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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崛起及其治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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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东变局以来，也门政府的安全供给能力随政权更迭而下降。

由于也门国内脆弱的安全结构以及外部力量的干预，多重武装力量崛起成

为也门突出的安全现象。这不仅损害了也门的主权完整，也加剧了也门安

全局势的恶化，进而加深了地区局势的动荡和地缘政治关系的复杂化。当

前，围绕也门乱局形成了全球、地区和国内三个层次的治理实践。但囿于

各层次的治理缺陷以及各层次间缺乏协调，对也门多重武装力量问题的治

理陷入了困境。构建多层次综合治理框架，形成全球、地区和政府三个层

次之间的有效协同机制，强化政府安全供给能力，有助于破解也门多重武

装力量的治理困境，推动也门安全问题的最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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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变局以来，由于外部干预、政权更迭和武装冲突，伊拉克、黎巴嫩、利比亚、

叙利亚、也门等教派、族群或部落关系复杂的阿拉伯国家均出现了突出的安全问题，

提升安全治理成为这些国家的当务之急。然而，上述国家中央政府的安全供给能力

明显不足，非政府武装力量①的影响力较大，导致安全治理中复杂而特殊的多重武装

力量崛起现象，最终破坏了国内正常安全秩序的顺利形成。

在当前中东脆弱国家②多重武装力量崛起的问题上，也门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也门多重武装力量是对存在于该国境内不同政治集团拥有的各种武装组织的统称。在

也门，武装力量数目繁多、种类多样、构成复杂，除了政府统辖的国家武装力量之外，还

存在各种非政府武装力量、反政府武装力量、极端主义武装力量、外国武装力量等。

前总统萨利赫下台后，也门政治转型陷入僵局，出现了亲胡塞力量与反胡塞集

团的军事对垒，内战逐步扩大。随着中央政府进一步丧失对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

权，也门安全形势急剧恶化，武装冲突异常激烈，极端主义势力乘势坐大，人道主义

危机此起彼伏。根据“大赦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截止到 2018 年 6 月，也门战争已

造成 6，000 多人死亡，10，000 多人受伤，200 多万人流离失所，超过 75%的也门人亟

需人道主义援助，也门正经受着全球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③ 也门中央政府的安

全供给能力的下降，多重武装力量的崛起及其“治理赤字”是也门安全问题日益严峻

的主要原因。

国内外关于也门武装力量问题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哈立德·法塔赫( Khaled

Fattah) 探讨 了 萨 利 赫 倒 台 之 前 的 也 门 军 政 关 系 历 史，迈 克 尔·奈 茨 ( Michael

Knights) 分析了也门武装力量在 2011 年民众抗议中的作用。④ 也门冲突爆发之后，

研究者主要聚焦也门当前武装力量的特征以及也门国家武装力量重建问题。⑤ 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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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力量、安全部门、军队等概念在不同国家，以及不同语境中往往具有不同含义。笔者认为这些概

念既存在区别，又有联系和重叠。武装力量是指政治集团拥有的武装组织，可分为国家武装力量和非政府武装

力量。国家武装力量通常又被称为安全部门，包括军队、警察、情报机构、预备役等，而军队特指主要承担外部任

务，负责外部军事进攻与防御的安全部门。因此，武装力量的内涵大于安全部门，而安全部门的内涵又大于军队。
关于脆弱国家的相关分析，参见 Lars Carlsen，Ｒainer Bruggemann，“Fragile State Index :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A Partial Order Data Analysis，”Social Indicators Ｒesearch，Vol． 133，No． 1，2017，pp． 1－14．
“Yemen: Stranglehold: Coalition and Huthi Obstacles Compound Yemen’s Humanitarian Crisis，”

Amnesty International，MDE 31 /8505 /2018，June 22，2018，p． 4．
Khaled Fattah，“Political History of Civil-Military Ｒelations in Yemen，”Alternative Politics，Special Issue

1，November 2010; Michael Knights，“The Military Ｒole in Yemen’s Protests: Civil-Military Ｒelations in the Tribal
Ｒepublic，”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 36，No． 2，2013．

关于也门当前武装力量特征的研究，参见 Eleonora Ardemagni，“Patchwork Security : The New Face of
Yemen’s Hybridity，” ISPI，October 30，2018，https: / /www ． ispionline． it / it /pubblicazione /patchwork-security-
new-face-yemens-hybridity－21523，登录时间: 2019 年 1 月 2 日。关于也门武装力量重建问题的研究，参见 Zoltan
Barany，The Challenges of Building a National Army in Yemen，Washington，D．C．: CSIS，2016; Marie-Christine
Heinze，ed．，Addressing Security Sector Ｒeform in Yemen: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Intervention During and
Post-Conflict，Bonn: CAＲPO，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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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尚无关于也门武装力量的专门研究，相关论述散见于对也门局势、中东地区格

局和中东代理人战争等问题的探讨中。① 本文尝试系统梳理当前也门多重武装力量

的特征及类型，分析其崛起的原因及影响，探讨治理多重武装力量的困境及出路。

一、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特征及类型

中东变局以来，也门安全形势不断恶化，国家武装力量提供安全保障的能力有

限，其他武装力量乘机填补“安全真空”，也门呈现出多重武装力量崛起的复杂态势。
( 一) 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历史惯性和独特性

纵观历史，也门多重武装力量并非新近现象。② 1962 年，也门的“军官革命”推

翻穆塔瓦基利亚王朝，建立阿拉伯也门共和国( 以下简称“北也门”) 。然而，北也门

很快陷入共和派与君主派之间的内战。1962 年至 1967 年间，也门多重武装力量包

括也门国家武装、君主派武装力量( 以西北高地部落武装为主) 和埃及军队。1967 年

后，埃及军队撤离也门，君主派武装力量因沙特支持的终止而解散。然而，部落武装

力量在内战中得到不同程度的加强。③ 埃里亚尼( Abdul Ｒahman al-Eryani) 、哈米德

( Ibrahim al-Hamdi) 、卡西姆( Ahmad Hussein al-Ghashmi) 三届政府( 1967 年 ～ 1978

年) 囿于部落压力和沙特的阻挠，无力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④ 这一时期，也门

多重武装力量主要包括国家武装和部落武装。

萨利赫统治期间( 1978 年～2011 年) ，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问题依然突出。一方

