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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  余国庆 

 

摘  要：戈兰高地地理位置优越，拥有大量淡水，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也是中

东领土乊争的核心。美国与以色列单斱面签订了兲于戈兰高地主权归以色列的协议幵

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牵涉到中东国家斱斱面面的利益，也反映了美国中东政策的

战略目标、设想以及手段。我们应该以更宽的视野去看待中东局势，而协议所带来的

后果仍需要时间才能看得更加明朗。 

兲键词：戈兰高地；以色列；叙利亚；美国；特朗普；中东战争 

 

最近，中东在国际外交舞台上连续出现了一系列有争议的事件，主要集中

在当前世界最强霸主美国在中东问题上的做法。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一个非常有

个性的人，除了在一些大国的双边国际关系中（比如美国同俄罗斯、中国、欧

盟等一些国家外交动作不断）经常会做出一些惊人之举外，最有争议的是特朗

普在中东问题上的举措。 

 

一、戈兰高地争端的背景 

 

近两年，特朗普对中东采取的措施引发世界性的争议。2017 年 12 月，美国

突然宣布要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且很快地把美国驻以色列使馆从特

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这件事当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片轰动。在此之后，美

国在中东问题上不断地有所动作，最有争议的就是，2019 年 3 月 25 日，特朗普

与当时在美国访问的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签订了一个协议，公然把

戈兰高地主权送给以色列。 

众所周知，美国在中东问题上一向是裁判员的角色，一贯为地区争端做中

间人。美国与以色列单方面宣布，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整个国际

社会对此一片哗然。特朗普给出的理由是，戈兰高地对以色列的安全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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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心得 所以以色列需要控制戈兰高地。这个逻辑显然并不能成立，我们不能单凭一个

国家的领土对另一个国家来说很重要，就判定该领土归其所有。如果所有的领

土都以这个作为判定原则的话，那么整个世界将会陷入混乱之中。戈兰高地一

直是叙利亚的领土，特朗普将自己作为一个裁判的角色，蛮横地把叙利亚领土

判给以色列，这既违背《国际法》，也违背常理。 

特朗普明知道他的这种做法肯定会引起国际社会的抗议和不满，但美国和

以色列在戈兰高地问题上还是为所欲为，因为戈兰高地一直是中东领土乊争的

核心问题。 

（一）中东概冴及以色列建国的历史背景 

‚中东‛是一个外来词，近代以来，欧洲国家按照地理范围的远近，把其

东面的国家，分为近东、中东和远东。离欧洲最近的地方，主要包括巴尔干半

岛、小亚细亚半岛、亚洲的西部和北非为近东；稍远一点的东方国家，主要是

阿拉伯国家，包括伊朗、土耳其、塞浦路斯和北非的几个国家称作中东。所以，

‚中东‛是一个既具有地理含义，又具有政治含义的一个词。 

 

 

图 1：中东国家分布图 

 

从图 1 可以看出，中东范围西起北非，北到地中海南沿岸，东到阿富汗，

甚至一些学者把阿富汗也划为中东，实际上阿富汗在政治和地理问题上是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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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或者南亚的一部分。中东可以界定为是一个以阿拉伯国家为主的地区，包

括了整个 22 个阿拉伯国家和 5 个非阿拉伯国家——阿富汗、土耳其、伊朗、以

色列和塞浦路斯，也被称之为‚中东 27 国‛。 

 

 

图 2：中东政区图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中东政区图（图 2）。中东的政区涵盖了几种不同的政治

制度，既有以沙漠地区为主、传统意义上的君主制国家——北非，其中包括阿

拉伯半岛上的沙特阿拉伯、巴林、卡塔尔和阿曼；还包括具有争议性的以政教

为主的、政治和宗教合二为一的伊朗；还包括伊斯兰国家土耳其。土耳其并不

是一个阿拉伯国家，而是以双重身份存在于中东，其在阿拉伯世界强调自己是

一个穆斯林国家，在牵涉到与欧洲和西方的关系时，它又自称是一个西方类型

的国家。土耳其一直想加入欧盟，但是，欧盟因为土耳其的这种身份一直没有

同意其加入，此事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 

中东还有其他几个小国，如以色列是一个犹太移民建立的非常特殊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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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心得 （如图 3 所示）。以色列是一个小国，周围主要是阿拉伯国家，南面是埃及，

