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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安全问题及其治理 ∗
王林聪

【 内容提要】

廓清中东安全的概念，明确中东安全的主体是推动中东安全有效

治理的基本前提。 在全球安全体系中，中东地区是最为突出的“ 短板” 。 中东安全问
题盘根错节、尖锐复杂，有其深刻的内外根源。 它本质上是外部干预和中东国家不发
达状态的反映。 在中东的秩序重塑和国家转型进程中，安全问题犹如“ 灰犀牛” 般愈
演愈烈、效应叠加，形成了多重安全困境。 西方的新干涉主义、域内国家针锋相对的安
全观和地缘政治博弈不断加剧中东的安全困境。 中东安全问题不仅危及地区国家，还
波及周边和世界各国，安全威胁迫在眉睫。 但是，中东安全主体复杂，安全治理困难重
重，短期内很难形成合力、取得实效；同时，既有安全机制具有片面性和排他性，无法破
解安全难题。 因此，解决中东安全问题的关键在于将安全掌握在域内国家手中，提升
自主安全能力和水平，通过包容和可持续发展，在源头上实现安全治理。 中东安全治
理应摈弃传统安全思维，设定近期目标和中长期目标，从国内、地区和全球三个层面进
行综合治理和整体治理，以新安全观为核心理念，以自主安全建设为依托，摆脱“ 安全
靠大国，发展靠能源” 的双重依赖，推进多层次安全合作；以普遍安全、共享安全和共
管风险为目标，推动中东安全新秩序的建立，实现中东地区的整体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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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体系转型和全球安全体系构建来看，中东地区是全球安全体系的最大“ 短

板” 。 在中东的漫长变迁中，中东国家在安全、发展、和平等领域存在严重“ 赤字（ ｄｅｆｉ⁃
ｃｉｔ） ” ，其中“ 安全赤字” 首当其冲。 众所周知，中东地区长期纷争不断，“ 黑天鹅事件”

频发，存在极其复杂而尖锐的安全问题。 与此同时，由于缺乏有效的安全治理和保障
机制，中东地区的安全问题积累时间长、叠加效应突出，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安全困境和
治理困境。 中东安全问题不仅危及地区各国，也波及世界各地，是突出的全球性问题，
加剧了地区乃至世界的不确定性。 中东安全治理刻不容缓，探寻有效的安全治理路径
也是各界关注的焦点。
本文拟在廓清“ 中东安全” 概念的基础上，从国家安全、地区安全和国际安全三个
层次分析中东安全问题的特点和根源，探讨当前中东安全困境的形成和表现，尝试破
解中东安全及其治理困境、推进中东安全有效治理和构建中东安全新秩序。

一

中东安全：研究与反思

冷战时期，中东地区是美苏较量的主要阵地。 中东安全的相关研究基本围绕着美
苏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对峙、阿以冲突对中东地区安全的影响等议题展开。 例如，胡雷
维茨（ Ｊ． Ｃ． Ｈｕｒｅｗｉｔｚ） 主编的 《 苏联与美国在中东的角逐》 、 彼得 · 曼戈 尔 德 （ Ｐｅｔｅｒ

Ｍａｎｇｏｌｄ） 主编的《 超级大国干预中东》 和保罗·马兰士（ Ｐａｕｌ Ｍａｒａｎｔｚ） 、布莱玛·斯坦
伯格（ Ｂｌｅｍａ Ｓ．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 主编的《 超级大国卷入中东：对外政策的驱动力》 等著作①均

以美苏在中东地区的争夺为主线，探讨其对中东格局和中东安全的影响。 这一时期，
阿以争端是中东安全的核心问题，代表作包括梅泽里克（ Ａ．Ｇ． Ｍｅｚｅｒｉｋ） 主编的《 阿以
冲突和联合国》 、沃尔特·拉奎尔（ Ｗａｌｔｅｒ Ｌａｑｕｅｕ） 主编的《 阿以读本———中东冲突的

文献史》 以及查姆·赫佐格（ Ｃｈａｉｍ Ｈｅｒｚｏｇ） 的《 阿以战争：中东的战争与和平》 等。②
其中，伦敦大学中东问题专家查尔斯·特里普（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 Ｔｒｉｐｐ） 系统地研究了中东
安全问题，他主编的《 中东地区安全》 集中讨论了“ 以色列的安全与巴勒斯坦” “ 沙特阿
①

Ｊ． Ｃ． Ｈｕｒｅｗｉｔｚ， ｅｄ．， Ｓｏｖｉｅ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Ａ． Ｐｒａｅｇ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

ｅｒｓ， １９６９； Ｐｅｔｅｒ Ｍａｎｇｏｌｄ， 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８； Ｐａｕｌ

Ｍａｒａｎｔｚ ａｎｄ Ｂｌｅｍａ Ｓ．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 ｅｄｓ．， 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５．
②

Ａ．Ｇ． Ｍｅｚｅｒｉｋ， ｅｄ．， Ａｒａｂ⁃Ｉｓｒａｅ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１９６２； Ｗａｌｔｅｒ Ｌａｑｕｅｕ， ｅｄ．，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Ａｒａｂ Ｒｅａｄｅｒ： Ａ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Ｂａｎｔａｍ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６９；
Ｃｈａｉｍ Ｈｅｒｚｏｇ， Ｔｈｅ Ａｒａｂ⁃Ｉｓｒａｅｌｉ Ｗａｒｓ： Ｗａｒ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Ｖｉｎｔａｇｅ Ｂｏｏｋｓ， １９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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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的安全与稳定” 和“ 苏联的海湾政策” 等议题。① 研究者大多以现实主义的国际关
系理论范式解读中东安全问题，强调安全中的军事和大国因素，对于中东国家的内部
稳定以及“ 人的安全（ ｈｕｍａ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 等则关注甚少。

１９９０ 年至 ２０１０ 年是中东地区深刻变化的 ２０ 年，相关安全研究也随之出现了新

的变化和发展。 一方面，中东和平进程使得研究议题聚焦于和平、发展与安全体系建
设。 戴维·博文（ Ｄａｖｉｄ Ｊ． Ｐｅｒｖｉｎ） 和史蒂文·施皮格尔（ Ｓｔｅｖｅｎ Ｌ． Ｓｐｉｅｇｅｌ） 主编的两
卷本《 在中东地区推动和平的实践进程》 关注了中东地区的军控、裁军、地区安全以及
生态环境、水 资 源 问 题、 难 民 问 题、 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等 问 题。② 埃 弗 拉 姆 · 因 巴 尔
（ Ｅｆｒａｉｍ Ｉｎｂａｒ） 在《 地区安全机制：以色列及其邻国》 中指出，构建地区安全机制应当

考虑历史基础、外部行为体的影响、地区互动关系和安全文化以及相关安全主体如何
从互相威慑走向安全合作等。③ 泽夫·毛兹（ Ｚｅｅｖ Ｍａｏｚ） 主编的《 中东的地区安全》 集

中讨论了地区安全的理论难题和实践困境。④ 另一方面，随着新的安全威胁的不断涌
现，水资源、气候变化和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开始成为重要的研究议题。 巴盖
特·柯拉尼 （ Ｂａｈｇａｔ Ｋｏｒａｎｙ） 、保罗 · 诺布尔 （ Ｐａｕｌ Ｎｏｂｌｅ） 和雷克斯 · 布雷南 （ Ｒｅｘ

Ｂｒｙｎｅｎ） 等人编著的《 阿拉伯世界国家安全的多种面向》 指出，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与

国家安全存在密切联系；内部脆弱性和外部脆弱性是阿拉伯国家两个共通安全特征，
二者的相互交织导致了国家间战争、族群冲突、合法性衰减、发展赤字、食品和水资源
短缺、债务扩大等多种问题。⑤ 纳吉·阿比阿德（ Ｎａｊｉ Ａｂｉ⁃Ａａｄ） 和米歇尔· 格雷农
（ Ｍｉｃｈｅｌ Ｇｒｅｎｏｎ） 在《 中东的不稳定和冲突：人、石油和安全威胁》 中指出，导致地区不
稳定和冲突的因素是复杂而多样的，包括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教派对立、族群矛
盾、边界争端、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落后的社会影响、水资源争夺、人口激增和人口增

①
②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 Ｔｒｉｐｐ， 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Ｇｏｗｅｒ， １９８４．

Ｄａｖｉｄ Ｊ． Ｐｅｒｖｉ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ｖｅｎ Ｌ． Ｓｐｉｅｇｅｌ， ｅｄ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Ｐｅａｃｅ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ｒｍ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Ｖｏｌ．１，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９５； Ｓｔｅｖｅｎ Ｌ． Ｓｐｉｅｇｅｌ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Ｊ． Ｐｅｒｖｉｎ， ｅｄｓ．， Ｐｒａｃｔｉ⁃
ｃａｌ Ｐｅａｃｅｍａｋ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Ｖｏｌ．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２．
③

Ｅｆｒａｉｍ Ｉｎｂａｒ， 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④

Ｚｅｅｖ Ｍａｏｚ， 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ａｓ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Ｆｒａｎｋ Ｃａｓｓ，

