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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4 年莫迪主政后，中东地区首次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印度外交规划中，战略地位得到明显抬升。六年

来，面对当前中东大变局的复杂地缘政治环境，莫迪政府奉行以谨慎、务实、平衡为特点的中东政策。在高频率首

脑外交的推动下，印度与主要中东国家签署大量合作协议，塑造出政治稳定、经济紧密、安全合作逐步深入的良好

局面，也使中东外交成为印度外交的重要亮点。印度中东政策的调整是双方关系长期发展的自然结果，也是印度

扩大自身利益的客观需要，同时还是莫迪“大国梦”宏大理想的具体实践。可以预见，未来印度将继续推进和深

化与中东各国的关系，并成为中东大国舞台上的成长型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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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作为世界第二人口大国和人口最多的

民主国家，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保持着较高的

经济增长率，其信息产业稳居世界前列，军事力

量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优势明显。印度灵活、务
实、广泛的外交战略日益展现出争当世界大国的

雄心抱负，引起国际社会关注。2014 年 5 月 26
日，以改革和经济增长为竞选纲领的伦德拉·莫

迪在印度第 16 届大选中胜出并出任总理，随后

提出新的印度外交战略与政策。中东正是在这

一过程中成为印度对外政策中不可忽视的“大周

边”。
“国际社会将 2014 年 3 月莫迪胜选视作印

度外交的决定性节点和新阶段，尤其是他以总理

身份对诸多大国和小国进行一系列的访问。”［1］

莫迪政府形成以加强政治关系、扩展经济关系、
促进安全合作为三大“支柱”的中东政策，并将该

地区视为助推国内经济发展的市场和谋求大国

影响力的新舞台。这是自建国以来印度首次将

中东视为一个整体纳入其外交战略与规划，也是

对其认知和定位的历史性转变。2014 年至今，莫

迪和国内高官密集出访以色列、伊朗、沙特、卡塔

尔、巴林等中东国家，与之在经贸、能源、投资、反
恐、军事等领域签署诸多合作协议，收获巨大。
同时印度还提出“季风计划”“香料之路计划”等，

意在配合推进与中东国家双边及多边关系的发

展。莫迪政府对中东政策的调整与其任期内积

极、富有成果的外交实践将成为未来印度中东政

策的新起点。

一、印度对中东政策的历史演进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

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

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

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 P584 ～ 585) 印度与中东地

区的交往历史悠久。“印度次大陆与中东的关系

可以回溯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之初，两个地区之

间在政治、商业和文化上的广泛联系绵延许多世

纪。”［3］自雅利安人入侵并成为印度的主体民族

和文明的主干后，印度与中东的交往涵盖经济、
政治、制度、宗教、人文等诸多层面，且始终未曾

中断，双方经历数千年的了解、认知、摩擦和融

合，积淀深厚。二战结束后，摆脱殖民统治的印

度在尼赫鲁的领导下致力于建立富强、复兴的新

印度，同时积极追求“世界大国”的梦想。“印度

以它现在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

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

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中间地位

是可能的”。［4］( P57) 由此，印度先后将中东视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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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盟友、“不结盟运动”的

支持者、发展经贸合作的主要对象和能源供给的

主要来源地，实现从重视政治关系到重视经济关

系再到发展全面关系的历史变迁和演进，这些不

仅成为印度与中东关系丰富而厚重的历史遗产

与背景，也为莫迪政府调整中东政策奠定坚实的

基础。
“印度与西亚的文明联系和商品交往可以追

溯到非常遥远的古代。”［5］哈拉帕文化早期( 公元

前 3300 ～ 公元前 2500) ，印度就和两河流域的苏

美尔文明保持陆路和海路的联系与交流。近代

的考古学者在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中发现大

量印度纹饰、印章和交易文书。波斯人、腓尼基

人、阿拉伯人等都在跨地区商贸活动中发挥过重

要作用。此后，在波斯帝国、希腊化时代、伊斯兰

教兴起和扩张的不同历史时期内，印度都与西亚

保持政治、商业、人文交流与往来。例如，今天巴

基斯坦所在的印度河流域曾是波斯帝国的第 20
个也是最富饶的行省; “在( 孔雀王朝第二任皇

帝) 频头娑罗统治期间，安条克一世派出戴马里

斯作为塞琉古王国的第二任大使常驻首都华氏

城”［6］; 穆斯林巴布尔于 1526 年建立莫卧儿帝

国，使得印度次大陆自孔雀王朝后在伊斯兰教大

旗下实现大一统。
近代以来，两河流域和阿拉伯半岛在英国殖

民体系下与印度始终保持紧密关系。“19 世纪初

的海湾被英国视为其主要东方殖民地———印度

‘防卫’体系的重要一环。”［7］( P114) 英国对海湾地

区的军事入侵、阻止沙特瓦哈比势力统一半岛、
签署《特鲁西尔条约》都是在英印总督的掌控下

进行的，红海著名的港口亚丁是由东印度公司占

领并转交给英印总督管辖，印度的士兵、商人、向
导则成为英国殖民力量的主干，深入中东各地。
到 20 世纪初，“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得到阿拉伯

