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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 十 月 抗 议”事 件 审 思 伊 朗 二 元 政 治
结 构 的 稳 定 性*

陆 瑾＊

内容提要 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给该国政治和社会带来深

刻的变化。在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并实行了二元

政治结构，它具有超越社会阶层的宗教和教士集团统治国家特征。虽然 2018

年元旦前后伊朗突发“十月抗议”，但最终事件得到有效管控，其内在机理在

于伊朗二元政治结构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即宗教领袖能够较好地发挥

独特的平衡作用，多党派政治竞争须在伊斯兰体制内展开，伊斯兰革命卫队

是捍卫伊斯兰统治秩序的有力支撑。伊朗的二元政治结构有利于稳定，但其

长期低效运行，制度性腐败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从未来政策取向看，伊朗

需要加快提升国家经济治理能力和推进体制内的政治、经济改革，以维护政

治和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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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院海湾研究中心副秘书长 ( 北京 100007)。

1978 ～ 1979 年间，伊朗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运动———伊斯兰革命。

在这场革命进程中，伊斯兰主义、民族主义 ( 世俗和宗教民族主义) 及左翼

三大政治流派并肩反对王权统治。① 宗教领袖霍梅尼领导下的什叶派教士集团

具有更为广泛的群众基础，跃升为组织运动的领导核心。他们以什叶派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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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当代中东研究”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伊朗］ 阿巴斯·沙德鲁: 《伊斯兰革命: 从胜利到巩固 ( 1978 ～ 1981 年》 ( 波斯文) ，瓦兹

拉出版社，2009 年版，第 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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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教义作为政治动员的革命意识形态、以 “独立、自由、伊斯兰”作为运动

口号，利用清真寺、伊斯兰经学院等宗教网络，以及朝觐、主麻聚礼、阿舒

拉节等宗教习俗和纪念日开展组织工作，并推动各政治派别、新资产阶级知

识分子、巴扎商人和广大民众形成反王权统一战线，① 推翻了把现代化作为国

家合法性基础的巴列维王朝。在政治争论中，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经两次全民

公决得以建立，新政府把教法学家监护制度写进了新宪法。

在创建新体制的过程中，什叶派教士集团依照了霍梅尼的政治主张和学

说，但从革命口号中可以看到 “伊斯兰”并不是革命者追求的唯一目标，伊

斯兰主义者取得支配地位也不是必然结果，实际上，具有非凡魅力和坚定政

治意志的宗教领袖霍梅尼在赢得政治权力及实现政治统治中发挥了关键性的

作用。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仅 7 天时间，在霍梅尼的授意下，5 名宗教界人士组

建了伊斯兰共和党。该党宣称自己代表所有的伊斯兰政治流派和政治倾向，

强调和打算吸纳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流派中接近伊斯兰的那些领导人物入党，

并且在伊朗各地的清真寺和宗教机构内设置接收新党员的部门，注册党员人

数很快达到 700 万，成为伊朗当代政治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政党组织。那些属

于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流派但并非完全忠诚于伊斯兰意识形态的领导人

物也纷纷加入其中。② 伊斯兰革命委员会、宪法监护委员会、革命法庭、革命

卫队这些新的权力机构也相继建立，以两个核心推动建立伊斯兰政权: 一是

强调社会群体的作用和影响; 二是努力促进什叶派伊斯兰思想，并以此作为

政治统治的主轴。③ 在与反对神权统治的民族主义者、人民圣战者及左派成员

展开数年激烈乃至血腥的权力争夺后，什叶派乌里玛完全控制了国家机器，④

伊斯兰意识形态成为伊朗内政外交中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思想，国家政治、经

济、文化、外交和军事各领域全面伊斯兰化，并通过对外 “输出革命”以实

现对现行国际体系的革命性改造。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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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经历伊朗伊斯兰革命而建立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即将走过 40 年的