⑤

Ｂａｈｇａｔ Ｋｏｒａｎｙ， Ｐａｕｌ Ｎｏｂｌｅ ａｎｄ Ｒｅｘ Ｂｒｙｎｅｎ， ｅｄｓ．， Ｔｈｅ Ｍａｎｙ 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７．

Ｗｏｒｌ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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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不平衡、外籍劳工流入、民众的内部迁徙和难民流动等。① 同样，克莱夫·利普金
（ Ｃｌｉｖｅ Ｌｉｐｃｈｉｎ） 等人主编的《 中东水资源的综合管理和安全》 也认为，“ 水问题” 是 ２１

世纪中东的重要安全议题，解决该问题需要综合利用跨国合作、技术替代、国际法和国
际市场。②
九一一事件爆发后，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成为学界探讨的重点，这将非传统安全
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产生了大量成果。 ２０１０ 年年底以来，西亚北非局势动荡席卷中

东地区，对中东安全局势构成了重大挑战。 政治安全、非传统安全、新干涉主义成为新
时期的主要议题。 例如，阿明·优素福（ Ａｍｒ Ｙｏｓｓｅｆ） 和约瑟夫·切拉米（ Ｊｏｓｅｐｈ Ｒ．

Ｃｅｒａｍｉ） 在《 阿拉伯之春和中东地缘政治：安全威胁涌现和革命性变化》 一书中认为，
西亚北非局势动荡后中东的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其主要原因在于阿拉伯国家未能实
现现代化和自身的脆弱性，并出现“ 权威真空” ；当前，阿拉伯国家面临着内外威胁：内

部威胁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以及内部的暴力、冲突等，外部威胁则主要是非
法移民、难民和恐怖主义。③ 埃弗拉姆·因巴尔在《 阿拉伯之春、民主和安全》 中指出，
西亚北非局势动荡不仅影响中东国家的国内安全状况，而且波及地区关系，使得地区
安全的不确定性增大，一些新的消极因素不断涌现，包括伊斯兰力量的政治诉求，教派
之争，族群间的紧张关系，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的地缘政治较量等。④ 另外，随
着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威胁与日俱增，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关注进一步提升。 亚历
山大·斯塔福特（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 Ｓｔａｆｆｏｒｄ） 系统研究了中东地区恐怖组织对地区安全的影
响，⑤詹姆斯·弗罗姆森（ Ｊａｍｅｓ Ｆｒｏｍｓｏｎ） 和史蒂文·西蒙（ Ｓｔｅｖｅｎ Ｓｉｍｏｎ） 对“ 伊斯兰
国” 的安全威胁进行了深度分析，⑥ 丹尼尔·拜曼（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ｙｍａｎ） 研究了恐怖分子流
散或返回母国对于全球安全的影响。⑦ 当前，移民和难民问题日益凸显。 彼得·西伯
①

Ｎａｊｉ Ａｂｉ⁃Ａａｄ ａｎｄ Ｍｉｃｈｅｌ Ｇｒｅｎｏｎ，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ｅｏｐｌｅ，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ａｎｄ Ｓｅ⁃

②

Ｃｌｉｖｅ Ｌｉｐｃｈｉｎ， ｅｔ ａｌ．， ｅｄ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Ｄｏｒ⁃

③

Ａｍｒ Ｙｏｓｓｅｆ ａｎｄ Ｊｏｓｅｐｈ Ｒ． Ｃｅｒａｍｉ，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Ｓｅ⁃

④

Ｅｆｒａｉｍ Ｉｎｂａｒ， ｅｄ．，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ａｍ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⑤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 Ｓｔａｆｆｏｒｄ， Ｒｉｓｉｎｇ Ｔｅｒｒｏｒ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Ｎｏｖ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

⑥

Ｊａｍｅｓ Ｆｒｏｍｓ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ｅｖｅｎ Ｓｉｍｏｎ， “ ＩＳＩＳ： Ｔｈｅ Ｄｕｂｉｏｕｓ Ｐａｒａｄｉｓｅ ｏｆ Ａｐｏｃａｌｙｐｓｅ Ｎｏｗ，”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

⑦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ｙｍａｎ， “ Ｔｈｅ Ｈｏｍｅｃｏｍｉｎｇｓ： Ｗ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ｓ Ｗｈｅｎ Ａｒａｂ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ｉｎ Ｉｒａｑ ａｎｄ Ｓｙｒｉａ Ｒｅ⁃

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９７．
ｄｒｅｃｈｔ：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２００６．

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５．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３．
Ｐｕｂ， ２０１５．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Ｖｏｌ．５７， Ｎｏ．３， ２０１５， ｐ．９．

ｔｕ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Ｖｏｌ．３８， Ｎｏ．８， ２０１５， ｐ．５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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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 Ｐｅｔｅｒ Ｓｅｅｂｅｒｇ） 和扎伊德·埃亚达特（ Ｚａｉｄ Ｅｙａｄａｔ） 的研究指出，非法移民、跨境犯
罪、跨国恐怖主义等对于地区乃至全球安全构成新的挑战。①

整体上看，国际学界中东安全研究的内涵不断拓展，研究议题从传统安全领域扩
展至非传统安全领域，从地区安全转向国家安全，并且越来越多地关注中东国家的内
部安全，尤其是“ 人的安全” 。 但是，以西方话语为主导的中东安全研究也存在明显缺

陷。 西方学者往往回避中东安全的核心问题———西方的强制干涉，忽略或淡化西方干
涉对地区安全的危害。 例如，美国以自身安全受到威胁为由悍然侵占伊拉克、推翻萨
达姆政权。 这种所谓“ 美国安全至上” “ 为美国安全而战” 的行为不仅未能改善美国的

自身安全，还给中东地区制造了更大的动荡。 在非传统安全研究中，西方学者对恐怖
主义持双重标准，故意混淆恐怖主义与中东民众反抗压迫和干涉的正当斗争。 中东安
全研究实际上交织着不同的价值观、安全观和利益观，反映了不同的安全利益目标和
获取方式。
更重要的是，西方政府和学者在推进安全建构的过程中对于“ 谁的安全” “ 为谁创

造安全环境” “ 谁的安全受到了威胁” “ 维护谁的安全利益” 等重大问题或故意回避，或

态度模糊，或偏袒曲解，或公开为西方的安全利益辩护。 其中，许多西方学者对于中东
安全研究的定位就是维护西方大国在中东地区的安全利益。 换言之，他们关注的重点
是西方在中东地区的安全利益是否受到威胁以及如何构建有利于西方利益的中东安
全体系。 这决定了西方视域下中东安全研究的基本缺陷。
与此同时，中国学者的中东安全研究已经有了显著进展。 ２０ 世纪 ８０ 至 ９０ 年代，

中国学者的中东安全研究大多集中于中东战争、阿以冲突、巴以和谈等问题，研究视角
更多的是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外部干预、地区军备竞赛和军备控制。 近年来，中国学
者越来越重视中东的安全治理问题。 例如，《 困境与出路：中东地区安全问题研究》 一
书聚焦中东热点问题，分析中东安全困境的根源，提出出路在于放弃绝对安全观念、构
建互信、形成地区认同、建立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和安全共同体。② 《 中东地区安全与大
国干涉的影响》 一文则归纳了西方大国干预中东国家的五类方式，即政治挤压、经济
制裁、军事打击、政权颠覆和新媒体干预，它们共同导致了中东地区的不稳定。③ 《 中
东发展报告：盘点中东安全》 集中探讨了边界、核扩散、恐怖主义、难民、部族、教派、能

①

Ｐｅｔｅｒ Ｓｅｅｂｅｒｇ ａｎｄ Ｚａｉｄ Ｅｙａｄａｔ， ｅｄｓ．，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Ｎｅｗ Ｐｅｒ⁃

②

邓红英：《 困境与出路：中东地区安全问题研究》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版。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１３．
③

· ８·

王京烈：《 中东地区安全与大国干涉的影响》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第 ４０—４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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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金融、水资源、粮食等一系列安全议题。① 该报告尤其深入研究了非传统安全问
题。 《 非传统威胁下海湾国家安全局势研究》 一书则将海湾国家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