东面是约旦，东北面是叙利亚，北面是黎巴嫩。可以说，以色列天生就是一个

受到不同文化和宗教国家包围的国家。以色列的祖先是犹太人，犹太人曾在公

元前在中东建立过自己的国家，但是自公元一世纪以后，以色列在中东仅作为

一个民族主体的国家存在，以色列这种犹太人的国家曾经消失过 2000 年。19

世纪后期，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以后，以色列通过一些西方大国的支持，不

断地侵占巴勒斯坦人的土地。1947 年，由联合国通过了《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

治计划）问题的决议》，把当时巴勒斯坦的领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阿拉伯

人的国家，另一部分是犹太人的国家。然后，以色列作为犹太人的国家宣告成

立。但是，当时周边的阿拉伯国家都不承认犹太人作为一个国家而存在，所以

以色列在宣布建国以后，一直受到阿拉伯国家的排挤。 

 

 

图 3：以色列及周边国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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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是在联合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支持下，以及在与周边阿拉伯国家不

断发生战争与冲突并不断地扩充领土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如今的以色列虽然

是一个小国，但在中东地区也是一个军事、经济和科技的强国。回顾以色列在

中东建国的历程，明显看到其通过不断扩展周边领土，几乎完全吞并了当年联

合国《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划给阿拉伯人的土地。 

 

 

图 4：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面积变化图 

 

图 4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面积的变化。从左数第一张图中

的 A 区域，是当时联合国大会通过《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

议》前阿拉伯人控制的土地，而白色的区域是当时犹太人控制的区域。显然，

在《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通过以前，阿拉伯人控制着

大部分的巴勒斯坦领土，犹太人控制的区域非常少，面积不到 20%。 

左数第二张图是联合国通过的《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

议》中两个国家的领土范围，B 区域是当时划给阿拉伯人的区域，面积大概只

有整个巴勒斯坦领土的 30%左右。当时，巴勒斯坦的总面积是 27000 平方公里，

联合国分给阿拉伯人的国家面积是 11000 平方公里，分给犹太人的面积是 15850

平方公里，耶路撒冷的 150 平方公里作为国际管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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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心得 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国土面积相当于北京市的面积。经过几十年

不断地发展，加上几次中东战争，目前以色列的实际控制区域为 21000 多平方

公里。现在，巴勒斯坦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加沙，另一部分是约旦河西岸，

两部分加起来只有 6000 平方公里，比原来联合国大会划分的 11000 平方公里缩

小了近一半。自从《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通过以后，

以色列国家成立，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多，但巴勒斯坦国家并没有成立，而且控

制的领土越来越少，仅仅 6000 平方公里。 

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双方力量的对比很明显——一大一小、一增一减。以色

列建国以后，通过不断地吞幵巴勒斯坦人的土地，甚至有时候会控制周边阿拉

伯国家的领土来实现自己在中东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图 5：以色列地形图 

 

（事）戈兰高地对以色列的意义 

美国承认戈兰高地为以色列领土对中东地区产生了影响，图 5 是一张以色

列及周边国家的地形图。 

中东是一个干旱少雨、以沙漠为主的地区。尽管以色列有两万多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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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领土，但大部分是沙漠或戈壁，尤其是以色列南部的内盖夫沙漠地区，与中