峥嵘岁月，始终保持了国内社会稳定，即使在席卷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剧变中

也未被裹挟其中。而值得注意的是，2018 年新年前后伊朗爆发了 “十月抗

议”①，该事件的持续影响带给人们以下思考: 为什么伊朗长期保持社会政治

秩序相对稳定，但一起因鸡蛋涨价引发的小规模抗议会演变成为全国性反政

府抗议示威行动? 为什么伊斯兰政权长期面对体制危机和严重的社会经济问

题，却能在过去几十年里仍较好地维护了政治秩序? 未来其是否能够且如何

继续保持较强的社会控制力? 本文将从伊朗二元政治结构体系的角度进行分

析，并对伊朗政治经济改革的路径进行探讨。

“十月抗议”事件的性质及特点

2013 年鲁哈尼总统上台执政后，伊朗政坛形成了温和派与改革派结盟抗

衡极端保守派的局面，并且在 2016 年的议会和专家会议选举中成功地利用民

意使绝大多数强硬保守派成员出局。2017 年初，“改革派联盟”最强大的支

持者、伊朗政坛元老拉夫桑贾尼突然离世，加剧了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权

力竞争。在当年 5 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鲁哈尼击败保守派候选人莱西赢得

连任，这标志着多数民众支持鲁哈尼对内推动经济结构改革、对外积极进行

建设性外交互动的政策。鲁哈尼在第二任期里能否解决青年人就业和改善民

生问题是改革派阵营赢得 2020 年议会及下届总统选举的关键因素，争夺领袖

继承人则是政治博弈的另一个焦点。因此，鲁哈尼再次当选总统后，保守派

加大了对鲁哈尼施政的掣肘。与此同时，美国特朗普政府确定了遏制伊朗的

政策，伊核协议前景的不确定性令伊朗国内外投资者犹豫、观望，伊朗经济

复苏乏力。在此背景下，伊朗爆发了自 2009 年“大选风波”以来最大规模的

反政府抗议活动。

( 一) 事件的主要表征

2017 年 12 月 28 日，伊朗第二大城市马什哈德突发群体性抗议集会，直

接导火索是鸡瘟引起鸡蛋供应量减少和鸡蛋价格上涨，② 抗议者喊出“对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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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抗议事件发生在伊历 1396 年 10 月 7 日至 10 月 14 日，故称之为“十月抗议”事件。
《国内鸡蛋价格上涨原因分析》 ( 波斯文) ，载伊朗学生通讯社网站: https: / /www. isna. ir /

news /96100402032，2017 － 12 －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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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涨说不”和“打倒鲁哈尼”等反政府口号，在城市周边地区举行的小规模

抗议活动中出现暴力特征。抗议活动在不到两天的时间里就蔓延至全国上百

座城市，示威者的口号政治色彩变得十分浓厚。伊朗内政部公布的调查结果

显示，全国参加抗议活动的总人次约 10 万，实际参加人数应为 4 万 ～ 4. 5 万

人。全国 42 座城市发生骚乱，并出现抗议者损毁私人或公共财物、纵火、砸

玻璃等暴力行为，约 900 名执法人员受伤和 5 000 人被捕。①

这场抗议运动是表意聚众的集体行动，不具有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属性。

社会运动理论家把制度外群体性政治行为即 “对抗政治”分为集体行动、

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三种类型。后两种类型具有制度化和组织化程度较高、

目标明确的共同特点，它们的区别在于是否谋求夺取政权并按照某种意识

形态对社会进行根本性改造。而集体行动是指那些没有明确目标，组织化、

制度化和所追求社会变革程度都很低的群体性政治行为。② “表意聚众”是

指纯粹为了表达或宣泄某种情感，或在表达或宣泄某种情感的过程中自发

形成 的 聚 众。③纵 观 “十 月 抗 议”的 全 过 程，我 们 可 以 归 纳 出 以 下 一 些

特征:

第一，该事件没有领袖人物和统一的领导，缺少组织资源。“十月抗议”