胁概括为“ 内源性” “ 外源性” “ 双源性” 和“ 多源性” 四类，并以粮食安全、水资源安全、
人口安全和能源安全为例分析了它们面临的安全威胁。②

中东安全与中国的关系也是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 例如，《 海湾安全局势与中国
的战略选择》 一书分析了海湾安全的环境、结构及发展趋势，探讨了海湾安全对中国
政治、经济和文化安全的影响。③ 许多中国学者还致力于研判中东安全局势走向。
《中东安全局势新变化对我国推进“ 一带一路” 的影响》 一文认为中东安全局势存在两
种态势：一是外部干预、恐怖主义、地缘争夺和地区冲突导致的中东秩序失衡，安全局
势趋于恶化；二是安全治理正在向前推进，政治解决地区冲突的努力初现成效，反恐行
动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 推动中国与中东国家“ 一带一路” 共建，有助于改善中东地
区安全环境，助推中东地区的发展、繁荣和稳定。④ 《 中东安全形势分析》 则指出中东
安全问题具有复合型和多样性特征，内外因素共同导致安全的不断恶化，引发地区危
机，安全困境日益突出。 树立新的安全观、加强全球治理、构建中东安全机制是解决目
前中东安全困境的根本途径。⑤
中国中东安全研究的特点主要包括三点：第一，关注中东安全问题的实质和根源，
从矛盾和冲突的缘由上分析不安全成因。 第二，分析不同类型（ 传统和非传统） 的安
全问题的复杂性和影响。 第三，探究摆脱安全困境的途径。 总体来看，中国的中东安
全研究仍不够系统，对如何化解中东的安全困境还需要深入细致的思考。
本文认为，中东安全研究首先需要廓清“ 中东安全” 的概念和内涵。 国际关系范
畴中的“ 安全” 是指主体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状态，即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
存在恐惧。⑥ 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全球性问题的不断涌现，安全的内涵也有所变化：一
是安全主体从单一到复合，涵盖了国家、个人、环境、世界等多个维度，国家不再是唯一
的安全主体，个体安全日益受到关注；二是安全范围从传统安全扩展到非传统安全领
域，即从军事和政治安全扩展到经济、金融、文化、科技、环境等诸多领域；三是实现安
①

杨光主编：《 中东发展报告 Ｎｏ．１６（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盘点中东安全》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③

李意：《 海湾安全局势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０ 年版。

②
④

肖洋：《 非传统威胁下海湾国家安全局势研究》 ，北京：时事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王林聪：《 中东安全局势新变化对我国推进“ 一带一路” 的影响》 ，载张廉、段庆林、王林聪、杨巧红主编

《 中国—阿拉伯国家经贸发展报告（２０１６）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第 ２５—２６ 页。
⑤

王林聪：《 中东安全形势分析》 ，载杨光主编：《 中东发展报告 Ｎｏ． １６（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盘点中东安全》 ，第

⑥

李少军：《 国际政治学概论》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第 １５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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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的途径由传统的同盟策略趋向合作安全和共同安全。 在安全研究中，“ 谁的安全”

“ 为谁创造安全环境” “ 谁的安全受到了威胁” “ 维护谁的安全利益” 等基本问题应当
是观察和分析的逻辑起点。 因此，界定“ 中东安全” 就成为探讨中东安全问题的首要
前提。
什么是中东安全？ 这是看似简单却在不同研究视域中差异甚大的问题。 西方学
者对此的界定有明显的利益倾向，普遍将中东安全界定为维护西方在中东地区的利益
免受威胁，即保证西方国家能够安全、稳定地获取石油资源，管控阿以冲突，阻止地区
霸权的产生，维持友好政权的生存。① 西方学者常常从威胁的视角来界定中东安全。
例如，美国中东问题专家里莉诺·马丁（ Ｌｅｎｏｒｅ Ｇ． Ｍａｒｔｉｎ） 认为，定义安全的核心是理

解威胁，其核心是回答三个问题：面临何种威胁？ 威胁的根源是什么？ 威胁的对象是
什么？ 她认为国家安全是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和生态领域中的各类威胁相互作用形
成的整体状态。 中东安全意味着中东地区在这五个方面的威胁较少，或者是有能力遏
制大多数威胁。② 有的学者将中东安全理解为不存在军事冲突或对抗，而中东不安全
就是指存在持久冲突和战争。③ 对此，许多学者认为，对中东安全的传统界定过分强
调军事和暴力视角，偏离了中东安全问题的根源。 塔米·雅克比（ Ｔａｍｉ Ａｍａｎｄａ Ｊａｃｏ⁃

ｂｙ） 和布伦特·萨斯里（ Ｂｒｅｎｔ Ｓａｓｌｅｙ） 在《 重新定义中东安全》 一书中提出，传统安全概
念不能解释中东地区不同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的安全关切和利益，政治、社会、环境、
文化、性别和其他认同议题在重新定义中东安全中的作用日益显著。④
许多西方学者对中东安全的界定实为“ 西方在中东地区的安全” ，其研究指向在

于维护西方大国在中东的安全利益，对中东安全的界定也以西方在中东的利益不受威
胁为尺度。 这就在根本上忽略了中东安全的真正主体———中东国家和人民。 从这个

意义上看，对中东安全的界定必须以主体为基点，只有明确主体才能厘清什么是中东
安全。
中东安全的概念应指中东地区、国家以及中东民众的安全，其内涵包括三个层次，
①

Ｊ．Ｃ． Ｈｕｒｅｗｉｔｚ， ｅｄ．， Ｓｏｖｉｅ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ｉｖａｌ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１９６９； Ｐｅｔｅｒ Ｍａｎｇｏｌｄ， 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 Ｉｎｔｅｒ⁃

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１９７８； Ｐａｕｌ Ｍａｒａｎｔｚ ａｎｄ Ｂｌｅｍａ Ｓ． Ｓｔｅｉｎｂｅｒｇ， ｅｄｓ．， Ｓｕｐｅｒｐｏｗｅｒ Ｉｎｖｏｌｖ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
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１９８５．
②

Ｌｅｎｏｒｅ Ｇ． Ｍａｒｔｉｎ， “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ｎｄ ａ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ａｍｉ

Ａｍａｎｄａ Ｊａｃｏｂｙ ａｎｄ Ｂｒｅｎｔ Ｓａｓｌｅｙ， ｅｄｓ．， Ｒｅ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２， ｐｐ．２１－２２．
③

Ｂａｓｓａｍ Ｔｉｂｉ，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Ｗａ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Ｆｒｏｍ Ｉｎｔｅｒｓｔａｔｅ Ｗａｒ ｔｏ Ｎｅｗ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

④

Ｔａｍｉ Ａｍａｎｄａ Ｊａｃｏｂｙ ａｎｄ Ｂｒｅｎｔ Ｓａｓｌｅｙ， ｅｄｓ．， Ｒｅｄｅｆｉｎｉｎｇ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２００２．

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１９９８， ｐ．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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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中东地区的安全、中东国家的安全和作为个体的中东民众的安全。 中东安全研究的

目的是探讨如何维护中东地区、国家和人的安全利益。 中东安全问题是指中东安全主
体的利益受到威胁和损害以及维护其安全利益的努力遭遇障碍和挑战。 中东安全问
题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安全问题，两者在性质上截然不同。 前者在本质上是不发达社会
形态的表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穆罕默德·阿尤布（ Ｍｏｈａｍｍｏｄ Ａｙｏｏｂ） 就指出，第三
世界的安全问题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其特征是内部威胁突出（ 内外安全密切相关）

和内部威胁的外部化。 这两者使得国家和政权高度不稳定， 导致不安全的恶性循
环。① 中东安全问题具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属性，是发展滞后在安全方面的反映；同时，
又掺杂着中东地区独特的安全文化和现实利益冲突。 区分中东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
在安全问题上的差别，有助于理解中东安全问题的成因、类型、特点及其困境，从而为
中东安全治理提供较为恰当的路径和方案。

二

中东安全问题的新变化和新特点

（ 一） 中东安全问题的新变化及其特征
中东安全问题是内外矛盾和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阿富

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严重损害了原本就十分脆弱的中东安全结构，催生了一系列新的
安全问题。 此后，２０１０ 年爆发的西亚北非局势动荡又从整体上加剧了中东安全危机，
致使中东安全问题更加复杂、多变，出现了许多新现象。
从国家层面看，伴随着部分国家的政权更迭和持续性社会动荡，政治安全和社会
安全问题凸显。 许多国家内部教俗矛盾激化，族群冲突加剧，极端主义泛滥，暴恐袭击
频发，新旧安全问题叠加，国家、社会的安全状况日趋恶化，民众的不安全感与日俱增。
从地区层面看，中东安全问题的“ 普遍化” 现象突出。 西亚北非局势动荡发生后，
政治伊斯兰的力量迅速增强，对域内国家的政治秩序构成了严重冲击和挑战。 与此同
时，中东国家之间以教派分野为背景的地缘政治角逐达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引发了
中东秩序的新一轮重塑。 在此过程中，恐怖主义势力坐大并跃出个别国家，由“ 点” 及
“ 面” 扩散到整个地区，极大地威胁着中东的民族国家体系。 中东整体上的不安全状
态日益突出。

从国际层面看，中东安全问题的“ 全球化” 态势日趋明显。 一方面，西方新干涉主
①

Ｍｏｈａｍｍｏｄ Ａｙｏｏｂ， 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１９８６．

· １１·

中东安全问题及其治理


义对中东国家造成了严重危害，恐怖主义泛滥，难民问题凸显，安全问题逐渐外溢，危
及周边安全和稳定。 其中，以“ 伊斯兰国” 武装组织为典型的恐怖主义已成为全球性
的安全威胁。 另一方面，大国在中东地区的争夺日趋白热化，形成了俄美对峙的“ 两
极” 态势。 这不仅改变了中东秩序，而且对全球的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
可以说，当前中东安全局势是该地区近 ３０ 年来最严峻和最复杂的时期。 中东安