国的西北地区一样，是一片苍茫的戈壁。在以色列的北部，也就是图 6 中画圈

的部分，就是戈兰高地。 

现在，戈兰高地被以色列控制，但实际上是叙利亚的领土。相对而言，戈

兰高地是中东自然条件非常好的地区，图 6 中形象地展示了戈兰高地和周边国

家的关系。图 6 中画圈的部分是戈兰高地，面积大概是 18000 平方公里，其中

以色列控制大概 12000 平方公里，还有 6000 平方公里由叙利亚控制。 

戈兰高地对以色列有重要的意义。从历史上来说，当时在奥斯曼帝国的统

治下，戈兰高地属于叙利亚的领土。20 世纪 20 年代，奥斯曼帝国垮台，之后英

国和法国通过托管制度托管了叙利亚。1943 年，现代意义上的叙利亚国家成立，

其领土包括戈兰高地。 

 

 

图 6：以色列、叙利亚、戈兰高地 

 

从图 7 中我们可以看到，画圈的部分就是戈兰高地，它靠近以色列，但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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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心得 是叙利亚的领土。 

戈兰高地是一块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土，它位于四个国家之间，北临黎巴嫩，

东近叙利亚，南接约旦，西连以色列。戈兰高地居高临下，西边靠近以色列有

名的淡水湖泊加利利海，也称为太巴列湖。可以说，加利利海对以色列意义深

远，因为以色列是一个缺水少雨的国家，而戈兰高地水量汇集在加利利海，成

为以色列最主要的淡水水源地。所以，以色列国内淡水用量的 40%都来源于戈

兰高地。如果以戈兰高地中间为原点，距离中东四个国家的四个大城市，即黎

巴嫩的首都贝鲁特、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约旦的首都安曼以及以色列最大

的城市特拉维夫的直线距离，都只有 90 公里左右。也就是说，从戈兰高地出发，

如果在交通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一个小时以内就可以到达中间四个国家的大城

市。所以，若是谁能控制戈兰高地，就相当于在战略上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图 7：戈兰高地周边国家 

 

（三）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乊间的冲突和战争 

因为戈兰高地拥有战略优势，所以以色列建国以后一直觊觎戈兰高地。终

于在 1967 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等到了机会。那么，我们就有必要回

顾一下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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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的五次战争与以色列和叙利亚密切相关。第一次中东战争，是 1948 年

至 1949 年的巴勒斯坦战争，又称为独立战争。以色列通过此次战争获得了独立；

第二次中东战争，是 1956 年以色列与英国、法国入侵埃及的西奈半岛，也称之

为西奈战争。这场战争是以色列与英国、法国势力纠结在一起，对另一个阿拉

伯国家——埃及发动的战争，借口是 1956 年埃及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以色

列认为这危害到自身安全，因此伙同英国和法国发动了入侵埃及的战争。 

 

 

图 8：以色列地图 

 

第三次中东战争需要被重点提及，1967 年 6 月 5 日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

又称为‚六五战争‛。战争中，以色列凭借强大的空军优势力量，短短几天时

间就占领了整个戈兰高地。之后，以色列开始采取实际行动，往戈兰高地上移

民，我们称之为以色列的犹太定居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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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心得 从占领戈兰高地至今，以色列不断地在戈兰高地建移民定居点，现在已经

有30多个犹太人的定居点。以色列正是通过战争占领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领土，

然后又通过犹太移民，把戈兰高地作为自己的领土来经营、发展。 

1973 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是‚赎罪日战争‛。每个星期六是犹太人的赎罪

日，这是他们的宗教节日，这一天以色列人休息或者不出门。此次战争是埃及

联合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为反击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包括戈兰高

地在内的领土而发动的战争。通过此战，叙利亚军队重新控制了一部分戈兰高

地的土地。停火后经过几个月的谈判，1974 年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叙利亚签订

了《战场脱离接触协定》，把三分之一的戈兰高地的土地归还给了叙利亚。 

现在，整个戈兰高地 1800 平方公里的土地，以色列控制了三分之二，叙利

亚控制了三分之一，其中有戈兰高地最大的城市库奈特拉，距离叙以实际控制

线很近，离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也只有 60 公里。以色列如果永久占领戈兰高

地，可以对叙利亚的首都进行战略威慑，这也是以色列想进一步控制戈兰高地

在战略上的取向。 

 

事、戈兰高地概冴 

 