事件的组织化程度低，组织动员工作主要依靠社交网络，在伊朗占人口近

50%用户的即时聊天工具 ( Telgram) 发挥了重要作用，④ 但没有个人或政治

团体出面负责领导、运作和掌控运动的进程。那些受线上动员鼓动走上街

头的抗议群体内部涣散，总体表现软弱。一些原本是旁观或经过现场的人，

受情绪感染而加入游行队伍，它们的行为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由于缺少组

织历练和坚定的意志，抗议者在遇到治安人员驱赶时则 快 速 地 四 散 逃 离

现场。

第二，参与者缺乏共同的信念、坚定或明确的核心政治斗争目标。负责

抗议行动线上组织动员的主要账户 ( Amadnews) 在其主页上罗列了 7 点变革

诉求: 政教分离、废除教法学家监政制度、司法独立、全民公投、财富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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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部长: 调查显示即使在马什哈德抗议活动也是无组织的》 ( 波斯文) ，https: / /www. kha
baronline. ir /detail /761669 /Politics /government，2018 － 11 － 10。

赵鼎新: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二版，第 2 ～ 3 页。
冯仕政: 《西方社会运动理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 2 ～ 3 页。
“Iran Protests: Telegram and Instagram Ｒestricted”，https: / /www. bbc. com /news /world － middle －

east － 42529576，2017 － 12 －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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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新闻自由和撤销强制佩戴头巾法令。抗议示威者的口号具有多元性、

个体性和反动性，虽提到教法学家监护制度、伊斯兰意识形态及最高领袖等

政治禁忌内容，但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政策和腐败等

方方面面的问题。① 从总体看，抗议群体主要表现为借抗议行动实现自身利

益，并没有整体性的斗争目标。

第三，参与抗议的主体是缺乏理性、容易冲动的青年人。抗议和骚乱活

动参与者是介于 18 ～ 35 岁的社会中下层青壮年，其中多数人年龄低于 25 岁。

他们是后伊斯兰革命或后两伊战争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在政治观、价值观、

宗教和思想信仰等方面与父辈存在代际差异，而且注重个人偏好和需求，可

以全然不顾“侮辱领袖的言行等同于刑事犯罪”这样的戒律，掀倒印有最高

领袖哈梅内伊头像的巨型广告牌，以这种过激举动宣泄自身的挫败感和强烈

的愤怒之情。

( 二) 各执一词的抗议动因

伊朗国内对于持续一周的 “十月抗议”成因主要有三种观点: 经济压力

说、政治斗争说和外部干涉说。“经济压力说”赞成者认为，食品价格上涨、

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失业问题严重、民众生活水平持续下降和不满情绪长期

蓄积等经济因素驱使抗议者走上街头。强硬保守派支持这种观点，他们批评

鲁哈尼政府不重视民众在经济和生活上的诉求，掉进信任西方的陷阱，政府

失当的财政和经济政策导致民众生活压力加重。事发前，在当年总统选举中

败给鲁哈尼的候选人莱西的岳父在马什哈德主麻聚礼领拜时，公开批评鲁哈

尼实行的社会、经济政策。事发当日，不断遭到鲁哈尼政府追责的前总统内

贾德在南部城市布什尔的一场民众集会上，批评鲁哈尼无视大众关切，不了

解社会现实状况，对国家管理不善。但鲁哈尼的内政部长公开否定了坊间流

传的说法，即“抗议者主要是非法金融机构倒闭的受害者”。他认为，经济压

力和失业等问题导致抗议发生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一些调查结果显示，60%

的抗议者有职业，几乎没有抗议者与金融机构倒闭事件有关。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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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口号包括“打倒鲁哈尼”“对物价上涨说不”“打倒专制”“我们不要阿訇统治的国家”
“打倒哈梅内伊”“我们是雅利安人，不是阿拉伯人”“我们的钱到底是去哪了?”伊拉克、也门还是叙