全问题复杂化、尖锐化，已形成严重的安全危机。 概而言之，有如下特点。

第一，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同时恶化，相互作用，形成了极其复杂的“ 复合
型” 安全问题。 从全球来看，冷战后传统安全威胁逐渐下降，非传统安全问题则有所
抬头。 然而，中东地区的情况是：传统安全威胁并未减弱，非传统安全威胁又节节攀
升；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激荡，非传统安全问题常常转化为传统安全问题。
巴里·布赞（ 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 曾指出，中东地区是政治—军事安全领域中的典型“ 地区安

全复合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ｍｐｌｅｘｅｓ） ” 。① 以战争和武装冲突为主要形式的传统安
全威胁从未间断。 近年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也门战争和巴以冲突接连爆发，许多
国家仍处在战火之中。 例如，持续 ６ 年多的叙利亚战争给该国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其
损失初步估计约为 ２２６０ 亿美元（ 相当于 ２０１０ 年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４ 倍） ，死亡人数
高达 ４０ 万—４７ 万。② 全国约有半数人口背井离乡，或流散各地，或出逃境外，形成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全球最大规模的难民潮。 传统安全问题依然困扰中东国家，应对
传统安全威胁仍是许多国家的重中之重。 这从中东国家不断扩大的军费开支中就能
管窥一斑。 根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ＳＩＰＲＩ） 的统计，近年来全球军费总
额持续走低，但是中东地区军费开支却持续上升（ 参见表 １） 。

中东国家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安全成本。 例如，２０１３ 年中东地区整体的军费支出

达到了 １５００ 亿美元，比上年增加 ４％。 在中东地区，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土耳其、以色

列、伊朗和阿尔及利亚的军费支出均超过 １００ 亿美元。 其中，沙特阿拉伯的军费支出
较上年剧增 １４％，达到 ６７０ 亿美元，２０１４ 年又跃升至 ８７１ 亿美元。 实际上，在庞大的

军费支出中，武器进口一直是主要部分。 中东地区一直是美国、俄罗斯等国的军火倾
销地。 例如，在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期间，中东国家武器进口额比前一时期（２００７—２０１１

年） 增长了 ８６％，占全球武器进口总额的 ２９％；其中，沙特阿拉伯这一时期武器进口增

①

Ｂａｒｒｙ Ｂｕｚａｎ ａｎｄ Ｏｌｅ Ｗæｖ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ｓ：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②

“ Ｔｈｅ Ｔｏｌｌ ｏｆ Ｗａｒ：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Ｇｒｏｕｐ，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 ｐ．２１７．

２０１７， ｐｐ．ｉｖ－ｖｉｉ； Ｓａｍａｒ Ｋａｄｉ， “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Ｃｏｓｔ ｏｆ Ｓｙｒｉａｓ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ｅｅｋｌｙ， Ｉｓｓｕｅ １２４， ２０１７， 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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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国别
阿尔及利亚
埃及

科威特
利比亚
摩洛哥
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
叙利亚
突尼斯
也门
土耳其
伊朗
以色列

（ 单位：亿美元）

２０００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６．２８

２３．７０

４０．１７

４４．６４

４３．６０

５４．７５

４５．１３

１８．８１
—

伊拉克
约旦

２０００—２０１６ 年部分中东国家军费开支情况统计

５．２９

２８．０２
６．１４

５．８７

２６．９７

３４．５０

８．５９

１９．３８

１０．８６

６．８５

５２．８１
３２．３７
１５．６８
４２．０９
—

３０．５５

８６．５２
４２．７９
１５．９５
５３．９４
—

３３．４３

１０１．６２
７７．８０
１４．４５
５６．９８

６３６．７３

—

—

６７０．２０

８．９７

１３．８６

２１．８２

２４．９５

—

３．３２
４．７４

４．４５
７．３５

５．６５

１４．２１

７．１５

１６．１２

２３５．６１
７．５９

９．７９

９．７６

１１９．９７

１０５．８９

１２６．８５

１７３．０５

１８６．６３

９３．６６

１１０．２０

１３９．７９

１５３．７３

１６８．７４

１４２．７８

２２７．５５（２０１４） ２２７．５５（２０１４）

１７．１５（２０１４）

１６３．５２
１２５．８５

３３．２７

１７．１５（２０１４）

１０９．２１
５２．４４

３２．６８

１６．４９

９９．９４
８３．２７

６５．６１

８７１．８６

４０．６６

４８５．３１
１９１．８２

５５．０３

１７．７０
３７．５６（２０１４）

４１２．６７
１３８．３６

１６．１６

６２．３３

３７．５６（２０１４）

２０９．１０
６８．１７

９６．０４

１０２．１７

３９．６５

１９９．６４
５８．７６

１０４．１３

１５８．８１
１６７．６４

资料来源：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ｉｐｒｉ．ｏｒｇ ／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ｓ ／ ｍｉｌｅｘ，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６ 日。

１４８．０３
１７９．７７

幅高达 ２１２％，是世界第二大武器进口国。①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０ 日至 ２１ 日，美国总统特朗

普访问沙特阿拉伯，双方签署 ２８００ 亿美元的大单，其中美国向沙特阿拉伯军售金额高
达 １１００ 亿美元，主要用以对付所谓“ 伊朗的威胁” 。② 可以说，中东国家军费开支长期
居高不下，反映了地区严峻的安全形势。 这反过来又推动了新一轮军备竞赛，进一步
提高了传统安全风险。
与此同时，非传统安全问题在中东地区异常尖锐、复杂。 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
恐怖组织势力坐大，成为最大的安全威胁。 中东地区既是恐怖主义的滋生地，更是恐
①

“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Ａｒｍ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 Ｄｒｉｖｅｎ ｂｙ Ｄｅｍａ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Ａｓｉａ， Ｓａｙｓ ＳＩＰＲＩ，”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ｔｈｅｒｕｓｓｏｐｈｉｌｅ． ｏｒｇ ／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ｉｎ⁃ａｒｍｓ⁃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ｓ⁃ｄｒｉｖｅｎ⁃ｂｙ⁃ｄｅｍａｎｄ⁃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ａｎｄ⁃ａｓｉａ⁃ｓａｙｓ⁃ｓｉｐｒｉ． ｈｔｍｌ ／ ，访问时
间：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９ 日。
②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Ｔｒｕｍｐ ａｎｄ Ｋｉｎｇ Ｓａｌｍａｎ Ｓｉｇｎ Ａｒｍｓ Ｄｅａｌ，”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ｂｌｏｇ ／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２０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ｔｒｕｍｐ⁃ａｎｄ⁃ｋｉｎｇ⁃ｓａｌｍａｎ⁃ｓｉｇｎ⁃ａｒｍｓ⁃ｄｅａ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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怖主义的重灾区。 以“ 基地” 组织和“ 伊斯兰国” 为典型的恐怖主义不仅危及中东国
家，还对世界各国的安全构成威胁。 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６ 年，恐怖组织仅在伊拉克、阿富

汗、叙利亚和也门四国就发动了空前频繁的袭击，造成惨重的人员伤亡（ 参见表 ２） 。
从中可以一窥恐怖袭击的猖獗和危害程度。
表２

国家

伊拉克
阿富汗
叙利亚
也门
总计

２０１２—２０１６ 年恐怖主义对部分中东国家造成的伤亡

２０１２ 年恐怖组织 ２０１３ 年恐怖组织 ２０１４ 年恐怖组织 ２０１５ 年恐怖组织 ２０１６ 年恐怖组织
发动袭击情况
发动袭击情况
发动袭击情况
发动袭击情况
发动袭击情况
袭击 死亡 受伤 袭击 死亡 受伤 袭击 死亡 受伤 袭击 死亡 受伤 袭击 死亡 受伤
次数 人数 人数 次数 人数 人数 次数 人数 人数 次数 人数 人数 次数 人数 人数
１２７１ ２４３６ ６６４１ ２４９５ ６３７８１４９５６ ３３７０ ９９２６ １５１３７ ２４１８ ６９３２１１８５６ ２９６５ ９７６４ １３３１４
１０２３ ２６３２ ３７１５ １１４４ ３１１１ ３７１７ １５９４ ４５０７ ４７００ １７０８ ５２９２ ６２４６ １３４０ ４５６１ ５０５４
１３３
２０３

６５７ １７８７ ２１２ １０７４ １７７３ ２３２ １６９８ １４７３ ３８２ ２７４８ ２８１８ ３６３ ２０８８ ２６５６
３６５

４２７ ２９５

２９１

５８３ —

２６３０ ６０９０ １２５７０ ４１４６ １０８５４ ２１０２９ —

—
—

—
—

４６０ １５１７ ２５９９ ３６３

６２８

７９３

４９６８ １６４８９ ２３５１９ ５０３１ １７０４１ ２１８１７

资料来源：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２０１２ 年至 ２０１６ 年度相关数据
整理而成。 详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ｔａｔｅ．ｇｏｖ ／ ｊ ／ ｃｔ ／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６ 日。