戈兰高地的面积为 1800 平方公里，其中以色列占 1200 平方公里，叙利亚

占 600 平方公里。戈兰高地以高原为主，特点是居高临下，虽然最高峰只有海

拔 1227 米，并不是特别高，但与周围 600 到 800 米的海拔相比还是比较突出的。

戈兰高地现有以色列人口 1.5 万人，犹太人定居点 36 个，最大的城市是卡茨林，

也是以色列在戈兰高地的行政中心，人口总数为 7000 人。卡茨林经济繁华，包

括周围地区有近 1 万人，基础设施条件和人民生活水平非常好。 

卡茨林是以色列在1967年占领戈兰高地以后，慢慢经营和发展起来的城市，

但以色列国内的一些考古学者认为，这个城市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因为，

以色列曾经对卡茨林进行考古挖掘，发掘出犹太人的墓地和城堡遗址，证明在

罗马帝国占领时期，卡茨林就有犹太人生活和居住。所以，现在以色列要控制

和占领戈兰高地的一个理由就是，戈兰高地在历史上不完全是一个阿拉伯人的

城市，它曾经有犹太人居住，以色列在卡茨林还建设了博物馆、工厂等一系列

生活服务类设施。 

以色列控制的戈兰高地已经完全按照以色列的法律、社会和文化生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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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以色列实际控制戈兰高地已经有五十多年‛，2019 年 3 月 25 日，美国总统

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式签署协议，承认戈兰高地是以色列的领土。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地区一直由以色列控制，又对以色列的安全很重要，所以应

该归属以色列。 

 

 

图 9：戈兰高地上的以色列啤酒厂 

 

把别国的领土判给第三国，无论从《国际法》还是从逻辑上都说不通。但

目前戈兰高地是由以色列控制的，其在戈兰高地建有机场和军事设施，公路也

非常发达。图 9 是戈兰高地上以色列的一个啤酒厂，这个啤酒厂的酿造水平相

当高，设施也非常先进。以色列在戈兰高地上拥有中东最大的啤酒厂，啤酒已

经出口到以欧洲为主的十多个国家。 

图 10 中的葡萄酒厂表明，以色列在开发戈兰高地上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

金。以色列控制的戈兰高地，各种设施非常齐备，成为与以色列本土关联的一

部分，所以在以色列人的心中，尤其是在领导人和政治家的眼里，戈兰高地早

就是以色列的一部分。他们认为，现在特朗普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

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只是说明了一个事实。但是，我们不能单凭特朗普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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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心得 塔尼亚胡两人签订的协定就承认戈兰高地领土归以色列，这是不合法的。现在，

戈兰高地在国际上的定位仌然是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国家的领土，依旧是以

色列与阿拉伯国家谈判的核心问题。 

 

 

图 10：戈兰高地葡萄酒厂 

 

三、美国支持以色列拥有戈兰高地主权的三个原因 

 

特朗普执意与内塔尼亚胡通过会晤签订协议，宣布把戈兰高地主权判给以

色列，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特朗普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是其在国际社会一系列单

边做法的又一个佐证。特朗普此举也是为了区别自己与此前的美国总统在中东

问题上一直坚持的一些做法。他认为，在过去的十几年，美国在中东花费了七

万亿美元，但还是没有实现推动中东实现和平的目标。所以，与其坚持以往美

国政府在中东问题上的做法，还不如彻底打破常规，另起炉灶来推动美国人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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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中的中东和平计划。 