利亚?”“伊朗什么最自由? 偷窃和压迫最自由”等，参见 ［伊朗］ 马吉德·默罕默迪: 《伊朗 96 年十

月抗议口号分析》，http: / /www. bbc. com /persian /blog － viewpoints － 42620668，2018 － 01 － 09。
《内政 部 长: 调 查 显 示 即 使 在 马 什 哈 德 抗 议 活 动 也 是 无 组 织 的》，https: / /www. khabar

online. ir /detail /761669 /Politics /government，2018 － 11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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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成 “政治斗争说”者认为，应把发生在马什哈德的抗议示威行动归

因于政治角力。改革派阵营指责强硬保守派和鲁哈尼政府的反对者是马什

哈德抗议活动背后的怂恿者，他们幸灾乐祸且在第一时间没有采取积极应

对措施而导致局势失控。在事件发生后，第一副总统贾汉吉里很快作出表

态，即极少数不法分子想借机给国家和政府制造混乱，经济问题被用来作

为借口，其他一些议题正在幕后进行。也有媒体报道称，最初在马什哈德

发生的抗议活动是由在第 12 届总统选举中败给鲁哈尼的候选人莱西的支持

者组织发起的，① 试图通过民众对经济和民生问题的抗议来抹杀鲁哈尼的政

绩。马什哈德是强硬保守派的大本营，莱西是由宗教领袖哈梅内伊任命的马

什哈德圣墓监护人，他掌管着伊朗最富有的宗教基金会，在马什哈德拥有大

量的拥护者，而且他的岳父利用主麻聚礼领拜人的身份撩拨穆斯林信众抗议

政府的情绪。
“外部渗透说”源于伊朗高层领导人的官方表态。伊朗最高安全官员阿

里·沙姆哈尼 ( Ali Shamkhani) 表示，这场抗议活动是美国、英国和沙特阿

拉伯通过社交媒体对伊朗发起的一场代理人战争。哈梅内伊谴责伊朗的敌人

使用武器、金钱、政治和安全机构煽动抗议活动，联手给伊斯兰政权制造麻

烦。他指出，敌视伊朗人民、伊朗政权和伊斯兰革命的美国人和犹太人策划

了这场运动，他们打算从小城市入手，然后扩展到中心 ( 地区) ，这个计划得

到某个海湾国家的资金支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谴责美国、以色列、沙特、
“伊朗人民圣战组织”及流亡海外的亲巴列维国王的人支持和煽动了这场骚

乱。示威行动爆发后，美国、德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积极表态，支持街头民

主抗议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务院官员在社交网站上极力 “声援”抗议

活动。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政权采取断网措施，他将会动用美国军用卫星

向伊朗民众提供网络服务。

事实上，在这场长达 7 天的全国性抗议活动中，没有任何政党、社会团

体或行业组织 ( 如工人、城市商人和教师等) 公开表示支持或提供保护。伊

朗内政部的调查报告指出，没有发现任何团体、政治派别、反革命和敌对分

子组织了本次抗议活动，但并非在推动抗议活动和使事态扩大方面没有发挥

·97·

① 《在伊朗多个城市发生抗议集会》 ( 波斯文) ，参见英国广播公司 ( BBC ) 波斯语网站:

http: / /www. bbc. com /persian / iran － 42513271，2017 － 12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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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①“经济压力说”的反对者提出质疑，近年来伊朗国内多次、多地发生