民族主义分子的赞赏，后者也认识到自身的独立

与印度斗争的结果紧密联系”。［8］1947 年印度独

立前，波斯湾地区的所有政治、经济事务都由印

度总督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波斯湾两岸地区

因附属于英国而附属于印度。波斯湾地区在经

济和日常生活上相对依赖印度，一方面，各酋长

国借由其支柱性产业———采珠业的收益，每年自

印度采买各种生活必需品; 另一方面与印度的贸

易培养出许多著名的阿拉伯商人家族，例如“沙

特的阿尔巴萨姆和艾戈塞比家族，科威特的阿尔

巴西姆和阿吉纳家族，巴林的阿兹雅尼和阿鲁瑞

亚德家族，特鲁西尔酋长国的阿米德法和阿萨雅

格家族等”［9］。
印度独立后至莫迪政府上台前，印度与中东

国家关系大体上可以将其分为两大时期，以冷战

结束为分界线。冷战期间，印度中东政策主要是

在双边层面上进行的，以“政治挂帅”为核心，并

适时做出调整，地区各国被视为民族独立运动、
“不结盟运动”和第三世界中的独立个体。具体

而言，这一时期的印度中东关系可以分为 4 个阶

段，分别是尼赫鲁时期( 1947 年 8 月至 1966 年 1
月) 、英·甘地时期 ( 1966 年 1 月 至 1977 年 3
月) 、人民党政府时期( 1977 年 3 月至 1980 年 1
月) 、英·甘地和拉·甘地( 1980 年 1 月至 1989
年 12 月) 。

尼赫鲁时期，印度对中东外交政策核心是坚

持不结盟政策，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犹太

复国主义，支持民族国家独立。战后初期，中东

在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中拥有 7 个席位①，此后又

增加到 13 国，因此争取中东国家对印度的支持

显得至关重要。由于印度经过长期艰苦斗争才

获得国家独立，尼赫鲁对于再次将印度置于大

国，尤其是美国势力范围中保持高度警惕。他一

再声称印度洋的安全责任应由沿岸国家来负责。
在印度看来，印度洋和中东新独立国家应以“不

结盟政策”②抱团取暖，战后地区各国需要和平环

境来巩固政治独立并发展经济而非参与美苏争

霸。因此，尼赫鲁坚决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巴

格达条约组织等，并与铁托和纳赛尔推进“不结

盟运动”发展。印度还坚定采取“反以亲阿”政

策，支持各国民族解放事业和反帝斗争。在尼赫

鲁看来，“英国政府执行的是毁灭性和枪杀性的

残忍政策，对巴勒斯坦阿拉伯民族争取自由的斗

争进行镇压，阿拉伯人不应该在自己的家园被压

制和镇压”。［10］他的态度奠定了此后半个世纪印

度在巴以和阿以问题上的政策与立场。
英·甘地时期，印度中东外交在继承尼赫鲁

外交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整，主要表现为

三个新特点，即一个挫折和两点变化。一个挫折

是指因宗教问题与中东国家产生矛盾———1969
年的拉巴特伊斯兰国家首脑会议和 1971 年印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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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东区内的联合国创始会员国: 黎巴嫩、沙特、土耳其、叙利亚、伊朗、伊拉克、埃及。
尼赫鲁的“不结盟思想”包括: 不参加任何东西方军事集团，外交独立自主，同所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