第事，特朗普想通过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来强化以色列对戈兰

高地的占领。戈兰高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拥有丰富的水力资源，发源于戈

兰高地的几条河流，成为以色列周边国家重要的水资源。 

以色列周边都是缺水、少雨的地区，但是在戈兰高地却有另外一番风景，

因为戈兰高地的年降雨量能达到 800～1000 毫米，是整个中东地区年平均降雨

量的十倍左右。如果看一下以色列的地图（图 3），戈兰高地上有四、五条丰沛

的河流，在下游汇合成了约旦河，而约旦河就是现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约旦

的界河。 

以色列要永久控制戈兰高地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水资源。以色列可以说是

非常实际的，也最讲究领土战略上的好处，控制了戈兰高地实际上就等于控制

了中东将近一半的水资源。以色列人对此也毫不掩饰，2019 年 4 月 24 日，大选

获胜的内塔尼亚胡就把戈兰高地上一个新的犹太人的定居点命名为唐纳德·特

朗普，以此来感谢特朗普在关键领土问题上对以色列的支持。 

第三，美国想通过以色列去经营或者强化对戈兰高地的占领，来达到威慑

叙利亚和伊朗的目的。 

叙利亚冲突的结果是伊朗的势力大大地增强，而伊朗恰恰是中东最反对以

色列的国家。伊朗通过对叙利亚武装派别的支持来达到威慑以色列的目的，伊

朗前总统内贾德称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以色列看到伊朗通过支持叙

利亚，在叙利亚建立了不少伊朗的军事设施和据点，对其安全构成威胁，所以

以色列千方百计想控制戈兰高地。因为如果控制了戈兰高地，就可以居高临下，

以各种方式来威慑叙利亚，威慑伊朗在叙利亚的势力。 

以色列要控制戈兰高地，也是为了防止伊朗势力不断在叙利亚扩大。美国

与伊朗的矛盾一直是中东的主要矛盾。美国认为，伊朗不仅威胁地区和国家的

安全，而且是一个反以色列的国家，所以通过支持以色列能达到威慑和打击伊

朗的目标。 

现在，美国在中东处于战略收缩阶段。不久前美国宣布要从叙利亚撤军，

因为美国想让更多的中东盟友，尤其是以色列来代替自己承担在中东的责任和

义务。以色列是美国最可靠的盟友，美国非常乐意让以色列来承担自己在中东

的义务，依靠以色列遏制伊朗在中东势力的发展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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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心得 四、美国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的主权和未来中东局势的影响 

 

近年来，中东的热点问题是围绕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的局势以及伊朗核

问题展开的，可谓是热点不断、乱上加乱。美国明知道支持以色列拥有戈兰高

地的主权会受到其他国家的反对，还执意而为，此事必然会对中东局势产生影

响。 

首先，美国承认以色列对戈兰高地拥有主权，使更多的阿拉伯国家认清美

国的中东政策将迚一步向以色列倾斜，表明美国在中东更看重以色列的特殊盟

友兲系。美国想利用或借助阿拉伯国家的力量去遏制伊朗。美国承认以色列对

戈兰高地拥有主权后，以色列的领导人多次强调，现在是历史上美以关系最好

的时期，此事对双方产生了不一样的影响。 

尽管以色列与美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但很明显，

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发展会进入一段迟滞时期。过去几年，以色列曾和

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有一些进展。比如，2018 年 10 月，以色列总理内

塔尼亚胡访问了阿曼。现在，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名义上都没有与以色列

有官方的联系，但实际上在一段时期内，以色列跟海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的民

间商贸联系有过很强的推进。此外，以色列与沙特的关系在一段时间也有些发

展。沙特、阿曼这些阿拉伯国家在领土问题上仍然有共同的目标和立场，因而

都谴责以色列与美国签订戈兰高地主权归以色列的协议。特朗普与以色列在戈

兰高地问题上的做法，实际上在短期内肯定会影响到以色列与海湾地区的阿拉

伯国家关系的进一步改善。 

第事，美国承认以色列拥有戈兰高地的主权，表明美国彻底放弃了长期以

来奉行的以领土换和平的政策，未来的以色列与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的兲系改

善将更加艰难。中东的和平进程曾经有一定发展，回顾历史，20 世纪 70 年代，

以色列与埃及、约旦实现了和平，而实现和平的根本原则是双方遵守了‚以土

地换和平、以领土换和平‛的做法。以色列放弃占领阿拉伯国家的领土，换得

阿拉伯国家的承认。现在以色列颠倒过来，完全放弃了‚以领土换和平‛的做

法，想永久地吞并叙利亚在戈兰高地的领土。如果这种原则与主张继续成为以

色列今后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和原则，那么阿拉伯国家就会认清以色列的真正

目的，在今后改善与以色列关系方面肯定会有所顾忌。 

第三，当前，特朗普跟美国政府正在推动中东地区在更广的范围内实现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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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世纪协议”。美国在推出‚世纪协议‛的背景和前提下，对戈兰高地问

