被联邦地区法院冻结。今年
3月，特朗普签署第二版入境限制令，取消了对伊
拉克的入境限制，修补了多处法律和操作层面漏
洞。在这版限制令先后被联邦地区法院和巡回上
诉法院冻结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允许特朗
普政府在最高法院发出进一步通知前，继续执行其
入境限制令的大部分内容。该限制令9月24日到
期时，特朗普签署了第三份入境限制令。

据新华社电 法国LA LISTE国际美食2018
年排行榜4日在位于巴黎的法国外交部举行第三
届揭榜仪式，在评出的全球最杰出1000家餐厅中，
中国上榜餐厅达123家（包括香港、台湾和澳门），
超过法国的118家，位居第二。

LA LISTE国际美食排行榜于2015年由法国
人首创，收录165个国家的16000个优秀美食地
点，参考500多个专业美食指南和民众在线点评，
得分靠前的1000家餐厅进入下一年度全球美食排
行榜。

2018年排行榜中，日本美食再次领先，共有
134家日本餐厅上榜。法国巴黎的GUY SAVOY
餐厅连续两年排名第一。中国北京的淮扬府（安定
门店）在中国餐厅中排名第一，位列总排行榜第21
位，并在当晚荣获排名上升最快奖。

排行榜创始人之一泽普里克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中国作为美食大国，考虑到人口、国土面积
和餐厅数量，上榜数量排在第二位并不奇怪。他认
为LA LISTE排行榜充分考虑了当地民众的网上
评价，因此更具有国际性。他相信，随着全球各地
对中国美食的了解和认可，今后会有更多中国餐厅
进入榜单。

各路媒体4日证实，也门前总统阿里·阿卜杜拉·萨利赫在逃离首都萨那路上被
什叶派胡塞武装打死，他的遗体被搬上一辆皮卡车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中东
地区又一位昔日政治强人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离世。

分析人士指出，萨利赫死于非命，既是其个人的悲剧，也是中东持续动荡和战乱
的缩影。萨利赫之死，不仅无助于结束也门战乱，还可能给中东地区本来就难以平静
的局势再添混乱。

【新闻事实】

也门前总统萨利赫身边一名高级官员4

日向新华社记者证实，萨利赫及其领导的全
国人民大会党副总书记亚西尔·阿瓦迪当天
在逃离萨那的路上被胡塞武装打死，当时两
人正试图前往政府军控制的马里卜省。

75 岁的萨利赫曾在也门执政 33 年。
2014年年底，胡塞武装与支持萨利赫的武装力
量组成同盟，对抗总统哈迪领导的合法政府。

然而，这一同盟因分歧日益尖锐而反
目。今年11月29日，胡塞武装与萨利赫武装
力量在萨那爆发冲突。萨利赫死讯传出后，
胡塞武装称之为“背叛的代价”。

【深度分析】

萨利赫的突然死亡，再一次凸显也门战

乱的复杂性。据报道，导致萨利赫被胡塞武
装打死的直接原因，是他11月底突然宣布将
投靠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双方结盟从一开始
就貌合神离，相互利用。胡塞武装最终目的
是夺取全国政权，萨利赫则希望恢复权力。

萨利赫在也门战乱的各参与方中力量较
弱。但在战事陷入僵局的情况下，他临阵易
帜，倒向沙特一方，有可能改变力量对比的天
平，达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换得沙特的重
视和提携。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孙德
刚认为，萨利赫转变立场倒向沙特，招来胡塞

武装的惩罚。这意味着胡塞武装已上升为也
门乃至中东地区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
也门局势如何发展，除了胡塞武装之外，还将
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沙特及伊朗等地区大国
的介入程度。

【第一评论】

萨利赫死于非命，既是其个人的悲剧，

也是中东持续动荡和战乱的一个缩影。萨利
赫之死，不仅无助于结束也门战乱，还可能使
局势更加混乱。

萨利赫是中东地区老一代强人政治的代
表人物之一。这类人物还包括埃及前总统穆
巴拉克、利比亚前领导人卡扎菲、突尼斯前总
统本·阿里和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等。

在萨利赫对也门30多年的统治期间，南
北也门实现了统一。也门政府在萨利赫领导
下，对国内叛军、极端组织和部落武装进行了
清剿，大体维护了国家的稳定。也门还积极
参与国际反恐行动，并与美国、沙特等国家开
展反恐合作。

同其他倒台的中东强人类似，萨利赫执
政期间，也因任人唯亲、骄奢腐败、忽视经济
发展和改善民生，而逐渐丧失民众的支持。
这也是他被迫于2011年同意移交权力的主
要原因。

如今也门的人道主义危机日益恶化。联
合国今年9月公布的数字显示，也门全国有超
过2000万人需要紧急援助，约700万人面临
饥饿威胁，50多万人感染霍乱。 据新华社

最高法放行

特朗普新版入境限令生效

全球最杰出餐厅排行揭晓
中国上榜数量位列第二

也门前总统
萨利赫被杀

中东乱局
再掀波澜

1212月月44日日，，在也门首都萨那在也门首都萨那，，一名胡塞一名胡塞
武装人员坐在前总统萨利赫住所前的一辆武装人员坐在前总统萨利赫住所前的一辆
坦克上坦克上。。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