面，除国家武装外，部落武装势力仍旧强大。1978 年萨利赫上台后，为获得部落力量

的支持，政府赋予一些部落联盟在安全、司法和经济领域广泛的自主权。具体到安

全领域，即政府允许部落武装的存在。⑤ 另一方面，萨利赫组建了许多平行性的安全

部门，⑥包括共和国卫队 ( Ｒepublican Guard) 、也门特种行动部队 ( Yemeni Special
Operations Forces ) 、中 央 安 全 组 织 ( Central Security Organization ) 和 国 家 安 全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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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吴天雨、吴冰冰:《也门宰德派德兴衰与胡塞武装的政治抗争》，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 年第 3
期，第 48－60 页。

由于北也门在 1990 年也门统一中的主导地位及其政治制度的延续性，本文主要以北也门( 1990 年之

前) 和也门( 1990 年之后) 考察也门的多重武装力量传统。
郭宝华:《中东国家通史: 也门卷》，北京: 商务印书馆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07 页。
Khaled Fattah，“Political History of Civil-Military Ｒelations in Yemen，”pp． 31－35．
Sarah Phillips，Yemen and the Politics of Permanent Crisis，London: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Strategic

Studies，2011，p． 89．
平行性安全部门是指一国统治者为维护统治而建立的平行于正规国家安全部门的武装力量，这在中

东国家是个普遍现象。这些安全部门承担安全功能，但最重要的职责是保卫统治者。平行性安全部门往往直

接隶属于统治者，而非国防部或内政部，因此混合着正式和非正式、国家和非国家的特征。参见 Barry Ｒubin，

“The Military in Contemporary Middle East Politics，”in Barry Ｒubin and Thomas Keaney，eds．，Armed Forces in
the Middle East: Politics and Strategy，London: Frank Cass Publishers，2002，pp．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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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onal Security Bureau) 等，这些部门均由萨利赫家族的成员掌管，是忠诚于萨利

赫的武装力量。① 此外，一些反政府武装力量的威胁开始扩大。进入 21 世纪以来，

极端主义武装开始在也门活动。2004 年至 2010 年间，胡塞武装崛起，先后与中央政

府爆发了六轮武装冲突，即萨达战争。

由上可见，也门国内多重武装力量现象具有历史惯性，国家武装与部落武装长

期并存是其最为显著的特征，同时武装力量的发展也呈现动态特征，在不同时期的

构成存在差异。自 2011 年也门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以来，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威和治

理能力进一步下降，萨利赫统治时期存在的多重武装力量———胡塞武装、萨利赫家

族控制的武装、部落武装、极端主义武装成为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也门多重武装力量也呈现出一些新特征。

第一，武装力量异常活跃，影响遍及全国。萨利赫统治时期，也门武装力量虽然

不时参与冲突，但冲突整体上规模较小，持续时间也较短。例如，1994 年也门内战的

交战区域集中在该国中部和南部，且战争持续时间较短。胡塞武装与中央政府之间

的萨达战争虽然持续了六年( 2004 年至 2010 年) ，但交战区域主要在西北高地进行。

然而，武装力量在当前也门冲突中表现得极其活跃，也门战争也因此具有内战、代理

人战争、反恐战争和教派战争等多重色彩。② 此外，最近两年冲突涉及的范围十分宽

广，除马赫拉省( Mahrah) 基本未受战火波及外，全国其他省区均受到不同程度的

破坏。

第二，武装力量与政府联系减弱。历史上，也门不少武装力量的产生和存在与

政府的支持和默许态度密不可分。例如，萨利赫时期的平行性安全部门是政府为防

止常规军发动政变、维持政权生存而建立的。此外，哈希德部落联盟的武装力量存

在也得到了政府首肯。然而 2011 年之后，虽然也门部分武装力量仍与政府密不可

分，但是大多数武装力量的产生和发展并不依赖于政府支持。这意味着，政府对于

多重武装力量的掌控和应对难度进一步增大。

第三，武装力量类型复杂多样。长期以来，也门武装力量的类型相对简单，主要

包括国家武装、平行性安全部门、部落武装和反政府武装。然而 2011 年以来，武装力

量的种类日趋多元，这些武装力量按照意识形态可划分为以胡塞武装为代表的宗教

性武装力量和以“南方过渡委员会”为代表的世俗性武装力量; 按照国别属性可划分

为沙特和阿联酋支持的外国武装力量和以哈迪政府军代表的也门本土武装力量; 按

·93·

①

②

Michael Knights，“The Military Ｒole in Yemen’s Protests: Civil-Military Ｒelations in the Tribal
Ｒepublic，”pp． 273－274．

Maria-Louise Clausen，“Understanding the Crisis in Yemen: Evaluating Competing Narratives，”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Vol． 50，No． 3，2015，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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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府的关系可划分为亲政府武装、反政府武装和摇摆性武装三类。①

( 二) 也门武装力量的类型

武装力量与政府的关系往往是考察内战中武装力量问题的起点。下文将分别

考察也门亲政府武装力量、反政府武装力量和摇摆性武装力量等三种武装力量类型。

第一，亲哈迪政府的武装力量，其主要包括四类: 一是也门安全部门，其中最重

要的是政府军。2016 年初，也门政府声称政府军有 45 万人，但根据权威人士判断，

政府军规模或仅有 6 万～7．5 万人。② 当前，沙特和阿联酋主导的联军负责训练和武

装哈迪政府军。军队名义上归哈迪政府管辖，但由于也门长期存在的“部落型军队”