恐怖组织在中东地区不仅制造了一系列骇人听闻的袭击事件，而且利用中东乱局
先后在也门建立了“ 伊斯兰酋长国”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建立了“ 伊斯兰国” 。 后者甚
至不断攻城略地，试图摧毁伊拉克、叙利亚等国政权，改变中东地区的政治版图。 恐怖
组织不仅制造暴恐事件，还公开发动战争，兼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色彩，
成为中东乃至全球安全的最大挑战。 ２０１５ 年以来，在国际社会的联合打击之下，“ 伊
斯兰国” 逐渐被击溃，但是它对中东安全的威胁并没有消除。 溃败中的“ 伊斯兰国” 开
始化整为零，分散转移到埃及西奈半岛、利比亚南部沙漠、阿富汗以及中亚和东南亚等
地。 在这些地区，“ 伊斯兰国” 尚有十余个分支机构（ 例如“ 西奈省” “ 阿尔及利亚省”
“ 呼罗珊省” “ 也门省” 等） ，仍然威胁着这些地区的安全。

第二，政治安全问题凸显，成为中东安全的焦点。 在瞬息万变的中东地区，政治安

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也是国家安全的象征。 政治安全犹如一切安全的总阀门，一旦
失守必将导致其他安全问题的集中爆发。 在以往的历史中，中东国家的政治安全是建
立在威权统治的基础上的。 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威权统治，它们都是政治安全的主要
支撑。 威权政治是中东地区的普遍现象，其显著特征是政治强人主导国家生活乃至地
区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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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变局以来，威权政治遭受冲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 长期执政且大

权在握的“ 政治常青树” 一个又一个轰然倒下，曾以稳定著称的突尼斯、埃及、利比亚、
叙利亚等国瞬间变成动荡的“ 风暴眼” 。 伴随着政权更迭和政治动荡，政治安全问题

呈现爆炸态势并产生连锁效应。 围绕政治制度设计、政治发展定位和主体意识形态等
议题，形成了宗教与世俗力量间的激烈对抗，并交织着族群、教派的利益纠葛。 更为重
要的是，随着许多中东强人政权的垮台， 在很多国家出现了政治权威缺失的窘况。
“ 权威真空” 使得这些国家在面对内外安全威胁时更加脆弱。① 许多国家因此陷入了
政治转型的困境：一方面，各种政治力量激烈角逐，加剧了权力争夺和政治冲突的烈
度，政局变动频繁；另一方面，民众的政治参与诉求膨胀，街头政治和暴力盛行，加剧了
政治动荡。 政治安全成为当前中东安全中最为突出的短板。
第三，中东安全问题趋于多样化。 中东安全问题几乎涵盖了中东社会的各个层
面，所涉领域之广泛、类型之繁杂、形态之多样都是世界其他地区难以相比的。 中东变
局以来，各领域的安全问题都有不同程度的恶化，使得中东安全形势更加严峻。
首先，宗教安全和文化安全问题恶化。 一方面，中东地区宗教极端主义、恐怖主义
泛滥，其主要手段是歪曲伊斯兰教教义，尤其是曲解伊斯兰教中的“ 圣战” 思想，号召
对异教徒和所谓“ 叛教者” 展开“ 圣战” ，将普通穆斯林引向极端化，极大地破坏了正常
的宗教文化生态。 极端主义猖獗至极，直接威胁着伊斯兰教的正常发展，对伊斯兰社
会的宗教安全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正因如此，中东教界、政界纷纷转而强调抵制
极端主义。 例如，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 Ａｂｄｅｌ Ｆａｔｔａｈ ａｌ Ｓｉ⁃

ｓｉ） 在艾兹哈尔大学发表演讲，提出艾兹哈尔大学的使命就是要反对极端主义、正确宣
讲伊斯兰教、坚守正道、坚持中道。 塞西还提出“ 革新宗教” 的主张，即倡导“ 匡正伊斯
兰话语” 。② 这并非是要改变伊斯兰教，而是要去除附加在伊斯兰教上的歪曲成分，让
伊斯兰话语真正回到坚持和平、宽容、中道的正确轨道上来，摒弃极端主义和暴力行
为。 沙特国王萨勒曼 · 本 · 阿卜杜勒阿齐兹 · 阿勒沙特 （ Ｓａｌｍａｎ ｂｉｎ Ａｂｄｕｌａｚｉｚ Ａｌ

Ｓａｕｄ） 也强调 “ 极端主义、 恐怖主义和文化冲突是伊斯兰国家面临 的 主 要 挑 战” 。③
①

Ａｍｒ Ｙｏｓｓｅｆ ａｎｄ Ｊｏｓｅｐｈ Ｒ． Ｃｅｒａｍｉ，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Ｓｅ⁃

②

“ Ｓｉｓｉ Ｕｒｇｅｓ Ａｚｈａｒ， Ａｗｑａｆ ｔｏ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 Ｍｉｓｌｅａｄｉｎｇ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Ｈａｒｍｉｎｇ Ｉｓｌａｍ，”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５．

ｗｗｗ．ｓｉｓ．ｇｏｖ．ｅｇ ／ Ｅｎ ／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ｔｍ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Ｎｅｗｓ． ａｓｐｘ？ ＡｒｔＩＤ ＝ ８６６５３＃． ＶｃｘｄＫ１ｕＳ３Ｘ４，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８ 日。

③

“ Ｋｉｎｇ Ｓａｌｍａｎ：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Ｃｌａｓｈ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Ａｒｅ Ｍａｉ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Ｎａｔｉｏｎ，” Ｍａｒｃｈ ３，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ａａｗｓａｔ． ｃｏｍ ／ ２０１７ ／ ０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５５３６８５４６ ／ ｋｉｎｇ⁃ｓａｌｍａｎ⁃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ｃｌａｓｈ⁃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ｍａｉｎ⁃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ｉｓｌａｍｉｃ⁃ｎａ⁃
ｔｉｏｎ？ 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ｏｓｔｓ＿ｈｉｔ ＝ １＆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ｏｓｔｓ＿ｏｒｉｇｉｎ ＝ ５５３６８３９２＆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ｏｓｔ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 ０，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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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塞西总统再度强调“ 匡正伊斯兰话语” 是打击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关
键。① 许多中东国家政要和宗教精英纷纷谴责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其目的就是要维
护宗教安全。 另一方面，西方对伊斯兰教的妖魔化也是长期痼疾，九一一事件后，对伊

斯兰教的丑化和诋毁更是甚嚣尘上。 许多人否定伊斯兰文明的价值，导致西方与伊斯
兰世界的意识形态冲突日益激烈。 与此同时，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加大了对中东地区的民
主改造，强化了对中东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向中东国家输出西方价值观，掀起了一场前
所未有的“文化战争”。 其结果是对中东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安全构成了威胁。
其次，生态安全困境日益严峻。 生态环境恶化和干旱问题一直困扰中东地区。 近
年来，严重的干旱席卷中东多国，沉重打击了许多国家脆弱的农业生产，造成粮食减产
和歉收，推高粮食价格，引发粮食安全问题。 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专家称：干旱和
内战将使叙利亚今年的粮食收成降低 １ ／ ３，约旦的降雨量已减少到近 ６０ 年来最低水

平，伊拉克和巴勒斯坦的粮食生产也大幅下降。 严重、持续的干旱直接威胁着中东粮
食价格。② 粮食安全已成为也门、叙利亚等战乱国家和埃及等国关注的焦点。 饥荒已
经在也门造成空前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超过 ２０００ 万人需要紧急援助，其中近一半是
儿童，因饥饿死亡者甚众。 同时，水资源争夺势头也在加剧。 埃及、苏丹、埃塞俄比亚
围绕尼罗河水资源展开竞争，土耳其、叙利亚、伊拉克正在争夺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
河和奥龙特河河水，伊朗和阿富汗在争夺赫尔曼德河，以色列、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
则在抢占约旦河、耶尔穆塔河、利塔尼河以及西岸的地下水等。 因水资源而引发的摩
擦同领土和政治争端交织在一起，造成地区形势更加不稳。
最后，社会安全问题更加复杂。 一方面，中东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
不断积累，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局势动荡。 中东变局以来，伴随着街头运动，社会的激
进化、极端化不断加速，社会稳定和安全秩序受到冲击。 另一方面，青年问题尤其突
出。 在绝大多数中东国家中，青年人口所占比例极高，是典型的“ 年轻化社会” 。 但由

于经济发展水平低，就业机会有限，中东青年的失业率高达 ３０％ 左右。 因难以就业，
中东青年在绝望之际很容易激进化，甚至加入极端组织。 许多青年既是极端主义的受
害者，又是极端组织的主体。 青年问题对社会稳定和安全构成威胁。
①

“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ｔｉｌｌ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ｏ Ｄｅｆｅａｔｉｎｇ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Ｓｉｓｉ，” Ｊｕｎｅ ２１，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 ／ ／ ｅｎｇ⁃

ｌｉｓｈ． ａｈｒａｍ． ｏｒｇ． ｅｇ ／ ＮｅｗｓＣｏｎｔｅｎｔ ／ １ ／ ６４ ／ ２７１３７０ ／ Ｅｇｙｐｔ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ｔｉｌｌ⁃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ｔｏ⁃ｄ． ａｓｐｘ， 访
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６ 日。
②