战争。尽管当时印度拥有世界第三大穆斯林人

口，却被排除在拉巴特会议之外，各国也都在印

巴战争中选择支持巴基斯坦，在安理会和联合国

大会上谴责印度违背《联合国宪章》，并通过有利

于巴基斯坦的第 2793 号决议。
变化首先在于是印度开始努力推行经济外

交，通过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合资兴办企业，转

让技术等方式，发展与中东国家的贸易关系。例

如印沙贸易从 1962 年的 222. 3 万卢比激增至

1974 年的 15. 7 亿卢比; 印度和伊朗的贸易额也

从 1961 年的 3. 5 亿卢比增长到 1975 年的 71. 1
亿卢比。印度相对先进的技术、廉价的熟练劳动

力大量涌入中东，大规模承接基础设施建设和服

务业，而且还在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卫生、公

共事业等领域帮助中东国家培训人才。第二个

变化是印苏特殊关系的形成。1971 年双方签订

《印苏和平友好合作条约》。由于这一条约带有

着准军事同盟的特征，使得印度与中东君主制国

家的关系受到不利影响，同时它也推动印度提升

与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的合作，并促使它在

中东事务中采取亲苏立场。
由于人民党政府执政时间短，印度对中东的

外交更多是对传统政策的重申和微调。重申主

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德赛总理强调印度外

交政策是彻底的“不结盟”，要纠正向苏联“一边

倒”的错误。因此，印度迅速承认伊朗和阿富汗

新政府，并努力恢复与美国及其中东伙伴国家的

关系。第二，坚持“反以亲阿”政策。瓦杰帕伊外

长发表声明; “以色列必须从所占领的阿拉伯领

土撤出，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必须得到恢复

……至于同以色列的关系，我们承认那个国家，

但没有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我们

的立场没有改变”。［11］微调主要表现为处理和以

色列的关系。当时许多亲以议员重返国会，总理

和外长也有调整对以政策的意愿。考虑到国内

穆斯林和伊斯兰世界的态度，印度只能邀请以色

列外长达扬秘密访印。
英·甘地和拉·甘地政府时期，印度与中东

关系和地区内的多场战事———阿富汗战争、两伊

战争、第五次中东战争有密切关系。印度坚持

“不结盟政策”并发挥“不结盟运动”的调节作用

来应对历次战争和冲突，同时外交政策也受到自

身利益和两极争霸的影响，如“自从 1979 年伊朗

革命以来，尤其是阿富汗的沦陷和沙特—巴基斯

坦合作的加强，使得印度开始对伊斯兰原教旨主

义保持谨慎。漫长的两伊战争、尖端武器的广泛

使用和油价的上涨都成为印度 80 年代的主要关

切”。［12］在经济关系上，印度继续以发展贸易、承
包工程、提供咨询和劳务出口作为合作的主要方

向，石油进口来源也逐渐从两伊转向沙特。在阿

以问题上，两位总理承认巴解组织为唯一合法代

表和巴勒斯坦国，建立双边外交关系，继续要求

以色列撤出和退还领土，对沙特王储法赫德提出

“中东 8 点和平计划”和“菲斯计划”表示赞同，谴

责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空袭巴解组织在突尼斯的

总部和伊拉克核设施，坚决支持叙利亚对戈兰高

地拥有主权。
冷战后印度周边地缘安全环境发生重大变

化，苏印联盟消失、中亚五国出现、中国在改革开

放中崛起、恐怖主义势力在中亚和西亚地区加速

蔓延、印巴成为有核国家、美国驻兵波斯湾和控

制印度洋等变化给印度造成巨大压力。就中东

地区而言，海湾战争、马德里和会、苏联解体、伊

拉克战争、“阿拉伯之春”运动等成为中东政治格

局连续调整的主因，也成为促推印度调整中东政

策的重要推手。在印度看来，“其中东政策必须

反映后冷战时代以及苏联解体后该地区政治发

生剧烈变化的现实”。［13］另一方面，印度也希望

“通过营造健康的外部环境促进印度的经济发

展，造福民众; 设法恢复并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的

发展”。［14］因此，与高调的“东向政策”不同，90 年

代印度与中东的关系始终保持低调和务实。它

以促进经济稳定和发展为核心，淡化“不结盟政

策”，逐渐实现由“经济挂帅”代替“政治挂帅”的转

变。21 世纪头 10 年，辛格政府又提出“西望政

策”，强调波斯湾是印度天然的经济腹地，在深化

政经关系的同时实现在军事领域进行合作的突破。
从经济角度上看，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产业

链转移升级的大潮推动印度经济快速发展，印度

的能源进口需求和商品、劳务、服务、科技出口需

求显著提升。印度对中东能源依赖提升的同时，

机电产品、技术服务、珠宝手工艺品、纺织品等领

域的出口逐渐扩大，劳工的输出和海湾国家的援

助成为双边经济关系中的新亮点。例如，1990—
1991 年度，印沙双边贸易中印度进口额为 289. 7
亿卢比，出口额为 41. 8 亿卢比①; 至 1999—2000

34
① 1990 年印度卢比对美元的汇率约为 18∶1。



年度，印度进口额增长至 30 亿美元，出口额为

7. 41 亿美元。阿联酋成为印度在中东仅次于沙

特的第二大劳工输出地，劳工人数从 1990 年的

1. 2 万人提升至 1999 年的 7. 9 万人，占总劳工人

数的比例从 8%提升到 40%。［15］科威特对印度的

援助贷款也从 1990—1991 年度的 1000 万卢比增

加到 1996—1997 年度的 13. 4 亿卢比。［16］在非石

油贸易中，印度与阿曼贸易额从 2000 年的 2 亿美

元增长至 2007 年的 12 亿美元; 与沙特的非石油

贸易额从 2001 年 的 12. 9 亿 增 加 到 2005 年 的

34. 4 亿美元。［17］2008 年印度侨汇总额 300 亿美

元，其中 1 /4 是由来自海外地区的 480 万印度劳

工创造的。
从政治角度上看，印度快速调整和以色列、

海合会国家的关系，为发展双方经贸、科技和军

事关系提供可靠的政治基础，也塑造出更为坚实

的相互信任关系。1992 年印以建交是新时期印

度中东外交的重大突破，随后双方在工业、农业、
科技、商贸、人力资源与培训等领域展开合作，尤

其在军火销售和军事技术转移方面合作密切。
2003 年，沙龙成为首位访问印度的在任总理，推

动了双边关系走向第一个高潮。在与沙特的关

系上，财政部部长辛格和哈立德·苏尔坦·阿卜

杜拉阿齐兹王子于 1994 和 1995 年实现互访。
“利雅得还在 2001 年印度议会遭遇恐袭后声明

谴责任何形式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18］1991
和 1992 年，英·甘地与阿联酋的扎耶德国王实现