传统，军队具有明显的碎片化特征，不同的军团往往更加忠诚于军团指挥官和部落

精英，对国家的忠诚度相对有限。③ 二是政府新建或整编的平行性安全部门。哈迪

继承了也门政府组建平行性安全部门的传统，他在 2012 年组建总统保卫部队，该部

队由其子纳赛尔领导。此外，也门政府将一些非政府武装力量整编进平行性安全部

门。例如，在战况激烈的塔伊兹市，哈迪将一些反胡塞武装的非政府武装整编为总

统保卫部队第五营。三是阿里·穆赫辛将军( Ali Mohsen al-Qadhi al-Ahmar) 领导的

武装力量。穆赫辛将军是也门的重要军事和政治精英，他与也门最为显赫的艾哈迈

尔家族、具有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伊斯兰改革集团( 即“伊斯兰改革党”) 以及哈希德

部落联盟联系紧密，且与“基地”组织有长期来往。④ 萨利赫政权倒台后，阿里·穆赫

辛领导的也门第一装甲师彻底转变为一支忠诚于他本人的武装，沙特成为该武装最

大的金主。四是沙特领导的国际联军。2015 年，为应对亲伊朗的胡塞武装强势崛起

造成的威胁，沙特纠集埃及、摩洛哥、约旦、苏丹、科威特、阿联酋、卡塔尔和巴林等国

对也门实施军事干预，其行动主要集中在空中打击和海路封锁。在地面战场上，外

国军队主要是阿联酋的陆军以及受沙特资助的塞内加尔、苏丹、哥伦比亚等国的雇

佣军。

第二，反对哈迪政府的武装力量，其主要包括两类: 一是胡塞武装。20 世纪 70

年代，萨达省的栽德派宗教人士巴德尔丁·胡塞( Badr al-Din al-Houthi) 发起栽德派

复兴运动，2004 年更名为“胡塞人”，即人们熟知的胡塞运动。目前，胡塞运动的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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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 Arjona，Nelson Kasfir and Zachariah Mampilly，eds．，Ｒebel Governance in Civil War，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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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ana DeLozier，“Yemen’s Second-in-Command May Have a Second Coming，” The Wash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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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and-may-have-a-second-coming，登录时间: 2018 年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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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是长老委员会，其军事力量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胡塞武装。胡塞武装的规模约 2

万～3 万人，成员主要是萨达省的部落民兵，该武装在战争中通过赋权地方指挥官而

变得十分强大，重型武器主要来自击败政府军所获得的战利品。① 二是极端主义武

装力量。在也门，极端组织主要是“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的也门

分支。② 前者是也门影响力最大的极端主义武装，其目标是在阿拉伯半岛建立“哈里

发国”和执行伊斯兰教法，活动区域主要在贝达省( Al Bayda’) 、埃布省( Ibb) 、阿比

扬省( Abyan) 和哈德拉毛省( Hadramawt) ，并在塔伊兹、亚丁和夏卜瓦( Shabwa) 有零

星活动，该组织的头目是雷米( Qasim al-Ｒaymi) ，组织规模约 4，000 人。③ “伊斯兰

国”组织也门分支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其领导层包括阿代尼( Nashwan al-Adeni) 等

人，该组织主要在亚丁、哈德拉毛、萨那、塔伊兹、夏卜瓦和贝达等逊尼派占人口多数

的地区活动，袭击手段较“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更加残暴。

第三，摇摆性的武装力量，由于该武装力量对待政府的态度相对复杂，很难用亲

政府或反政府的简单二分法来界定其性质，其主要 包 括 三 类: 一 是 人 民 委 员 会

( Popular Committees) 。在也门，组建人民委员会并不是新的现象。人民委员会主要

是部落力量为保护社群利益免受外部威胁而组建的，其职责包括保护当地的基础设

施、维持公共秩序、负责检查站安检等。④ 由于人民委员会并不是一个组织，而是对

多数部落民兵组织的概称，因此需要对其性质进行具体分析。与哈迪政府关系良好

的人民委员会，其成员每月能从政府领取工资，成员规模约有 1．5 万人。然而，他们

并不完全遵循政府命令，而是具有高度的独立性，甚至从事绑架、勒索、抢劫等非法

活动。2014 年 9 月，胡塞武装组建了亲己的人民委员会。二是萨利赫家族控制的武

装力量。在长达 30 余年的统治中，前总统萨利赫组建了庞大的庇护网络，确保他与

许多精英保持密切联系。虽然萨利赫于 2011 年被迫下台，但是他仍能利用积攒的

600 亿美元的资金，庇护忠诚于他的武装和其他力量。⑤ 萨利赫家族控制的最重要

武装是前政权的平行性安全部门，尤其是由他的儿子和侄子掌管的共和国卫队和中

央安全组织等，这些力量中的大多数人在萨利赫下台后仍忠诚于萨利赫家族，人数

在 3 万左右。2014 年，萨利赫集团与胡塞武装结盟，反对哈迪政府。2017 年底，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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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由于与沙特亲近而被胡塞武装杀害。之后，萨利赫家族转而与哈迪政府一道反对