“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Ｄｒｏｕｇｈｔ ａ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ｏ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ｏｏｄ Ｐｒｉｃｅｓ，” Ｍａｒｃｈ ９，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ｕｒｒｉｙｅｔｄａｉｌｙ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ｄｒｏｕｇｈｔ⁃ａ⁃ｔｈｒｅａｔ⁃ｔｏ⁃ｇｌｏｂａｌ⁃ｆｏｏｄ⁃ｐｒｉｃｅｓ．ａｓｐｘ？ ｐａｇｅＩＤ ＝ ２３８＆ｎＩＤ ＝ ６３３５１＆ＮｅｗｓＣａｔＩＤ ＝ ３４４， 访问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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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能源安全、金融安全和难民问题都是 ２１ 世纪中东安全的新问题。 凡此种

种，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安全问题要么悬而难解，要么伴随着中东变局而趋于激化。
（ 二） 中东安全问题的根源

中东安全问题由来已久，成因复杂，表现各异。 究其根源是内外因素相互推动的
结果，集中反映在国际、地区和国家层面上。
第一，从国际层面看，“ 外部性（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ｙ） ” ① 是造成中东安全问题的独特根源。

在中东安全问题的成因中，外部影响是极为重要而独特的因素。 自近代以来，中东地
区一直处于不断分裂的状态。 许多人将中东视为分崩离析的“ 破碎地带” ，大国的角
逐则加剧了这一状况。② 域外大国将中东作为实现其战略利益的重要区域，利用地区
内部的矛盾进行渗透和扩张，建立以自身安全利益为根本的所谓“ 中东秩序” 。 主宰
中东的力量主要是域外大国，这就是中东国际关系演变中的“ 外部性” 特征。 域外力
量长期主宰中东秩序，中东国家被迫受制于外部势力的操控，难以主导自身发展，缺乏

自主性。③ 奥斯曼帝国瓦解后，中东地区一直缺乏可以抗衡外部列强渗透和干预的力
量核心。 虽然民族国家相继独立，形成了中东的独立国家体系，但是没有改变中东地
区受制于域外大国操控的局面。 一些新兴中东国家的崛起受到域外大国的压制，它们
实力有限，无法打破域外大国的主宰地位。 中东地区依旧处于国际体系中所谓“ 核心
区—半边缘区—边缘区” ④结构中的“ 边缘化” 位置。 域外大国一直扮演中东秩序的主
宰者，长期的外来干涉和争夺导致中东地区动荡不宁、安全问题异常尖锐，安全秩序无
法形成。 这是中东地区动荡不安的根本原因。
列强对中东的干预和争夺手段多样，既有赤裸裸的军事侵入，又有以各种名义策
动的颠覆行动。 从肢解奥斯曼帝国、武力瓜分中东进而分而治之起，就埋下了地区冲
突和纷争的种子。 从《 赛克斯—皮科协议》 《 贝尔福宣言》 到《 巴勒斯坦分治决议》 ，均
导致战端迭起，战火连绵。 中东地区一直是强权政治和外国干预的重灾区。 ２１ 世纪

以来，中东地区既见证了大规模武装入侵（２００１ 年阿富汗战争、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 ，
又目睹了所谓的“ 新干预主义” 旗号下的政治围剿和军事干预（ ２０１１ 年利比亚战争、
①

外部性是经济学术语，指主体的经济活动对他人或社会环境造成的影响。 按其损益情况，可分为正外部

性（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ｙ） 和负外部性（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ｙ） 。 在国际关系领域，外部性反映了一国行为给另一国或地
区带来的正面或负面效应。 这里的外部性特指域外大国行为对中东地区的影响及其连锁效应。
②

Ｓａｕｌ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Ｃｏｈｅｎ，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ｗｍａｎ ＆ Ｌｉｔｔｌｅ⁃

③

王林聪：《从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看中东国家发展的国际环境》，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第 ５６—５７ 页。

ｆｉｅｌｄ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Ｉｎｃ．， ２００９， ｐｐ．３５５－３５６．
④

伊曼努尔·沃勒斯坦著，郭方、刘新成、张文刚译：《 现代世界体系》 （ 第 １ 卷）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１９９８ 年版，第 ４６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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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以来叙利亚战争） 。 无论何种形式，外来强权特别是西方大国的介入都带来了

严重恶果：一是制造事端，引发新的矛盾和安全危机；二是留下一连串难以解决和根治
的安全难题。 列强在中东地区的反复争夺又导致中东安全问题出现恶性循环。 以此
而言，“ 外部性” 是中东安全问题的根源。
第二，从地区层面看，中东国家间的矛盾和冲突是中东安全问题激化的重要原因。
中东国家间关系错综复杂，既有历史上的积怨，又有现实利益的纠葛，还有域外大国的
操纵、利用和挑拨。 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冲突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巴勒斯坦领土上的
争端更是未曾间断。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巴以冲突不降反升，重新回到以暴制暴的老路
上。 武装冲突和战争的疑云再次笼罩中东，中东安全局势令人担忧。

值得强调的是，中东地区在民族国家体系建立后，由于各国国力强弱的变化以及
国家奉行的安全观和安全战略的差异，地区国家间关系相当复杂，地缘政治利益的争夺
异常激烈。 最突出的表现是一些国家在实力增强后就开始寻求改变既有的地缘政治格
局，走上了地缘利益争夺之路，甚至出现了“地区霸权主义”，严重威胁了地区安全。
地缘利益的争夺是中东安全问题恶化的重要因素。 以叙利亚战争为例，２０１１ 年
叙利亚内战爆发并演化为地区战争，深刻反映了地区国家间的地缘政治较量和大国博
弈（ 美俄在中东地区的争夺） 。 叙利亚战争交织着多重矛盾和多种力量，是观察中东

地缘政治争夺的重要窗口。 对于叙利亚政府和人民而言，叙利亚战争是一场捍卫主权
独立、领土完整、维护政权存亡、保卫民族的正义之战；对于中东国家而言，更多的是一
场以教派背景为阵营分野的地缘政治较量，即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逊尼派阵营与以伊
朗为核心的什叶派阵营之间的对抗不断加剧，叙利亚战争、也门战争、伊拉克重建、卡
塔尔断交等安全问题几乎牵动了所有的中东国家，成为两个阵营的博弈场。 其结果将
深刻改变中东地区关系和中东秩序。
域内国家在较量的同时往往又将域外大国的力量引入中东地区，或与其结盟，或依
附于大国，形成了内外联动的安全难题。 在伊朗与沙特阿拉伯的对垒中，外部势力频频
介入，使得叙利亚战争又变成了一场域外大国彼此争夺的“ 代理人战争”。 这不仅导致
叙利亚内战陷入僵局，而且使得中东安全危机逐步升级，中东安全问题更加复杂。
第三，从国家层面看，中东民族国家的内部矛盾和纷争是中东安全问题的内在根
源。 中东民族国家独立时间短，在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存在种种问题，社会和国家
整合进展缓慢，社会成员在认同上存在显著差异。 反映到现实层面，就是族群、部落和
宗教认同高于国家认同，极大地削弱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根基。 这一状况使得中东国家
内部的宗教和民族矛盾持续上升，一些国家（ 尤其是战乱国家） 的内部“ 裂变” 加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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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主义逐渐抬头。 当前，族群矛盾激化下的民族分离主义、部落主义（ 主要是利比亚）

已成为影响地区安全的重要因素。 对于中东的多民族国家来说，第三次世界民族主义
浪潮和西亚北非局势动荡引起的中东变局逐渐成为激化族群矛盾的催化剂。 在此背
景下，一些少数族群中的离心倾向和分离意识迅速蔓延。
中东变局引发的叙利亚危机激化了中东地区复杂的民族和宗教矛盾，对中东的现
代民族国家体系构成了威胁。 叙危机进一步激活了原本潜伏的教派和族群纷争，强化
了教派、族群以及部落成员身份，严重削弱了国家认同。 近期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力量
的自治倾向就是危机后续效应的表现，它将损害叙利亚领土和政权的统一。 同样，伊
拉克在萨达姆政权垮台后也陷于分崩离析。 “ 伊斯兰国” 崛起，几乎肢解了脆弱的伊
拉克。 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离心倾向与日俱增，从自治迅速迈向寻求“ 独立”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初，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主席马苏德·巴尔扎尼（ Ｍａｓｏｕｄ Ｂａｒｚａｎｉ） 表示，由于“ 伊
斯兰国” 在伊拉克北部和西部攻城略地，伊拉克事实上已经分裂。 因此，库尔德人应
当投票决定是否独立。① 此后为对抗“ 伊斯兰国” ，巴尔扎尼曾宣布推迟公投。 但是随
着“ 伊斯兰国” 大势已去，巴尔扎尼再度启动独立公投，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付诸行
动。 根据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独立公投委员会公布的信息，公投共收集了３０８．６万余
张有效票（ 投票率 ７２％） ，其中支持票占 ９２．７３％。② 公投结果反映了伊拉克库尔德人
争取独立的意愿，但是这种不顾伊拉克政府强烈反对的做法掀起了轩然大波。 一方
面，这加大了散居于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和自治意愿；另
一方面，公投遭到了伊拉克政府和周边国家的坚决回击。 伊拉克政府宣布公投非法，
出兵基尔库克，阻止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独立建国运动。 土耳其、伊朗等周边国家也采
取联合制裁，遏制库尔德民族的分离倾向。 可见，族群矛盾和内部冲突对中东国家的
安全构成严峻挑战，增加了地区安全和稳定的风险。