题上的做法是出于自己的考量。美国在和平问题上能用的方案和做法，包括经

常把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一些领导人放到一起，召开各种层次和类型的中东

和平会议，但最终都没有实现中东和平。特朗普当局认为，在中东和平问题上

不能延续过去的老路子，所以听从了顾问贾里德·库什纳的建议。他是特朗普

的女婿，也是犹太人，最近几年的主要工作就是，穿梭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

之间，促使这些国家按照美国人设想的路子去实现和平。 

‚世纪协议‛有几个重要的看点：一是把过去最难啃的巴以冲突的几个问

题分离出去，其中包括耶路撒冷问题、犹太人定居点的问题、巴勒斯坦难民问

题。美国认为，将来中东实现和平的‚世纪协议‛应该把最难啃的这几个问题

剥离出去，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巴勒斯坦进行经济上的援助，让巴勒斯坦人得到

经济上的好处，促使他们同意与以色列实现和平。 

美国和以色列想当然地认为，巴勒斯坦人可能会接受‚世纪协议‛，但美

国所想与所做处于矛盾之中。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冲突本身非常激烈，从 2018

年 3 月底开始，巴勒斯坦人持续不断地在加沙与以色列边境地区进行游行抗议

示威，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火箭弹、扔石子和焚烧轮胎，通过这种极

端的方式进行抗议。 

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的主要是哈马斯（伊斯兰抵抗运动）。以色列经常会

对加沙的巴勒斯坦抗议行为进行反击，采取包括空袭在内的军事打击。在这样

的背景下，美国人想推动巴以和平新方案，尤其是所谓的‚世纪协议‛，存在

着巨大的障碍。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首先，戈兰高地虽然面积较小，但是它牵涉了周

围国家对其主权以及资源的需求。美国和以色列通过单边签订协议，把一个国

家的领土无缘无故地判给另一个国家，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做法，也是美国单边

做法中非常坏的先例。美国在中东已经连续不断地采取了一些单边做法，可以

看出美国中东战略的一些苗头，就是通过不断地强化对以色列的支持来打压巴

勒斯坦，让周边的阿拉伯国家认识到，美国对阿拉伯国家的拉拢和支持实际上

是要付出代价的。 

其次，美国现在在中东最看重的是对美国利益影响最大的伊朗问题。伊朗

与美国始终处于较量之中，双方斗智斗勇，遏制与反遏制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美国一直想尽各种办法打压、对付伊朗，但不能直接发动军事干预或对伊朗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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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心得 武，需要通过在中东寻求反伊朗的盟友。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有一个很重要的

背景，就是希望以色列充当打击伊朗的前哨和排头兵。 

第三，当前美国在中东拼凑了所谓的“中东版北约”，把中东与伊朗不和

的一些国家纠集在一起，打造了一个中东版反伊朗军亊联盟。美国想得到包括

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海湾国家，以及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支持，重要目标是

通过打压伊朗来维护以色列在中东的长治久安。 

从种种分析看出，美国与以色列单方面签订了关于戈兰高地主权归以色列

的协议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牵涉到中东国家方方面面的利益，也反映了

美国中东政策的战略目标、设想以及手段。从法律方面而论，戈兰高地仍是一

个被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国家的领土，美国与以色列领导人的签约行为并不会

影响到相关的阿拉伯国家，尤其不会让到叙利亚放弃对戈兰高地的主权。所以，

我们应当以更宽的视野去看待中东局势，因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

统特朗普在戈兰高地问题上的单边做法所带来的后果，可能需要更多时间才能

看得更加明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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