胡塞武装。三是南方过渡委员会。该组织成立于 2017 年 5 月，其前身是“南方运

动”，①领导人包括前亚丁省省长祖贝迪等人，成员主要是南方的一些军政精英及其

追随者。他们的武装力量并不是特别强大，主要依赖阿联酋的支持。② 该力量在对

抗胡塞武装时与哈迪政府合作，但在也门南部影响力的争夺上与政府存在冲突。

二、也门多重武装力量崛起的原因

当前也门的武装力量不仅数量众多、种类繁杂，而且行动活跃、作用显著。2017

年也门民调中心就“谁能给你们提供当地的安全保障”这一问题开展全国性调研，仅

有 16%的受访者表示是军队等国家安全部门。③ 显然，政府和非政府性的武装力量

并存已经成为也门安全格局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门多重武装力量崛起主要源于

以下两个层面的因素。

( 一) 国内层面: 安全结构脆弱

中东变局发生后，整个中东地区多重武装力量的崛起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其

特定的历史和组织因素，其中的结构性原因至关重要。④ 在也门，多重武装力量崛起

的深层次原因是也门不稳定的安全结构，包括缺少强有力的政府机构和包容性的社

会结构，以及极度糟糕的经济状况。

第一，也门国家机构长期脆弱，这是多重武装力量崛起和安全结构碎片化的重

要原因。国家机构是不同社会力量谈判和讨价还价的制度平台，它往往反映社会力

量互动的“游戏规则”，决定国家权力的分配和管理。⑤ 在也门，缺乏效力的国家机构

降低了社会力量合作解决问题的意愿和背叛国家的成本。

一方面，国家机构脆弱致使一些社会群体被边缘化，促使他们使用武力手段谋

取社群利益。萨拉·菲利普斯( Sarah Phillips) 曾指出，长期以来也门的国家资源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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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稀缺，国家机构效力有限，政府运行的实质是庇护政治，即总统使用国家资源构建

并维持庇护网络，以此换取地方精英对政府的承认。① 哪些力量能够被纳入庇护体

系以及他们在庇护体系中的地位，主要取决于他们与总统的关系。萨利赫下台后，

在也门政治转型进程中，长期受到不公平待遇的胡塞运动和“南方运动”被进一步边

缘化，促使他们愤而使用武力手段寻求社群利益。

另一方面，国家机构脆弱导致政府无力镇压武装力量的叛乱，无政府状态促使

非政府武装力量填补安全真空。埃及、突尼斯的国家能力相对强大，两国虽然受到

中东变局冲击，但其国家机构得以维持，安全部门能够有效维持国家秩序。然而，也

门脆弱的国家机构在胡塞武装的冲击下迅速崩塌，也门不再有“利维坦”保障国家安

全和秩序，便陷入了霍布斯所说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状态。② 为了应对这种极

度不安全的形势，一些社群武装便被激活或者新建武装力量以确保自身安全。

第二，也门社会异质化程度高，且缺乏公民文化，这是多重武装力量崛起的社会

原因。一个国家的社会构成，文化传统和政治态度往往影响着冲突与和平。也门社

会凝聚力较低，不同社群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再加上好战的部落传统文化，社群矛

盾的解决容易诉诸武力。

一方面，也门存在多种结构性的社会矛盾，这为一些社群力量参与武装冲突提

供了“燃点”。也门国内的主要矛盾包括南北矛盾、部落矛盾和教派矛盾等。历史

上，也门南北差异较大，虽然 1990 年南北也门实现了统一，但是南也门民众普遍认为

中央政府偏袒北方，这也是“南方运动”寻求武装自治的重要原因。也门国内存在约

200 个规模较大的部落，历史上这些部落为了争夺资源和声誉经常发生冲突。胡塞

武装与萨利赫政府之间的战争，就有巴基勒部落联盟和哈希德部落联盟冲突的影

子。此外，也门存在显著的教派差异。从教派的人口分布来看，也门国内什叶派人

口占比约 35%，逊尼派人口占比约 65%，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栽德派和萨拉菲主义

运动的矛盾不断加剧，③教派矛盾推动了“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在也门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门主流的政治文化仍然是部落和区域性的，而非公民和国家性的，

这使得族群武装冲突极易被激活。在也门，农村人口高达 70%，当地的也门人仍然

高度重视自己的部落身份，愿意将自己的安全交托给部落。如一名塔伊兹地区的护

士在采访中指出，“如果有家族，就不需要警察。我不想去警局，因为那里没有女性

警官，并且警察将指责转向我，败坏我的声誉”④。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意味着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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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其他民众视为群内成员，因而愿意使用和平手段解决冲突。由于缺乏公民文化和

国家认同，也门民众的部落认同加剧了群体之间的分裂，而部落的尚武文化传统则

进一步加剧了武装冲突。

第三，也门经济状况恶劣，获取经济利益成为精英和普通民众诉诸武力的重要

动机。内战问题专家保罗·科利尔( Paul Collier) 等指出，一国一旦陷入内战，冲突方

就有强大的经济动机推动内战持续，尤其是在那些政治机构脆弱和缺乏统一民族身

份的国家。① 在也门，经济因素是武装力量崛起的重要原因。

一方面，获取经济利益是一些社群领导组建武装力量的重要考虑。胡塞武装一

直抱怨政府对于他们的大本营———萨达省的资源分配过少。2014 年胡塞武装发动

叛乱的重要原因正是为了谋取更多的物质利益。随着战争的爆发和延续，也门的武

装力量领导往往受益于战争经济，他们得益于直接从事经营活动和间接管理经济活

动( 在控制区内“收税”) 。② 通过建立武装获取经济收益，使他们愿意积极扩充武

装，而不愿轻易解除武装力量。

另一方面，普通民众缺乏获取经济资源的机会，加入武装组织能够获得相对稳

定的收入。长期以来，也门经济主要依赖农业，一直是阿拉伯世界经济最落后的国

家之一。2010 年，也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 1，180 美元。由于缺乏工业部门吸收劳

动力，失业率长期居高不下，并随着武装冲突进一步恶化。据《也门观察者》的数据

显示，也门失业率从 2011 年 2 月革命前的 25%升至 2013 年的 36%，2014 年更是飙

升到 44%。③ 也门国内大量青年人苦于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转而加入武装组织谋