互访，此后扎耶德又先后于 1999 年和 2003 年访

问印度，双方签署国防合作协定，并共同建立恐

怖主义和跨国犯罪联合工作组。在 1992 年巴布

里清真寺毁寺事件后，科威特政府拒绝议会中关

于驱逐印度劳工和禁止他们入境的提案，认为这

一建议“恶化科威特与‘友好的印度’之间的关

系，认为这一建议违背政治和宗教原则”［19］，主

动地维护双边关系稳定。2006 年，沙特王国受邀

于印度国庆日访问印度，并签署《德 里 宣 言》。
2008 年和 2010 年辛格总理和帕蒂尔总统先后访

问卡塔尔、阿曼、沙特和阿联酋，与各国签署一系

列防务安全协定。经过数十年的积累、扩展与磨

合，印度与中东国家间已营造出友好、全面、稳定

的关系格局。

二、莫迪政府中东政策的外交
实践与主要特点

印度外交的出发点是主动创造良好的周边

环境与机遇，以便为塑造大国地位提供支撑。执

政之后，莫迪认可、继承并践行印度著名学者和

战略家莫汉的周边外交思想，提出“邻国是首要”
的外交战略，将巩固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领导

地位、发展与中东关系、增强在亚太地区影响作

为外交“三大优先”。“邻国是首要”的“周边外

交”是印度外交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与大国外

交并列的“双柱”之一。在印度外 交 部 2014—
2015 年度报告中，莫迪政府将其周边地区分为两

部分: 直接邻国、地域和扩展邻国、地域。“扩展

邻国”指不与印度直接相邻但与印度陆上和海上

战略利益密切相关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东南亚、
海湾和西亚地区。［20］中东所在的西亚北非地区属

于印度“周边外交”的范畴，是其对外交往中不可

忽视的重要地区。
( 一) 外交实践

与印度历届政府不同，莫迪政府不再以单一

双边关系或者与阿盟、伊斯兰会议组织( 2013 年

改名为伊斯兰合作组织) 等多边关系的视角看待

中东，而是首次将它视为一个整体加以考量。在

莫迪的“大棋局”中，中东成为印度一衣带水的

“左邻右舍”，也是与亚太地区并列的东西方向上

的“两大基本点”之一，在印度外交中的重要性和

位次得到历史性的显著提升。
莫迪政府的中东政策以提升双边及多边政

治友好关系、扩展经济关系、促进有利于印度的

安全合作为主要内容，并将中东视为助推经济发

展、维护国内安全和谋求大国影响力的新舞台。
为落实政策，莫迪政府专门提出针对中东的“西

联”政策，与“东向行动”“南控”“北连”三大政策

并列。2014 年 9 月，莫迪在启动“印度制造”活动

仪式上首次明确提出，“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始终

在讨论‘东望’政策，也是时候讨论‘西联’政策

了”。［21］

执政 6 年来，莫迪政府积极的中东外交产生

了良好收效。在政治方面，印度政要尤其是莫迪

本人频繁出访中东，签署大量合作协议，引起国

际社会高度关注和广泛报道，切实践行“西联”政

策。自 2015 年 8 月到 2017 年 7 月，莫迪总理先

后访问阿联酋、卡塔尔、沙特、伊朗和以色列。莫

迪成为首位访问以色列的印度总理，还在联合国

大会开会期间正式邀请内塔尼亚胡访问印度。
“加强和以色列的关系并不损害和其他西亚国家

的关系，相反的，和他们( 中东伊斯兰国家) 的关

系还在不断扩展和深化。”［22］伊朗、以色列和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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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等地区大国的领导人也相继回访，印度与中东