三

当前中东安全的困境

如前所述，外来干涉、历史积怨、地缘政治利益纠葛、教派冲突、族群纷争等内外因
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导致中东地区的安全问题不断恶化，形成了区域性安全危机和
安全困境。 当前中东的安全困境呈现多重性特点，表现在国内、地区和国际诸层面。
①

“ Ｉｔｓ Ｔｉｍｅ Ｉｓ ｆｏｒ Ｋｕｒｄｓ 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ｉ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Ｂａｒｚａｎｉ Ｓａｙｓ，” Ｊｕｎｅ ２４，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ｔｏｄａｙｓｚａ⁃

②

“ Ｉｒａｑｉ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ｕｍ，”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ｈｅｃ． ｋｒｄ ／ ｐｄｆ ／ １７３０８２８９２０１７＿ｅｎｇｌｉｓｈ％２０２． ｐｄｆ，

ｍａｎ．ｃｏｍ ／ ｎｅｗｓ⁃３５１１７３⁃ｉｔｓ⁃ｔｉｍｅ⁃ｉｓ⁃ｆｏｒ⁃ｋｕｒｄｓ⁃ｔｏ⁃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ｉｒ⁃ｆｕｔｕｒｅ⁃ｂａｒｚａｎｉ⁃ｓａｙｓ．ｈｔｍｌ，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８ 日。
访问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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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国内层面的安全困境

中东国家正处在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过程的复杂性、曲折性和不确定性加深了
中东国家内部的安全困境。 转型中各种矛盾集中释放或爆发，形成了对内部安全的全
面冲击。 例如，强人政权的垮塌带来的是一系列旧恨新仇的瞬间释放，造成社会失稳
和安全失序。 政教、教俗和族群关系长期困扰中东各国，它们在当前各国的政治和社
会转型过程中迅速演变为影响国家发展定位、走向和稳定的重大挑战。 例如，政教和
教俗关系直接决定了国家的性质、制度和权力分配，是国家的根本问题。 在中东变局
中，教俗阵营之间犹若水火、激烈对抗，多次出现流血冲突。 埃及军方推翻穆尔西政权
就是其中典型。 同样，族群和部落冲突的增加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国家的凝聚力，
成为国家内部安全的最大挑战。 中东地区的部落冲突主要有三种类型，分别是部落间
暴力冲突、反政府暴力事件和跨境恐怖暴力事件。 在利比亚和也门变局中，部落起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形成了部落武装割据的态势。 这不仅加剧了这些国家的“ 碎片化” ，
而且威胁着战后安全秩序重建。 无论是利比亚和也门的部落问题，还是叙利亚、伊拉
克和土耳其的族群问题，都反映了中东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艰难和现代化的挫败，国
家和社会整合难以在短时间内完成。 对此，有的学者指出，阿拉伯剧变之后中东安全
形势之所以恶化，其主要原因在于“ 后殖民时代阿拉伯国家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失
败和脆弱” 。① 复杂的政教 ／ 教俗关系、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共同构成了转型
时期中东国家的内部安全难题。
（ 二） 地区层面的安全困境
第一，原有的国家间纷争持续至今、难以解决，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互不相让的“ 死
结” 。 例如，２０１７ 年是英国发表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 贝尔福宣言》 １００ 周年，又是联
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决议 ７０ 周年，更是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 ５０ 周年。 但是，阿以
之间的这场跨世纪争端仍然看不到尽头，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仍然遥遥无期。 它引发
了无休止的冲突，成为中东地区动荡的总根源，直接影响了中东地区的和平发展进程，
形成了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之间难以和平相处的安全困境。
第二，中东变局导致中东秩序剧烈变动，加深了安全困境。 一方面，西亚北非局势
动荡引发中东秩序的整体失衡和局部失控，一些国家的安全秩序近乎崩塌。 利比亚、
也门、叙利亚、伊拉克、阿富汗战乱频仍，政府控制力衰减，局部地区陷入前所未有的安
全失序状态。 另一方面，伴随着中东秩序的重塑，新一轮地缘政治较量空前激烈，中东
①

Ａｍｒ Ｙｏｓｓｅｆ ａｎｄ Ｊｏｓｅｐｈ Ｒ． Ｃｅｒａｍｉ，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 Ｔｈｒｅａ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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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形成了新的安全困境。

第三，中东国家基于传统安全观制定的安全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地区安全困
境。 安全观是对安全和威胁的认知和判断，是各国在安全领域的思维模式的反映。 几
乎所有中东国家都持有传统安全观，在安全策略上往往针锋相对，甚至相互为敌。
以色列奉行“ 进攻型传统安全观” ，即绝对安全观。 它以军事安全为基础，以“ 强

军” 和美以特殊联盟为保障，以追求绝对安全为目标，常采取以攻为守、先发制人消除
安全威胁等方式解决安全问题，保障以色列的生存安全。 它反映了以色列对安全的高
度重视，代表了安全上的激进主义。 无论是对邻国的行动（ 例如以色列发动的黎巴嫩
战争） ，还是对巴勒斯坦所谓“ 安全威胁” 的定点清除，都反映了这种倾向。 然而追求

绝对安全往往将本国的安全利益凌驾于他国安全利益之上，构成了对其他国家的安全
威胁。 历史上，军事帝国通常以军事手段追求绝对安全，试图消除一切安全威胁。 但
是随着帝国的衰微，安全体系转瞬即逝。 因此，绝对安全观是旧式冷战思维的反映，是
一种难以持续的安全，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伊朗奉行“ 防御型传统安全观” ，它是以维护什叶派宗教和政权安全为目标的防

卫型安全观，主要手段是加强自主安全能力建设。 伊朗的安全观具有抵御外来威胁的
性质，也被称为“ 抵抗型安全” （ 近年伊朗强调自主发展，推进“ 抵抗型经济” ，形成了

“抵抗型安全” 和“ 抵抗型经济” 相结合的一套应对之策） 。 在这种安全理念的支配下，
伊朗正在构建什叶派安全共同体，组建以什叶派穆斯林为核心的安全联盟，应对西方
和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逊尼派阵营的威胁。 当前，伊朗深度介入伊拉克、叙利亚和也
门事务，就是其构筑安全屏障的表现。
沙特阿拉伯奉行“ 对外依赖型传统安全观” ，它以维护逊尼派宗教和政权安全为

目标。 其在自主安全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强调借助美国的安全庇护维护国家安全利益，
形成了“ 安全靠美国” 和“ 发展靠能源” 的“ 双依赖” 安全结构。 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
沙特阿拉伯实际上采取了“ 安全外包” 策略。 一方面，沙特阿拉伯同美国建立联盟关
系；另一方面，又“ 花钱买平安” ，通过大批采购美国军火这种特殊交易方式换取美国
的更多支持，防范可能出现的安全威胁。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沙特阿拉伯组建了海湾合

作委员会，其主要功能是应对伊朗的军事威胁。 近年来，沙特阿拉伯试图借重美国遏
制伊朗崛起，组建逊尼派阵营以对抗伊朗的什叶派阵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沙特阿拉伯
建立了伊斯兰国家反恐联盟，①该联盟拒绝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参加，具有明显的排
①

建立之初有 ３４ 个国家加入。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４１ 个伊斯兰国家的国防部部长齐聚沙特阿拉伯首都利

雅得，就反恐问题以及统一应对伊朗“ 威胁” 进行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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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性。 沙特阿拉伯与伊朗针锋相对，双方的对峙随着叙利亚危机、也门战争和卡塔尔
断交日趋尖锐，剑拔弩张。 这在整体上加剧了地区安全困境，其自身也深陷其中。
此外，中东地区的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以及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使得传统安全和
非传统安全问题持续发酵，进一步加深了中东的安全困境。
（ 三） 国际层面的安全困境
中东安全困境在国际层面的表现主要包括两点：一是域外霸权国家在中东地区的
长期对峙，二是域外霸权国家与中东国家间的矛盾冲突。
中东是域外霸权国家干预的重灾区。 很长时间内，域外霸权国家间对中东战略要
地的争夺和对战略资源的控制都是维护自身霸权利益、遏制和打压对手的有效手段。
列强在中东地区的争夺常常很激烈，矛盾难以调和。 这阻碍和破坏了中东地区的和平
进程，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中东的安全困境。
域外霸权国家与中东国家之间的较量也会制造事端，催生新的安全问题，造成新
的安全困境。 例如，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摧毁萨达姆政权；法国、美国、英国等北约国
家发动利比亚战争，推翻卡扎菲政权。 其结果是伊拉克和利比亚原有的安全秩序遭到
摧毁，新的安全秩序却难以确立，战后重建（ 包括安全重建） 裹足不前。 同样，１９７９ 年
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美国与伊朗之间进行了长期较量。 特别是 ２１ 世纪以来，双方围
绕着核问题进行激烈博弈，伊朗曾几度面临美国的军事威胁，安全形势严峻。 美国总
统特朗普上台后，多次扬言要退出伊核问题全面协议。 当前，在主要敌人“ 伊斯兰国”
溃败后，美国重新将伊朗视为在中东地区的主要对手，再度揪住核问题对伊朗实施制
裁和打压，并鼓动沙特阿拉伯、以色列等国一起遏制伊朗。 这导致中东安全局势趋于
恶化，安全威胁与日俱增，由外而内地加深了中东安全的困境。