求生计，这为武装力量提供了大量兵源。

( 二) 外部层面: 代理人战争的推动

2014 年以来，也门国内各种力量为了争夺权力、进行复仇和竞争资源而展开激

烈的武装冲突。其中，胡塞武装受到伊朗的支持，而沙特基于遏制胡塞武装和伊朗

扩张的考量，不仅组建联军对也门进行直接军事干预，而且积极扶植代理人间接影

响也门局势，这为也门的武装力量崛起和冲突持续注入了外部动力。

第一，沙伊两国为也门的代理人提供军事支持，是武装力量参战的重要保障。

沙特在也门投入的战略成本很高，积极为反胡塞力量提供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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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开始，沙特在其境内南部城镇沙鲁拉( Sharurah) 为亲哈迪的也门部落武装提

供军事训练，包括轻武器使用和战术知识。① 此外，沙特持续为哈迪政府军等代理人

提供武器装备支持，也门军方曾多次公开对沙特领导的阿拉伯联军表示感谢。

伊朗支持胡塞武装，积极为其提供军事援助。2014 年曾有一些胡塞武装成员在

伊朗库姆附近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训练营接受训练。2011 年以来，伊朗增加了对胡塞

武装的武器援助，包括 AK－47 突击步枪和便携式火箭弹。许多军事专家认为，胡塞

武装的导弹技术突飞猛进得益于伊朗提供的装备和技术。②

第二，沙伊两国为也门的代理人提供资金和外交支持，是也门武装力量得以持

续壮大的重要原因。沙特为建立反胡塞武装的力量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近年来，

安全和军事开支一直是沙特政府的最大支出，安全预算占 2017 年沙特财政预算的

32%。2015 年沙特财政大臣曾表示，也门战争花费了沙特 53 亿美元。当前，也门战

场每年耗费沙特约 50 亿至 60 亿美元。③ 此外，沙特还通过外交和宣传加强自身干

预也门以及对抗胡塞武装的正当性。

与此同时，伊朗也向胡塞武装提供资金和政治支持。据报道，伊朗每年向胡塞

武装提供数百万美元的援助。一些伊朗军政高官公开表达对胡塞武装的支持，并批

评沙特领导的联军对也门进行军事干预。此外，伊朗还帮助胡塞武装在黎巴嫩真主

党控制的地区开设了马西拉( Al Maseera) 电视频道。④

在也门战场上，美国的庇护国角色常被忽略。事实上，美国在也门有两场代理

人战争，一是支持沙特联军对抗胡塞武装，二是扶植阿联酋及其盟友在地面战场打

击极端主义力量。美国对于沙特的军事支持，不仅是沙特进行空袭和扶植代理人的

基础，而且是沙特长期不愿积极参与和平谈判的重要原因。

总之，也门国家机构缺乏效力、社会缺乏凝聚力和经济状况极端恶劣，脆弱的安

全结构是也门武装力量崛起的根本原因，而外部力量的干预和代理人战争不仅为也

门武装力量崛起提供了重要支持，也为也门武装冲突的持续发酵注入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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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重武装力量崛起对也门和中东局势的影响

有研究者认为，一些非政府武装力量为也门普通民众提供了相对有效的安全保

障，使得民众的安全感整体较高。2017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在也门全国范围内，有近

六成的民众感受到总是或大多数时候是安全的，而感觉总是或大多时候不安全的人

仅占两成。① 但总的来看，多重武装力量崛起对也门和地区局势的影响是消极的。

第一，多重武装力量的存在损害也门的主权完整和统一。当前，主权不可分割

仍是国际社会普遍遵循的国际法准则。多重武装力量崛起对于也门主权的破坏是

显而易见的。

首先，也门出现多个权威中心，其主权完整受到严重冲击。事实上，也门当前存

在三个“政府”: 一是受到沙特支持和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哈迪政府，该政府目前偏

安于亚丁，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但对于也门局势的实际掌控能力十分有限。二是

胡塞运动在萨那组建的“政府”，其鼎盛时期控制了全国近 2 /3 的土地，目前主要控

制着也门北部地区。在其控制区内，胡塞武装既管理经济活动，也提供公共服务，还

保障安全秩序。三是“南方过渡委员会”在亚丁组建的“政府”，作为对抗北部的代表

性力量，得到了不少南部民众的支持。除此之外，也门还存在为数不少的具有一定

政治实力的非政府组织。

其次，外部力量基于权力政治、身份政治和地区野心，直接或间接军事干预也门

事务，破坏了也门的国家主权。一方面，沙特和阿联酋在也门境内支持多支非政府

武装力量，这些力量并不都是支持哈迪政府的。此外，由于政府的脆弱性，即使外部

力量做出有损也门主权的举动，政府也几乎无力反制。② 另一方面，也门进一步沦为

多个外部力量的势力范围。传统上，也门是沙特的势力范围，沙特通过资助西北高

地的部落及也门政府，获取了在也门的强大影响力。随着阿联酋在也门支持大量武

装力量，尤其是南部的势力，其在也门南部的影响力增强，未来将日益显著。伊朗通

过支持胡塞运动，扩大了其在也门的影响力。显然，这进一步破坏了也门的主权独

立和完整。

最后，也门未来安全部门重建难度增加，这从根本上阻碍着也门的主权完整。

一方面，也门民众对于国家武装的信心下降，不利于建立统一、透明、高效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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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Perceptions of the Yemeni Public on Living Conditions and Security-Ｒelated Issues，”Yemen Polling
Center，May 2017， p． 38， http: / /www ． yemenpolling． org /advocacy /upfiles /YPCPublications _ YPC-Data —
Perceptions-of-the-Yemeni-public-on-living-conditions-and-security-related-issues — May-2017．pdf，登录时间: 2018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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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2，2012，p．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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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2017 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当被问及“是否应该只由国家来提供安全”时，也