过由民生和经济问题导致的民众抗议集会，但都没有像在马什哈德的抗议行

动这样，仅在数小时后就不断扩大至全国范围的大小城市及地区。2012 ～

2013 年美欧严厉制裁伊朗时期，伊朗货币贬值、通胀加剧、物价升高的恶劣

形势对人民生活造成的压力和伤害要严重得多，当时虽然出现过小规模的骚

乱，但很快都被平息。《伊核全面协议》达成后，伊朗经济形势开始向好，国

内生产总值呈正增长态势，通货膨胀率已降至近 20 年来的最低点。但支持

“经济压力说”者认为，运动爆发前不久，鲁哈尼在向议会提交的新一年政府

财政预算草案中包括了计划提高汽油、水、电价格，取消 3 000 万人的现金补

贴，减少国家对开发项目的投资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内容。而且在同一时期，

美元兑换伊朗货币里亚尔汇率跌至历史最低点，意味着鲁哈尼第一任期保持

汇率稳定政策的失败，通货膨胀必将卷土重来。这些与经济相关的因素终于

成为压倒众多悲观失望者的 “最后一根稻草”。

( 三) 事件持续发酵的影响

美国对伊朗强硬政策不断加码。 “十月抗议”事件将伊朗国内尖锐的政

治、经济、社会矛盾暴露无遗，增加了美国以压促变的信心。2018 年 1 月 12

日，美国特朗普总统宣布将最后一次延长对伊朗问题的制裁豁免。随之美国

发动心理战、政治战和经济战，试图迫使伊朗接受对 《伊核全面协议》的重

新谈判。5 月 8 日，特朗普竟然不顾其他签约国的一致反对，贸然宣布美国将

退出《伊核全面协议》，且将分两个阶段开始对伊朗实施全面制裁。美国国务

卿蓬佩奥对伊朗提出了 12 项谈判要求，作为伊朗换取美国免除所有经济制裁

和全面重建两国关系的条件，涉及伊朗的国家主权、内政与安全等不容妥协

的问题。美国还联合以色列、沙特等国恶化伊朗的外部安全环境，推进沙特

领导组建“阿拉伯版北约”，以遏制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以色列对叙利

亚境内“与伊朗相关”的军事目标进行猛烈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叙

利亚损失惨重。特朗普政府在伊朗民众使用频率较高的社交媒体上，不断散

布有关伊朗官员及其子女的腐败丑闻、伊朗各地抗议活动的新动向及伊朗在

叙利亚的资金投入等，以此诋毁伊斯兰政权的合法性和推动政权更迭。

·08·

① 《内政部长: 调查显示即使在马什哈德抗议活动也是无组织的》 ( 波斯文) ，载伊朗新闻在线:

https: / /www. khabaronline. ir /detail /761669 /Politics /government，2018 － 03 －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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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哈尼政府的公信力严重流失。在美国开始“史上最严厉的制裁”之前，