四

中东的安全治理

随着中东安全危机的不断加深，安全问题的外溢效应愈加明显。 其安全困局不仅
危及周边地区和国家的发展和稳定，也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切。 为了避免中东安
全问题的持续恶化、防止安全危机失控，推动中东安全治理已经格外紧迫。
（ 一） 中东安全治理的主要缺陷
中东安全问题之所以愈演愈烈，安全局势的恶化之所以难以扭转，且呈现“ 灰犀
牛” 之势，归根结底是因为缺乏切实的安全治理途径，没有明确的安全治理目标，更缺
乏有效的安全管控机制，从而形成了具有双重性的安全困境和治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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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际层面看，域外霸权国家对于中东地区的安全问题或视而不见，或继续制造

新的麻烦，或以传统安全思维解决问题、打压异己、组建基于一己之利的同盟体系。 例
如，２０１７ 年 ５ 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中东，其目的旨在修复美国与旧盟友之间的裂
痕，重塑联盟体系，孤立和遏制伊朗。 但是，这种安全管理是片面的、排他的。

从地区层面看，既有的安全合作组织呈现明显的排他性和局限性。 海湾合作委员
会等合作机制实际上是排他性的次区域安全联盟，不可能实现有效的安全治理。 相
反，它们还会引起对手的强烈反弹。 例如，伊朗就以同样方式构筑什叶派安全联盟。
显然，这些机制提高了双方的安全成本，推高了地区安全风险。
从国家层面看，许多中东国家的安全建设有着突出的“ 外包” 性质，代价高昂。 实
际上，这种以军事安全为重点，依赖“ 安全外包” ———寄托于域外大国庇护的安全建设
路径是相当脆弱的和不可靠的。 １９７９ 年伊朗巴列维王朝的倒台和 ２０１１ 年埃及穆巴
拉克政权的垮台就是最好的注解。

由此观之，现有的中东安全机制存在着排他性、片面性和局限性，在现实中很难实
现有效的安全治理，更无法形成整体安全机制。
（ 二） 中东安全治理的思路
如何推动中东安全治理？ 这里涉及安全观、治理思路和途径以及可预期目标等因素。
第一，加强自主安全能力建设。 中东安全治理的最主要任务是提高安全能力尤其
是自主安全能力建设。 中东国家倚重外部尤其是西方大国的安全策略是短视而难以
持久的。 西方大国出于地缘战略的考虑，经常采取所谓的“ 平衡术” ，不愿意看到在中

东地区出现一个强大而独立的国家。 这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美国与伊朗和与土耳其
关系跌宕起伏的原因。 西方大国一方面向有些国家提供安全庇护，另一方面则不断制
造新的安全问题，借此插手地区事务、从中渔利。 如果不能摆脱这种表面上的“ 安全
依赖” ，中东国家就无法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

第二，以发展促安全。 从长远看，安全治理需要依托于可持续发展和自主型发展。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早已指出：“ 贫瘠的土地上长不成和平的大树，连天的烽火中结
不出发展的硕果。 对亚洲大多数国家来说，发展就是最大安全，也是解决地区安全问
题的‘ 总钥匙’ 。” ①２０１６ 年 １ 月，习近平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演讲中再次强调：“ 中
东动荡根子出在发展，出路最终也要靠发展。” ② 发展是中东国家最大的安全，推动可
①

习近平：《 积极树立亚洲安全观 共创安全合作新局面———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

②

习近平：《 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６ 年 １

上的讲话》 ，载《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２ 日。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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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发展和自主型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和保证，只有发展才能解决安全问题。

第三，以新安全观推动中东安全机制建设。 新安全观建立在普遍安全和共同安全
的理念基础之上。 只有这样，其安全才能可靠、持久、有保障。 相反，个别国家谋求所
谓“ 绝对安全” 则是不现实的。 在急剧动荡、冲突迭起的中东地区，一个国家很难独享
安全、独善其身。 “ 世上没有绝对安全的世外桃源，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国的动
荡之上，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挑战。” ①
（ 三） 中东安全治理的途径和目标
中东安全主体复杂，同时受各种因素的干扰和掣肘，安全治理困难重重，很难有立
竿见影的“ 良方” ，遑论建立“ 中东安全共同体” 。 然而中东安全治理刻不容缓，不能任
由其“ 烂” 下去，造成一损俱损的结果。 中东安全治理的途径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即从
国内安全、地区安全到全球安全的层面进行综合、整体治理。
第一，国内层面的安全治理：重建安全秩序，以发展促安全，重点加强自主安全能
力建设。 对绝大多数中东国家而言，确保政治安全、切实解决民生问题是首要任务。
尤其是对于一些战乱国家（ 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也门） 而言，政权建设、安
全重建更是当务之急。② 同时，在安全依托上应当由“ 安全外包” 向安全自主过渡。 有
关安全倡议和行动应当以中东国家为主体，充分体现自主性。 安全倡议必须来源于地区
内部，中东国家拥有主导安全进程的决定权；地区倡议必须遵循包容、综合和灵活的原
则；安全进程应当平稳、渐进，具有演进性；安全倡议必须平衡国家主权独立和公民的自
由权利。③ 总之，提高安全自主性应当是推进中东国家安全体系建设的核心和基础。
第二，地区层面的安全治理：以合作促安全，摆脱“ 零和” 思维，重点提高安全合作
水平，加强多层次的安全治理机制建设。 一方面，逐渐改变排他性的“ 联盟和集团安
全” ，推动“ 地区和整体安全” ，形成整体性的安全协作机制。 可以从建立双边安全机
制发展到多边安全机制，逐渐形成中东安全共同体。④ 另一方面，加强危机管理和威
胁应对机制建设，从反恐、抵制极端主义、水资源分配、边界问题等具体安全议题入手，
有针对性地开展安全合作，逐渐扩展到全面安全合作。
第三，国际层面的安全治理：重点是加强安全危机的管控和协调。 中东安全问题
①

习近平：《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 讲》 ， 载 《 人民日报》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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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全共同体的讨论，参见伊曼纽尔·阿德勒、迈克尔·巴涅特主编，孙红译：《 安全共同体》 ，北京：世

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２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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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球性问题的一部分。 中东安全问题常常波及各国，形成外溢效应和连锁反应。 极
端主义、恐怖主义、难民问题等很多问题的“ 源头” 都是在中东地区，只有加强“ 源头治
理” 才能切中要害。 一方面，倡导新安全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摈弃零和博弈
的思维模式。 强调域外国家的责任担当，以《 联合国宪章》 和国际法为准则，共同维护
中东安全。 积极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尤其是巴以冲突这一根源性问题的解决。 在未来
中东地区的安全机制中，地区国家应当是内核，外部国家仅承担功能性作用。① 另一
方面，要以联合国为平台、发挥联合国的主渠道协调作用，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中东安全
问题，推进中东安全机制的建立。
中东安全治理势必漫长而艰巨，只有内外联动、形成合力、恰当应对，才能实现安
全治理的目标。 中东安全治理需要设定近期和中长期目标。 在近期目标上，重点在遏
制极端主义思潮、打击暴恐势力、解决紧迫的民生问题、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尝试建立
有效的安全合作机制，从国家间双边安全合作迈向地区多边安全合作。 在中长期目标
上，则应推动构建中东安全新秩序，即以新安全观为引领，摈弃传统安全观；以自主安
全建设为基础，摆脱“ 安全靠大国，发展靠能源” 的“ 双重依赖” ；以多层次地区安全合

作为主要形式，通过联合国等机构的协调和推动，建立涵盖中东各国的共同安全机制，
实现中东地区的整体安全。
综上所述，中东地区长期处于战火和纷争之中，安全问题盘根错节、尖锐复杂，安
全危机严峻，呈现多重安全困境。 中东安全治理是一项艰巨的长期任务。 中东安全秩
序的建立困难重重，其挑战更是前所未有。 当前，传统安全观仍在中东各国占据主流，各
国在安全威胁认知上存在差异，各方在安全利益上存在冲突，尚难超越传统安全思维，在
安全合作上形成共识。 同时，中东秩序正在重塑之中，充满不确定性，各国及各种力量的
较量日趋白热化。 这预示着中东安全问题可能持续恶化，新的安全挑战或将接踵而来，
各种形式的安全威胁日益严峻。 因此，推动中东安全治理，建立有效的中东安全秩序更
是刻不容缓。 否则，中东的安全问题存在失控风险，在危及中东各国的同时波及整个世
界，演变为全球性安全问题。 从长远看，解决中东安全问题的关键在于将安全主导权掌
握在中东国家自身手中，提升它们的自主安全能力和水平。 通过包容、可持续和自主型
发展，从本源上解决中东安全问题。 为此，应当开展多层次的安全合作，推动有效安全治
理和安全机制建设，实现共同安全和普遍安全，真正形成稳定有序的中东安全体系。
（ 截稿：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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