门民众对于国家垄断安全治理的支持率较 2013 年下降了约 5%。① 这不仅表明政

府建立权威性的国家武装缺乏大众支持，而且意味着非政府武装力量仍有较大的

生存空间。另一方面，如何安置非政府武装力量将是也门安全部门重建的难题。

在战争结束的第三世界国家，安全部门重建总是一个困难的议题。② 政策选择面

临两难困境: 如果直接复员这些武装力量，意味着社会中存在大量能瞬间转变为

武装分子的人员，显然具有潜在风险; 如果将他们编入国家安全部门，意味着安

全预算将大 幅 增 加，且 很 难 保 证 这 些 人 对 国 家 忠 诚，这 对 国 家 主 权 仍 是 潜 在

威胁。

第二，多重武装力量的崛起恶化了也门的安全局势。目前，也门形成了四个既

相互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冲突区。③ 在北部，亲哈迪政府的力量与胡塞武装激战，前

者得到沙特联军的空中支援和装备补给。在南部，“南方过渡委员会”在阿联酋的支

持下，既与政府一道反对胡塞武装的“入侵”，又与政府存在摩擦。东部的哈德拉毛

省和马赫拉省是第三个冲突区域。哈德拉毛省自然资源丰富，并深受部落和宗教势

力的影响，“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在 2015 年至 2016 年期间控制了该省大半年。当

前，哈德拉毛省地方武装力量负责穆卡拉港和岛屿的安全，而也门第一军区下属的

武装力量负责北部哈德拉毛谷地的安全。马赫拉省是也门受战争冲击最小的地区，

部落准自治组织承担安全治理职能。第四个冲突区域是也门暴力程度最高的塔伊

兹和荷台达。当地多支地方民兵武装与不同的冲突方结盟，并参与战争。他们主要

通过切断供应线、摧毁基础设施等手段争夺城市控制权。塔伊兹遭到数年的围城

战，当地居民深受胡塞武装和极端主义力量封锁的影响，并深陷联军空袭的困扰。

红海沿线的荷台达，在战争一开始就被胡塞武装占领，深受沙特联军海路封锁的影

响。当前，荷台达仍是反胡塞联军与胡塞武装争夺的焦点。

多重武装力量崛起恶化了也门的人道主义状况。由于也门境内很多武装力量

是非国家行为体，它们与国家的行为方式不同，这些力量不受政府责任的限制，国际

社会的规范压力对它们影响有限，因此缺乏维护国家基础设施和保障公共安全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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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没有承担人道主义责任的意识。① 许多非政府武装力量将大量国际人道主义

援助物资据为己有，只将很少一部分物品分发给普通民众。一些武装力量还阻碍国

际人道主义援助行动，甚至扣押人道主义救援人员，以此阻止敌对方从中得到帮助。

显然，这些举动严重违反了人道主义精神，进一步加剧了也门人道主义危机的恶化。

与此同时，多重武装力量崛起增加了也门问题的解决难度。一方面，不同武装

力量具有相对复杂的利益诉求，这导致全面的政治安排较难实现。也门的冲突方较

多，它们往往具有差异较大的政治目标。在拥有强大武装的情形下，很多武装力量

往往并不愿意牺牲自身利益来支持政治和解进程。另一方面，外国势力的卷入不仅

使也门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而且影响了一些力量的谈判意愿。国外力量的介入，意

味着它们势必要将自身利益反映在也门未来的政治安排中，这显然增加了也门和平

谈判的难度。此外，国外力量持续为也门国内的武装力量提供经济、政治和军事支

持，使得后者不愿积极参与和谈。例如，虽然在战场上不断败退，但由于沙特的力

挺，哈迪政府拒绝了 2016 年科威特和谈中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因为该方案未对哈

迪未来的政治命运提供承诺。②

第三，也门的多重武装崛起导致海湾地区的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首先，胡塞

武装的崛起进一步激化了它与沙特之间的敌对关系。沙特与胡塞武装的对抗由来

已久，双方在意识形态、历史关系和战略诉求上存在矛盾。2014 年以来，胡塞武装在

也门的实力显著增强，这加剧了沙特的不安全感，导致沙特组建联军和扶植代理人

对抗胡塞武装。反观胡塞武装，它屡屡采用边界滋扰、导弹袭击等方式报复和威慑

沙特。沙特政府在 2018 年 5 月初表示，自出兵也门以来，胡塞武装共向沙特发射了

119 枚导弹，主要袭击沙特南部的吉赞和纳季兰，有时也对首都利雅得进行攻击。③

显然，沙特与胡塞武装处于高度敌对状态。

其次，沙特与伊朗的地缘政治竞争加剧。沙特与伊朗的地缘政治竞争由来已

久，中东变局进一步激化了两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敌对，双方在黎凡特、海湾、北非

等多条战线上展开激烈博弈。也门与沙特接壤，因此也门对于沙特安全极为重要。

胡塞武装的崛起加剧了沙伊对抗，伊朗支持胡塞武装，试图以此牵制沙特的战略精

力和消耗其战略资源，沙特则一直担心胡塞武装成为“也门版本的真主党”，进而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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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胡塞武装视为遏制伊朗在中东战略扩张的重要举措。① 可见，也门是沙伊两国

战略角逐的重要场所，而也门战争成为加剧两国战略竞争的重要议题。

最后，多重武装力量的激战恶化了海湾地区的非传统安全状况。一方面，战争

催生出大量难民。截至 2018 年 8 月，也门战争已造成 200 万人流离失所，超过 19 万

人逃往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和伊拉克等国家。② 由于这些难民接收国自身也面临严