国家的元首外交开展得如火如荼。2019 年 5 月

连任成功后，莫迪再赴中东，于 8 月访问巴林和

阿联酋，10 月又受邀访问沙特。
在能源领域，莫迪政府着力于加强合作，稳

固与中东国家的能源相互依赖。印度对中东能

源的进口依赖始终居高不下。据英国石油公司

( BP) 《2019 年世界能源评估》报告，2018 年印度

进口石油 2. 275 亿吨，其中 1. 5143 亿吨来自中

东，占进口总量 66. 5%，伊拉克、沙特、阿联酋和

科威特位居其石油进口来源国前四位。2018 年

印度全年进口天然气 306 亿立方米，从卡塔尔、
阿曼和阿联酋分别进口 148 亿、15 亿和 5 亿立方

米，占总进口量的 54. 9%，另外埃及和阿尔及利

亚也有少量对印天然气出口。［23］上任后，莫迪政

府积极推动与伊朗、伊拉克、卡塔尔和沙特的能

源合作，业务涉及勘探、开采、管道建设等不同领

域，尤其重视拓展油气行业上中下游的全产业链

投资，将其视为实现深度利益捆绑和牢固的相互

依赖的重要手段。
在经贸投资领域，印度与埃及、两伊、海合会

诸国、土耳其等国签署一系列协定，加强在可再

生能源、民航、投资、贸易便利化、国防、网络安

全、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多领域的合作，很多协议

已见成效。2016—2017 年度，印度与海合会 6 国

的出 口 额 为 417. 68 亿 美 元，占 出 口 总 额 的

16. 4% ; 进口额为 551. 71 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

20%［24］。2018—2019 年度，印度与中东国家双

边贸易中，印度进口额为 1101 亿美元，占其进口

总额的 21. 5% ; 出口额 638. 69 亿美元，占出口总

额的 19. 34%。［25］在外贸中，阿联酋是印度第二

大出口对象国，阿联酋和沙特分别是第三和第四

大进口来源国，仅次于中国和美国。另外，阿联

酋对印度的直接投资稳居阿拉伯世界首位，位列

印度海外直接投资的第 11 位。2016 年，印度投

资 5 亿美元建设伊朗恰巴哈尔港区，并租赁港口

十年。该港是贯穿俄罗斯、中亚、伊朗的“北南通

道”的南部出海口，因此它成为印伊投资合作的

典范。2019 年，阿富汗经由该港的进出口商路启

用。2020 年，印度对阿的粮食援助也通过该港进

入阿富汗。此外，吸引海合会国家主权财富基金

的投资是印度多年的愿望和其经济外交的主要

目标。印度和阿联酋同意共同筹建总额高达 750
亿美元的阿联酋—印度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基金，

以此助力印度在铁路、公路、机场、港口以及工业

走廊和工业园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26］

在安全领域，加强与中东国家的防务和反恐

合作是莫迪外交的重要内容，且卓有成效。例如

在防务合作方面，印以在武器的联合设计与制

造、技术转让等方面的合作进展迅速。2016 年 3
月，两国在印度成立合资企业，专注于制造空对

空导弹、防空导弹系统以及大型空浮侦察器等;

2017 年 4 月，以色列航空航天公司与印度签署价

值 20 亿美元的防卫系统研发协议。2016 年印度

与阿曼签署包括国防合作在内的 4 份备忘录，由

印度提供军事培训，并举行海空联合演习。在反

恐方面，印度相继与阿联酋、沙特和土耳其签署

多个合作协议，建立“战略安全对话”机制，涉及

打击恐怖主义洗钱、去极端化、嫌犯遣返、安全人

员培训、情报交换等内容。
( 二) 外交特点

2014 年以来，莫迪政府中东政策主要体现出

三大特点。第一，维护和发展印度的国家利益，

不盲目介入中东热点问题和事务。莫迪政府深

知印度尚无实力或有效途径干涉与介入中东事

务，对诸多热点问题保持谨慎态度。“( 中东) 的

持续和平与稳定符合我们的战略利益。该区域

处于变化和不确定的状态，这增加了充分评估正

在发生事件的困难。”［27］面对当前的中东变局，

印度始终注意约束自身的行为，妥善处理与地区

国家的关系、维护自身在该地区的利益……同时

以一种非偏向性的立场来处理与域外大国之间

的关系，尊重并承认其他外部大国的存在及利

益，同时在处理地区事务时追求与各外部势力发

展友好合作而非对抗性的关系。［28］由此，莫迪政

府在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的内战、卡塔尔危机、
沙特与伊朗斗争等问题上均保持谨慎表态，不挑

头斡旋、不出谋划策、不选边站队。
第二，坚持务实、平衡的中东外交理念。其

务实性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首先，反对美国在

中东地区的单边主义行动，同时又在涉及自身的

事务上与美国密切协调。例如，印度对美国实施

战略东移、退出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等行动表示

不满，但在美国升级对伊朗石油出口制裁时，又

积极说服美国给予豁免权。其次，加强与中东各

国关系，其中以色列、伊朗、沙特、卡塔尔和阿联

酋五国为重。这五国在贸易、能源、军事、劳务四

大领域对印度至关重要。例如，2018 年空军参谋

长达那诺和海岸警卫队总干事拉金德拉·辛格

相继访问以色列，印度国防部长还主持了印以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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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合作联合工作组第 14 次会议。再次，积极参

与中东反恐事务。目 前 印 度 已 经 和 沙 特、阿 联

酋、卡塔尔在情报分享、嫌犯遣返、人员培训、金

融监管、去极端化等方面展开密切合作。鉴于

印度国内的穆斯林以逊尼派为主，莫迪政府尤

为看重与沙特和埃及在相关领域的政策协调与

合作。另外，考虑到印巴关系和阿富汗的混乱

局势，印度和伊朗也在反恐方面建立起有效的

沟通渠道。
印度中东政策的平衡性主要反映在其能够

妥善处理阿以和巴以关系、卡塔尔危机、沙特伊

朗争斗，印度不选边站队的立场获得各方理解。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印度逐渐放弃亲阿反以的