伊朗的国内市场汇率再现了 2013 年时的场景。基于历史记忆和对美国制裁影

响的预期，2018 年 4 月初民众在焦虑和恐惧中开始疯狂抢购美元、黄金、汽

车等被认为可保值的物品。4 月 9 日政府宣布统一汇率新政，但未能及时出台

相关的细则，导致有用汇需求的民众因无法在银行正常兑换外汇而怨声载道。

为保护国内生产和减少外汇消耗，政府于 6 月底颁布禁止进口 1 339 种商品的

清单，导致德黑兰大巴扎商人集体罢市，数百商贩及抗议者示威游行，并蔓

延至伊斯法罕、阿拉克、克尔曼沙等地。7 月中旬，伊朗发生罢工、罢市的城

市已经达到了 15 座。9 月，鲁哈尼在联大发言时美元汇率已高达 1: 190 000。

随着伊朗国内出现投资减少和原材料价格上涨情势，企业生产萎缩，失业率

上升，民众消费能力大幅下降，工作和收入最不稳定的底层民众倍受煎熬。

行业罢工、地方性抗议活动愈演愈烈，政权维持社会稳定的代价日益增大。

政治派系之间的内耗升级。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历史紧要关头，统治

集团内部激烈的派系斗争导致失望情绪在全社会弥漫。强硬保守派把美国退

出《伊核全面协议》当成打压鲁哈尼政府和改革派的机会，公开羞辱鲁哈尼，

甚至扬言要罢免其总统职位。强硬保守派元老、专家会议主席要求鲁哈尼就

达成《伊核全面协议》事宜向民众公开检讨和道歉，政府的外交团队要负责

并使欧洲承诺保护伊朗的利益。伊斯兰议会副议长、改革派支持者莫塔哈里

公开致信对此回应说，签订 《伊核全面协议》是最高领袖的决策而非总统鲁

哈尼，而且专家会议没有权力对外交部门的工作指手画脚。外长扎里夫批评

这种政治内斗，他表示，这个国家有些人没有利用 《伊核全面协议》带来的

机遇思考如何促推经济发展，反而选择政治斗争。

概而言之，伊朗社会经济发展中积累、产生的新旧矛盾，如因利益诉求

而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会影响国家政治稳定。“十月抗议”事件的发生直接

表现为经济问题所引发的社会矛盾激化，经济因素只是该事件发生的表征及

部分原因，其背后则彰显派系竞争加剧这一不容忽视的现象。釜底抽薪伊朗

多元中心的政治权力架构，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和对事态发展的控制力。

在事件结束后的数月间，统治集团内部未能弥合在政策上的分歧及形成和解

与团结的局面，加之鲁哈尼政府一度出现金融、经济政策失误和措施应对不

力，进一步加大了民众与政权、社会与政府以及政治派别之间的裂痕。由此，

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是: 该事件是否是伊朗政治不稳定的 “风向标”? 伊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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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伊斯兰政权的可持续性如何?

伊朗二元政治结构的维稳功能

伊朗政治发展态势与该国独特的政治结构密切相关。伊斯兰革命后，伊

朗建立起二元政治结构的政权体系。所谓二元政治结构，是指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的政治权力体系由宗教和世俗两套权力机关构成，具有宗教政治与民主

政治二元相结合的特征。

伊朗二元政治体系的建立有历史渊源，尤其是深受伊斯兰教什叶派政治

文化的影响。伊朗是伊斯兰文明中什叶派文化的代表。在伊朗，宗教与政府

有古老的、历史性和结构性的关联，2 000 多年前伊朗即开始政治合法性和宗

教合法性的构建。在伊朗伊斯兰教的发展过程中，政治与宗教的合法性体现

为政教合一的统治。① 16 世纪，萨法维王朝确立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教派为国

教，并以该教义作为纽带形成多民族共同体的国家。在国家领导权与合法性

方面，当政者采取国王统治国家与教法学家获得信徒拥护并管理库姆 “圣城”

并行的方式。② 乌里玛颂扬和支持萨法维王朝并加入国家官僚机构，萨法维王

朝统治者为乌里玛提供财政支持，并通过任命行政官员萨德尔 ( sadr) 管理

乌里玛。③ 王权与教权结成同盟，相互支持，什叶派教士成为一个特权阶层。

在伊斯兰革命进程中，伊玛目霍梅尼和宗教组织发挥的决定性作用为革命后

基于平民主义和伊斯兰意识形态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模式奠定了基础。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实行教法学家监护制度，使政治与宗教实现高度融合。乌里玛

在国家权力架构中获得统治地位，不仅不再像过去那样与统治者对立和抗争，

而且能够在国家政治结构内与政府展开互动。④

伊斯兰政权的政治建构，不仅有教法学家系统为代表的传统性，也有宪

法和三权分立的现代性。自 1906 年立宪革命和颁行宪法起，伊朗就开启了民

主实践的进程。1979 年 12 月颁布的伊朗宪法使教法学家监护制度合法化，是

·28·

①

②

③

④

程彤: 《伊朗政治合法性与宗教合法性之构建》，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 年第 3 期，

第 30 页。
王振容: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治制度研究 ( 1979 ～ 2012 ) 》，世界知识出版，2015 年版，

第 61 页。
吴冰冰: 《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版，第 60 页。
［伊朗］ 阿巴斯·莫萨拉·内贾德: 前引书，第 259 ～ 2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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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政权二元政治结构的根基。该部宪法规定，伊斯兰政权的合法性在于:

一是教法学家监护制度，二是人民选举和全民公决。由此产生的二元政治结

构具有以下特性，使其在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方面可发挥独特作用。

( 一) 领袖具有绝对领导地位，可发挥独特的平衡作用

伊朗“二元政治”体系的核心是领袖制度和教法学家系统，体现了伊朗

政治制度中的伊斯兰特性。最高领袖既是国家的政治领袖也是宗教领袖，其

权力范围覆盖了伊朗各大治国机构，立法、司法和行政机构在领袖的监护下

独立行使权力。领袖还担任武装力量总指挥。国家政治管理系统的中枢教法

学家系统包括以领袖为核心的专家委员会、宪法监护委员会 ( 以下简称 “宪

监会”) 、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司法机构等重要的权力机构。① 一是由公民

投票选举产生的专家会议，负责选定和罢免宗教领袖的国家重要权力机构，

由 86 名教法学家和宗教学者组成。二是宪监会，主要负责审核专家会议、总

统、议会和内阁等权力机构成员的候选人资格，监督专家会议、总统和伊斯

兰议会选举及公民投票，并负责审议和确认议会通过的一切决议案必须符合

伊斯兰教义和不违反宪法。宪监会由 12 人组成，其中 6 人是领袖直接任命的

教法学家。三是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其职责包括为领袖制订国家大政方针

出谋划策、在议会和宪法监护委员会就议案发生分歧时负责仲裁等。该委员

会的所有成员由领袖确定，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机构负责人、宪监会 6

名教法学家、武装力量总参谋长等。四是受教法学家绝对领导的司法机构。

司法总监由领袖任命的经学权威 ( 穆智塔希德) 担任。最高法院院长、总检

察长及司法部门的主要领导人都是教法学家。这样的制度设计使领袖与教法

学家结成紧密的、相互依托的关系。

在伊朗政治体制与政治发展中，最高领袖是国家大政方针的最终决策者，

而不是国家政策的制订者和实施者，在国家政治进程中多通过行使权力发挥

独特的引导和平衡作用。对于平衡政治，霍梅尼和哈梅内伊两任领袖采取的

做法不尽相同。在肃清了教俗异端的政治反对派后，伊玛目霍梅尼凭借个人

威望和领袖地位引导体制内各种政治力量展开和平竞争。他关于社会、文化、

政治和安全等各种问题阐述的政治立场被当作政府制定政策的方针，他对政

治和组织竞争造成的危机实施纵向干预。霍梅尼不主张消除体制内的政治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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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政治派别，他的政治行为模式是以国家政治领袖的身份直接干涉，促使