峻的安全局势和资源稀缺问题，大量也门难民的进入对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和安

全造成了严重冲击。另一方面，战争破坏了也门及周边的生态环境。战争造成大量

森林被毁，萨那的绿化率比战前降低了一半，③也门水资源紧缺状况尤其是干旱形势

持续恶化，这将对也门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长久破坏。

由此可见，也门多重武装力量崛起对于也门主权、也门安全局势以及地区地缘

政治造成了多方面的不良影响。

四、也门多重武装力量问题的治理途径

鉴于也门多重武装力量对于安全的消极影响，国际社会、地区力量和也门政府

试图对其进行治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探讨的多重武装力量问题的治理是指对多

重武装力量本身的治理，而不是对多重武装力量崛起造成的安全问题的治理。下文

将通过考察国际、地区和国内三个层次的也门多重武装力量问题治理实践，从治理

主体、治理客体、治理议程的角度分析治理困境，并探讨可行的治理途径。

第一，在国际层面，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组织试图斡旋也门的主要冲突方，以

期尽快结束也门的战争状态，实现国家的整体安全。联合国秘书长先后任命贾迈

勒·本奥马尔( 2011 年 4 月至 2015 年 4 月) 、伊斯梅尔·艾哈迈德( 2015 年 4 月至

2018 年 2 月) 和马丁·格里菲斯( 2018 年 2 月以来) 为也门问题特使。联合国的斡

旋任务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2015 年 4 月之前主要是支持海合会提出的也门政治

转型倡议，2015 年之后主要是说服主要冲突方重回谈判桌。④

2015 年 4 月 14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也门问题的 2216 号决议，要求举行

·94·

①

②

③

④

Daniel Byman，“Yemen’s Disastrous War，”Survival，Vol． 60，No． 5，2018，pp． 149－150; 吴冰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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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谈判。在此基础上，也门各方进行了四轮和谈: 2015 年 6 月的日内瓦和谈，

2015 年 12 月的日内瓦和谈，2016 年 4 月至 8 月的科威特和谈以及 2018 年 12 月

的斯德哥尔摩和谈。在前三次谈判中，哈迪政府与胡塞—萨利赫联军虽然就交换

战俘和部分停火的方案进行了讨论，但由于冲突方的承诺难题、部分利益攸关方

未被涵盖和斡旋者的道德困境等原因，最终协议未能达成。① 直到 2018 年底，在格

里菲斯的斡旋下，哈迪政府与胡塞运动进行了斯德哥尔摩和平谈判，达成了《斯德哥

尔摩协议》。

联合国对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治理存在以下三个主要问题: 一是治理主体的能

力局限。由于联合国在也门并不具备强制力，因此其发挥的作用更多是协调性和斡

旋性的，其斡旋的成功与否并不由联合国所左右，而是有赖于也门主要冲突方和利

益攸关方的认可和支持。二是治理客体的代表性有限。长期以来，联合国主要斡旋

哈迪政府和胡塞武装，而对于其它武装力量关注有限，这并不利于该问题的全面解

决。三是治理议程缺乏系统性。联合国的治理议程主要关注和谈和停火，这有其合

理性。但是，如果不能处理解除非政府武装、终结外部干预、加强国家武装能力等议

题，也门多重武装力量问题的治理很难最终成功。

第二，在地区层面，沙特与阿联酋是参与也门多重武装力量问题治理的最重要

力量。正如上文指出的，两国军队是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组成部分，因此是治理客

体。然而，两国试图扶植并协调也门国内部分武装力量，因此也是治理主体。这看

似矛盾，实则不然，因为两国并不是在同一组治理关系中同时充当主体和客体。整

体上，两国是被治理的对象，而在地区层面，两国又是治理参与者。

一方面，两国对于也门武装力量的治理主要采取代理人战争的方式，即通过扶

植反对胡塞运动的武装力量，实现反胡塞、反伊朗、增强在也门影响力的战略诉求。

值得注意的是，阿联酋与沙特的行为方式并不完全相同，两者最大的区别是，沙特在

也门几乎没有出动本国的地面力量，完全依赖代理人，而阿联酋则有 3，000 人左右的

地面部队存在。② 两国的代理人包括苏丹、塞内加尔和部分海湾君主国的军队，以及

也门国内的力量———哈迪政府军、忠诚于萨利赫集团的武装( 前总统萨利赫去世之

后) 、阿里·穆赫辛将军领导的武装以及其他一些部落武装等。

另一方面，沙特和阿联酋两国还负责协调友军中的不同武装力量，确保本阵营

的“同仇敌忾”。在荷台达，反胡塞武装的联盟包括以下力量: 塔里克·萨利赫领导

的前共和国卫队成员、地方化的蒂哈马抵抗军、政府军以及南部的萨拉菲派，它们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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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崛起及其治理困境