传统政策，印以建交后双边关系快速发展，尤其

在军售、士兵训练和武器试验等方面的合作较为

深入。印度成功说服并获得阿拉伯国家对印以

关系的谅解和认可，确保印以和印阿关系同步发

展。在巴以问题上，莫迪政府始终坚定支持联合

国的相关决议，不追随美国一味偏袒以色列的政

策。卡塔尔危机引发海合会分裂时，印度成功保

持与最大石油进口国沙特和最大天然气进口国

卡塔尔的友好关系。
第三，淡化不结盟政策，重视“互不干涉内

政”原则。不结盟政策和“不结盟运动”是印度冷

战期间谋求大国地位、超脱两极争霸的主要手

段，也是重要的外交遗产。莫迪执政后，印度不

再以“不结盟运动”或 77 国集团的视角看待中东

或处理与地区国家的关系，与海湾国家关系也超

越了“不结盟运动”中与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结

下的传统友谊。与此同时，反对他国干涉内政是

印度中东政策的一条红线。“我们的立场仍然以

我们与该地区的长期关系为指导，并希望不干涉

各国的内政或被干涉。”［29］莫迪政府主张维护中

东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更坚决反对中东国家尤其

是海合会诸国对印度两教矛盾冲突和国家政策

的指责与非议，同时对相关中东国家与非政府组

织在宗教名义下进行的捐赠、教育和培训、教义

宣传以 及 对 国 内 穆 斯 林 的 经 济 支 持 保 持 高 度

警惕。

三、莫迪政府调整中东政策的原因

莫迪政府上台后主动调整中东政策，提升其

外交地位，加大对该地区关注和资源投入，是对

多年来印度和中东关系长期发展的继承与认可，

但更多的是出于实现“全球领导型大国”战略目

标、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的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

考量。一方面，90 年代，尤其是 21 世纪后经济的

发展为印度追求大国地位提供了物质基础和信

心，实现民族复兴和“大国梦想”成为莫迪本人和

其政府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另一方面，在全球

化、信息化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印度与中东国

家的利益联系越来越紧密，该地区的重要性和价

值日渐凸显。
印度多年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莫迪坚信印

度崛起为世界强国是不可避免的，必须无所畏惧

并毫不犹豫地追求这个目标”。［30］( P111) 20 世纪 90
年代以 后，印 度 的 年 经 济 增 长 率 基 本 保 持 在

6% ～10%，2003 年后大部分年份都超过 8%，印

度被视为继中国之后又一“经济奇迹”。不仅如

此，它还是“金砖五国”和“十大新兴市场”的重要

成员。“世界银行 2006 年报告中按 GDP 衡量将

其列为世界第 12 大经济体，2011 年货币基金组

织的报告中将印度列为第 9 大经济体。”［31］如果

按照购买力平价标准计算，印度可以被列为世界

第 3 大经济体。在 2010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改革方案中，它的投票权增至 2. 627%，位居第 8，

超过俄罗斯、沙特和加拿大。2008 年国际金融危

机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经济发展陷入低增

长阶段，印度则成为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发动

机”之一。
莫迪的“大国梦想”深受尼赫鲁大国外交遗

产的影响。国父尼赫鲁始终认为印度只有成为

大国才能不受欺凌。独立后，“大国理想”深深地

嵌入印度的政治文化，莫迪也概莫能外。印度学

者拉贾·莫汉认为莫迪实际上继承了尼赫鲁将

印度打造为“有声有色的世界大国”的雄心壮志，

因此他再不满足于辛格政府时期只让印度扮演

“平衡力量”的角色定位，而是强调主动出击以重

塑印度 的 周 边 环 境，提 高 它 在 国 际 体 系 中 的

地位。
就任后，莫迪在坚持多边主义和利益最大化

的原则下，实施既谋求加强与大国关系又确保自

身战 略 自 主 的 平 衡 外 交，尤 其 突 出 经 济 主 题。
2015 年 2 月，莫迪提出要“帮助印度成为全球领

导型国家而不再是平衡性大国”，［32］正式确立了

新时期印度的对外战略目标。7 月，时任外交秘

书贾什卡又在新加坡进一步阐述: 印度欢迎多极

世界的到来……印度的变化赋予其更大的自信，

其外交致力于追求领导地位。总之，印度希望承

担更大的全球性责任。［33］

64



不仅如此，莫迪和众多印度外交政策设计者

开始讨论和宣传“印太”战略。尽管多年来对印

度洋的定义未能形成共识，但历届政府都将其视

为“门前花园”。“莫迪政府有所不同，它将印度

洋国家视为印度直接和延伸的邻国，是印度外交

的重要对象。”［34］为此，莫迪政府提出“地区共同

安全和增长”倡议和《确保海洋安全: 印度的海洋

安全战略》，强调印度是印度洋地区的“稳定器”
与“负责任大国”，进而推出“季风计划”和“香料

之路计划”。
中东区内的波斯湾、红海都是印度洋地理上

的边缘海，是其有机组成部分，亚丁和霍尔木兹

海峡则是印度洋西侧的两大世界级“咽喉要道”。
“尽管作为主要的能源产地、出口市场和接近 700
万海外劳工的栖身地，海湾地区在印度经济中占

据中心地位，但德里并没有给予海湾地区持续的

政治关注。”［35］( P189) 但在伊拉克战争、伊核危机、
“阿拉伯之春”运动、“伊斯兰国”突然崛起和美国

实施战略东移等重大事件的影响下，中东不仅纷

乱频起，地缘政治格局也在发生持久、重大和深

度的调整与重组。因此在莫迪眼中，中东是实现

印度领导下的“印度之洋”和“世界大国”梦想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政治与全球冲突的焦点地