是松散的联盟，彼此之间甚至不乏敌对，其行动受到阿联酋的支持、管控和协调。①

在亚丁，沙特领导的联军协调着哈迪政府与“南方过渡委员会”的关系。2018 年 1

月，“南方过渡委员会”武装力量与哈迪政府军在亚丁兵戎相见，前者攻占了政府机

构。2018 年 2 月初，在沙特等国斡旋下，“南方过渡委员会”将亚丁的行政权力交还

哈迪政府。

两国对也门武装力量的治理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作为治理主体，两国

的治理合法性受到质疑。在许多也门人眼中，沙特领导的联军是“入侵者”，其空袭

多次造成平民伤亡，其封锁加剧了也门的人道主义危机，是也门安全的“破坏者”。②

二是两国的治理客体选择存在问题。两国对于代理人的选择标准主要依据为是否

反对胡塞武装，而对于这些力量与政府的关系、是否具有极端主义倾向、是否违反人

道主义原则等问题，并未予以充分考虑，这存在诸多隐患。三是两国的治理议程很

难实现其目标。两国的治理思路是，依托相关武装力量代理人，在军事上彻底击败

胡塞武装。然而，由于胡塞武装强大的战斗力，以及反胡塞力量的分散性和脆弱性，

这种治理议程目前效果十分有限。

第三，在政府层面，哈迪政府试图对武装力量进行混合性安全治理。混合性安

全治理侧重于国家武装与非政府武装力量的并存和互动，即双方在安全治理中功能

界限变得模糊，在行动上彼此配合。③

哈迪政府对武装力量的混合性治理主要通过两个机制来实现。一是非政府武

装力量的常规化，即部分非政府武装被整编进国家或平行性安全部门。如果某一非

政府的武装力量承认哈迪政府的权威，政府就赋予该武装力量合法性，并对其提供

资金和武器支持，同时这些武装力量也需要跟政府军一道执行某些军事任务，例如

前面提到的总统保护部队第五营。二是国家武装力量的辅助化，即国家武装配合非

政府武装力量，共同承担特定的军事任务。2015 年，在塔伊兹战场上，战斗力较强的

萨拉菲派武装是对抗胡塞武装的主力，而政府军承担着辅助力量的角色。④ 2017 年

12 月以来，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带，反胡塞联军向荷台达推进的行动中，忠诚于萨利赫

家族的武装力量是主力，而政府军仅仅是辅助性力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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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也门政府安全提供者角色的权威性不复存在，因此，也门整体性的国家安

全框架难以为继。与传统民族国家的安全制度不同，也门政府当前的安全架构并非

自上而下型的等级性安排，而是由国家武装和非政府武装力量基于具体战场形势构

成的治理网络，即安全治理混合化———非政府武装力量填补也门军队崩溃后的安全

真空; 国家武装与非政府武装力量共担安全治理职能。①

哈迪政府对也门武装力量的治理主要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作为治理主体，

政府缺乏足够的国内合法性，而且不具备足够强大的治理能力。由于哈迪政府缺乏

国内民众的普遍支持，其生存主要依赖国际合法性，其政权治理能力有限，导致其治

理多重武装力量的资源和手段不足。二是哈迪政府的治理机制具有内在的矛盾性。

接受甚至支持非政府武装力量的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增强政府对抗胡塞

武装的能力，但是却在客观上增强了这些非政府武装力量的实力，长远来看并不利

于政府的安全治理和国家主权的完整。

最后，除了全球、地区和政府单个层次对也门多重武装力量治理存在的缺陷外，

这三个层次之间缺乏相互协调，甚至相互抵牾，进一步加剧了对多重武装力量问题

的治理困境。一是联合国治理方案的优先考虑是止战促和，这与沙特领导的联军和

哈迪政府彻底击败胡塞武装的总思路并不一致。因此，相对具有合法性的联合国和

谈机制迟迟不能发挥作用。二是沙特联军的治理议程往往只关注武装力量是否具

有反胡塞运动的特征，而对这些力量与政府的关系、极端主义倾向等问题考虑有限。

显然，这与哈迪政府对于那些具有反政府倾向力量的担忧存在矛盾。例如，哈迪政

府与“南方过渡委员会”之间存在持续的敌对。三是不同治理层次的主体并未建立

起有效的协调机制，导致各方在即便有共同利益的相关议题上，也未能形成合力。

例如，在武装力量对人道主义问题造成的伤害方面，各方具有基本的共识。但由于

缺乏协调，造成该问题并未得到较好解决。

斯德哥尔摩和平谈判以及《斯德哥尔摩协议》的达成为也门多重武装力量问题

的治理提供了思路。斯德哥尔摩和平谈判是在全球层次的联合国斡旋下，地区层次

的治理行为体沙特因卡舒吉事件受到美国的压力增大，遂向哈迪政府施压参与和谈

的背景下进行的。2018 年 12 月 13 日，《斯德哥尔摩协议》达成，其核心内容是，双方

同意建立交换战俘机制，在荷台达省与荷台达、塞利夫、埃萨三个港口实现停火，组

建讨论塔伊兹局势的委员会。这一协议的达成具有三重意义: 一是协议是沙特领

导的联军军事干预也门以来，联合国斡旋取得的最大成果; 二是表明国际社会对

也门问题的关注不断增强; 三是在联合国和平斡旋中，沙特等海湾国家成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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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力量。① 以斯德哥尔摩和平谈判为代表的兼顾全球、地区和政府层面互动的多层

次安全治理框架，应当是也门多重武装力量问题治理的未来出路。然而，也门多重

武装力量问题的多层次治理框架并未被制度化。也门问题的主要利益攸关方在协

议达成之后并未进一步推进协议的落实，反而出现了相互扯皮的现象，这显然不利

于也门多重武装力量问题的解决。

五、结 语

中东变局以来，以也门为代表的中东脆弱国家深陷安全真空之中。也门脆弱的

安全结构以及外部力量的干预，成为多重武装力量崛起的重要原因，突出表现为武

装组织数量多、种类杂、行动活跃和影响巨大等特征。这不仅削弱了也门的国家主

权完整，而且恶化了也门及海湾地区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安全局势。

当前，对于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崛起问题，形成了多种治理实践: 一是全球层面

联合国主导的也门止战促谈的治理平台，二是地区层面沙特和阿联酋主导的扶植和

协调反胡塞武装的治理安排，三是哈迪政府采取的混合性武装力量治理模式。这些

治理实践不仅在单个层次上面临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治理议程的局限，而且不同

层次之间也缺乏沟通和协调。因此，当前也门多重武装力量的治理问题仍然突出。

鉴于也门复杂的安全形势，多重武装力量问题的治理将是长期而艰巨的。对于

也门多重武装力量问题的治理，短期内应当首先实现也门的全面和平，中期内应当

实现以非政府武装力量的武装解除为核心的安全部门改革，长期内应当提升也门国

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水平。这些目标的实现，需要全球、地区和也门

国内层面的沟通协调和良性互动，即实现多层次安全治理安排的制度化。

( 责任编辑: 赵 军 责任校对: 包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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