区，因此是印度不可缺位的重要舞台。
保护和发展印度在中东的各项利益是莫迪

政府外交政策调整的基本出发点。在莫迪执政

前，印度在中东的利益主要集中在能源、经贸、侨
汇、安全和印巴与教派问题上。这些领域兼具长

期性、战略性和安全性三重属性，对国内经济和

社会的持久稳定与发展意义重大。
第一，确保能源供应安全是印度的核心利

益。石油是现代工业的血液，印度对中东的能源

依赖是关乎生死的战略问题。据英国石油公司

( BP) 《能源展望 2019》报告预测: 2030 年时石油

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仍将达到 30%，天

然气比重将升至 25%。［36］印度是全球第二大发

展中国家，也是典型的“缺油少气国”，石油探明

储量仅为 56. 7 亿桶，天然气探明储量为 1. 49 万

亿立方米，均居世界第 22 位。［37］长久以来，印度

都是油气净进口国，对外依赖度高。

表 1 印度的原油产量、净进口量和对外依存度①

年度 产量 /百万吨 净进口量 /百万吨 总消费量 /百万吨 对外依存度

1970 ～ 1971 6. 82 11. 68 18. 51 63. 1%

1980 ～ 1981 10. 51 16. 25 26. 76 60. 7%

1990 ～ 1991 33. 02 20. 7 53. 72 38. 5%

2000 ～ 2001 32. 43 74. 1 106. 52 69. 6%

2010 ～ 2011 37. 71 163. 59 201. 21 81. 3%

由于中东与印度地理毗邻，海运便利，进口

成本低廉，加之近年来全球能源生产和消费呈现

板块化趋势，因此它一直是印度最主要的能源来

源地。20 世纪 70 年代，印度石油进口大部分来

自中东五国———伊朗、伊拉克、沙特、阿联酋和埃

及。80 年代推动能源进口多元化之后，中东国家

仍占石油进口国的 2 /3。印度领导人很早就认识

到中东能源的价值和意义，“对中东国家的石油

进口依 赖 是 其 与 中 东 地 区 关 系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38］2015 年，印度原油进口量超过 390 万桶 /
天，58% 来自中东产油国，其中 20% 来自沙特，

17% 来自伊拉克，伊朗占 6%，其他中东国家占

16%。卡塔尔拉斯拉凡液化天然气公司是印度

唯一的天然气长期供应方，2015 年卡塔尔占印度

液化天然气进口总额的 62%。［39］

第二，印度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关系发展迅

猛，规模日增。独立后初期，印度与中东国家的

双边贸易以农产品和轻工业品为主，例如中东国

家向印度出口棉花、肉类、椰枣等产品，印度则向

中东出口纺织品、木材、橡胶制品等。20 世纪 90
年代后，印度的出口产品中又增加了家电、机器

设备、电子产品、技术等项目。21 世纪以后，印度

在技术、矿产、服务、食品等方面具有优势，而中

东国家在能源和资本领域具有优势。
2014 年，印度是埃及的第二大出口目标国和

第十大进口来源国。“海合会国家则( 超越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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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2014 ～ 2015 财年双边

贸易已经达到 1600 亿美元”。［40］以阿联酋为例，

2014 年两国贸易额超过 590 亿美元，印、阿互为

第二和第三大贸易伙伴。同时，阿联酋开放、多

元、安全和现代的社会吸引众多印度富商在迪

拜、阿布扎比长期生活和工作，他们是阿联酋房

地产市场的传统金主。世界前十位的主权财富

基金中阿联酋、沙特和卡塔尔分别占据第三、第

四和第十，另外第十一、十三和十八位的主权财

富基金也属于阿联酋。吸引海湾国家投资是印

度多年的夙愿。另外，医药、卫生保健、数字技术

等也成为双方看重并有意推动合作的重要方向

和领域。“据估测，未来 5 年海湾国家医疗保健

市场将以 12. 1% 的速度增长，其规模将从 2015
年 的 403 亿 美 元 发 展 到 2020 年 的 713 亿

美元。”［41］

第三，稳定获取侨汇是印度的重要经济利

益。“印度劳工对中东的输出主要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与更早时期印度的移民相比，此后的

劳工输出主要有两个特点。首先，大部分移民都

在低劳动附加值行业工作且工资低廉……第二，

绝大部分移民都是临时移民，他们一般工作两年

后就必须回国。”［42］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印度劳

工开始向金融、教育、医疗等高端行业渗透并站

稳脚跟。2015 年时，“居住在海合会国家的印度

人已经超过 700 万，使这一地区成为全球最大的

印度侨民集团。除了沙特，印度侨民人口占各国

总人口的 25% ～ 30% 甚至超 过 本 地 阿 拉 伯 人

口”。［43］数量庞大、廉价和熟练的印度劳工有力

地填补中东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的人力资源缺

口，为各国经济和社会建设提供支撑，同时也为

印度的发展提供强大助力。2012 年时，“印度侨

汇的 47%，大 约 330 亿 美 元 来 自 海 合 会 国

家”。［44］( P7) 巨额侨汇主要用于偿还债务、买房置

田、教育医疗以及购买耐用消费品上，经济回馈

在国内形成良性循环，不仅提高劳工输出地的生

活水平和教育水平，还拉动消费，并带动和培育

新一批或新一代的劳工前往中东。
第四，印度外交必须平衡印巴冲突和教派冲

突的不利影响。1947 年的印巴分治不仅没能解

决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在思想、文化和认同上

的隔阂，反而催生新的领土争端，并引发三次印

巴战争。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和伊斯兰国家身份

获得中东各国的广泛认同，因而双方建立起亲密

的关系，并开展了深度合作。巴基斯坦在印巴冲

突、克什米尔与核问题等争端中均得到中东国家

的支持或声援; 相反，印度则长期陷于被动局面。
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教派冲突是制约印度

与中东国家发展关系的另一瓶颈。印度国内两

者人口比例为 79. 8% ∶ 14. 2%，两教矛盾和仇恨

不仅是一个历史存在，积怨甚深，近十多年来更

有恶化的趋势。巴布里清真寺被毁引发冲突，导

致 3000 多人死亡。2002 年古吉拉特邦发生两教

暴力冲突，上千名穆斯林遇害，15 万人无家可归。
据称“这是印度教极端势力的一次有计划地针对

穆斯林的屠杀，其目的是消灭穆斯林的经济实力

……要将穆斯林驱逐出印度教地区”。［45］( P252) 中

东国家与地区组织在宗教信仰认同和国内压力

下，在印巴冲突和教派冲突一直对印采取强硬态

度; 反过来他们对印度穆斯林的支持又刺激和助

长两教派力量的对立，形成恶性循环。自尼赫鲁

时代以来，印度坚决支持巴勒斯坦合法权益，对

中东国家在印巴关系和教派问题上的批评采取

理解和辩护的理性态度，均是有意缓和印巴冲突

与教派冲突的不利影响。进入 21 世纪后，这两

大冲突依然是中东外交的敏感议题和难题，也是

莫迪政府在中东必须长期面对的“负面清单”和

“软肋”。
第五，恐怖主义威胁日增，反恐和维护国家

安全成为印度与中东国家关系的重要内容。历

史上，克什米尔和印度国内极端宗教分子发动的

恐怖袭击给印度民众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
20 世纪 90 年代和 2014 年，“基地”组织和“伊斯

兰国”相继在中东与阿富汗、巴基斯坦发展壮大，

并向印 度 渗 透，成 为 莫 迪 政 府 必 须 应 对 的 新

挑战。
2014 年时，印度面对的恐怖主义威胁兼具内

源性和外源性两个特征，且有合流趋势。首先，

印度有 1. 7 亿穆斯林人口和历史悠久的教派矛

盾，为中东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组织传播

思想与发展扩张提供广阔的空间。其次，“基地”
组织和“伊斯兰国”两大组织实力强大，根基牢

固。面对国际社会与反恐联盟的联合打击，它们

仍保持顽强的生命力，打而不衰，衰而不亡。“基

地”组织在阿巴边境长期潜伏，并向印度境内渗

透。“伊斯兰国”使用印地语、乌尔都语、古吉拉

特语和泰米尔语在印度社交网络进行宣传［46］，来

自印度的组织成员成为其网络、金融领域的技术

骨干，他们的归国或跨国流动又加剧了印度国内

安全威胁，引发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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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莫迪政府中东政策的调整和抬升是印度与

中东国家长期相互交往的产物，是印度经济高速

发展的结果和维持发展的需要，也是莫迪和印度

实现“大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它并非一蹴

而就的“从天而降”，而是水到渠成的自然转变。
莫迪政府将中东视为“周边外交”的重要组成部

分，以“西联”政策为行动指导，加强双方在经贸、
投资、安全等方面的相互依赖，使得印度与中东

的关系进入全面、稳定、平衡与合作共赢的新时

期，深入发展与中东国家在双边和多边层次的全

面关系也成为莫迪主政以来外交上的主要亮点

和重大突破。
基辛格称:“在任何一种演变进程中，印度都

将是 21 世纪世界秩序的一个支点。”［47］在印度看

来，“印度在世界舞台的再次崛起是其经济和战

略能力增强的结果”。［48］2014 年至今，莫迪政府

高调的中东外交即将其视为印度大国外交的舞

台。尽管还存在印巴与两教冲突、战略规划和政

策不够完善、自身实力和投入不足等新老制约因

素，但继续深化与中东国家关系的趋势已清晰可

见，印度正在成为中东大国博弈场上的成长型

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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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Mody Government’s Middle East Policy
Wei Liang

( Institute of West －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CASS，Beijing100101，China)

Abstract: After Modi took office in 2014，the Middle East appeared in India’s diplomatic planning as a whole for the first
time，and its strategic position was significantly enhanced． Over the past six years，the Modi government pursued a cautious，
pragmatic and balanced Middle East policy under the complex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the current regional upheaval． Driven
by the high frequency of summit diplomacy，India has signed a large number of cooperation agreements with major Middle East
countries，creating a favorable situation of political stability，close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gradually deepening security cooper-
ation． Middle East diplomacy has also become an important highlight of India’s diplomacy． This policy adjustment is a natural
result of long term relationship，and the objective need of India to expand its own interests，as well as the concrete practice for
Modi’s dream of great power． It is foreseeable that India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and deepen its relations with regional countries
and become a growth player on the stage of the great powers in the Middle E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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