各种团体之间达到平衡与和解。霍梅尼在临终前安排修订宪法，在扩大领袖

权力的同时制约总统的权力，以防领袖地位受到冲击，从而影响国家安全。

这一重大的制度调整使伊朗避免了领袖 “继承危机”带来的政治动荡。

哈梅内伊的个人魅力远不及霍梅尼，而且他是以中级宗教职位当选最高

领袖，因此他对行使领袖权力进行直接干涉十分谨慎。从哈梅内伊被推举成

为霍梅尼的继承人起，他的宗教领袖合法性被就受到来自宗教界的质疑和挑

战。尽管 1989 年修订的宪法不再要求当选领袖的宗教职位必须是仿效的源

泉，但一些教士认为他不具备成为宗教权威的资格，甚至要求他把宗教领袖

职能让渡给宗教权威人士，避免成为领袖合法性危机的长期隐患。领袖哈梅

内伊主要通过宪监会控制和平衡各政治派系，宪监会半数成员由领袖指定，

能够很大程度上体现领袖的意志。伊朗多年的政治实践表明，宪监会利用手

中审核候选人的权力有效地影响了总统和议会选举。在 2013 年的总统选举

中，与领袖有隔阂的务实派领袖拉夫桑贾尼被宪监会以年龄大为由取消了参

选资格。在 2005 年和 2009 年的总统选举中，代表保守派的内贾德得到了哈

梅内伊的公开支持，宪监会利用对候选人的审核权打压改革派。在 2017 年总

统选举中，内贾德不听领袖的劝告报名参选总统，被宪监会取消了参选资格。

由于在 2009 年大选风波中，领袖哈梅内伊的领袖合法性危机再次爆发，他在

宪法赋予的权力内实施干预也变得更加谨慎了。

宗教力量在二元政治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是伊斯兰政权长期稳定的制

度性保证。从制度安排和特征角度看，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权威与伊斯兰教

的基本原则融为一体，他作为组织者通过政治构架和人事安排对宗教和世

俗政治事务拥有决定性影响力，同时又作为协调者以睿智平衡乃至控制各

种派系的政治力量和政治竞争。宪法监护委员会通过对候选人的资格筛选，

以确保当选者执政不偏离伊斯兰共和国的轨道; 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是地

位高于议会和宪监会之上的权力机构; 专家会议理论上有罢免领袖的权力，

但其候选人资格受制于宪监会的批准，而宪监会的半数成员由领袖指定。

领袖拥有任免一些强大的半官方基金会和经济组织领导人的权力，这一制

度安排的控制力直接延伸至经济领域进行权力寻租，由此产生制度性腐败。

尽管在“十月抗议”中出现了高度政治化的宗教话语和对领袖不满的口

号，但领袖未见失去拥护者和号召力，而且继续得到专家会议的支持。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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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大量的宗教追随者，并通过派遣自己的代表到国家各关键部门、任命各

省主麻聚礼领拜人以及国家广播电视机构声像组织领导人等，控制着意识形

态和舆论导向。

( 二) 政治参与多元，多党派政治竞争在伊斯兰体制内展开

伊朗二元政治体系的另一特征是拥有标志着政治现代化的民选最高国家

权力机构，这些在政治体制中具有共和性的元素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人民

的利益。伊朗宪法规定，通过选举的方式表达民众的意志是国家行使权力的

基础。伊朗总统由民选产生，是继宗教领袖之后的国家最高领导人，领导除

直接由领袖负责的那部分事务之外的行政事务，在领袖任命之后才可行使其

政治权力。伊朗伊斯兰议会是国家最高立法机构，负责审批政府财政预算及

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协议，有权质询和弹劾总统、部长。290 名议员全部

通过民众直接投票产生。

领袖能够影响总统和议会选举，但不能掌控选举结果，影响的大小既取

决于其自身意愿，也取决于与民意之间的关系。领袖有权否决总统选举结果，

也有权罢免总统，但哈梅内伊非常谨慎使用这项权力。① 由于鲁哈尼政府未能

兑现很多在《伊核全面协议》签订时所作出的承诺，伊朗国内一些强硬保守

派趁机向鲁哈尼政府发难。他们认为，鲁哈尼政府在兑现承诺上失信于人，

在保障伊朗签署核协议后应该得到的经济利益上缺少能力，应该被弹劾或者

被取代。但领袖哈梅内伊阻止了这些人的意图，他强调鲁哈尼是民选总统。

议会和总统是国家政策的制订者和实施者，具有相当的政策和权力空间，

但受到领袖和宪监会的控制。2013 年鲁哈尼总统上台后积极与西方靠拢和推

动达成《伊核全面协议》，领袖坚持美国不值得信任的立场，但并没有进行强

硬阻止，而是顺应主流民意，支持外长扎里夫为首的核谈判团队及控制谈判

进程。为回应民众的诉求，政府加大反腐败、反权力寻租的力度，期望为青

年人任职提供机会。基于此，政府向议会提交了 《禁止政府雇佣退休人员法

案》，并获得议会通过。领袖哈梅内伊肯定该法案具有打破 “封闭的管理圈”

的优点，但认为按“一刀切”方式执行不正确，有丰富经验的任职人员应作

为个案而保留其职务。议长拉里贾尼按照领袖的要求下令对该法案进行修订，

并在议会坚持要针对“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融资法” ( CFT) 进行立法，但宪监

·58·

① 金良祥: 《伊朗的领袖治国模式刍议》，载《西亚非洲》2015 年第 4 期，第 46 ～ 51 页。



西亚非洲 2019 年第 1 期

会要求进行重新修改，最终该法案中的错误在宪监会和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

代表在场的情况下得到纠正。上述情况表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独特的政治

治理模式，为上至总统、下至普通民众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生活提供了路径，

使民意得到释放，有利于保持国内社会稳定。

与此同时，二元政治结构下的大选和多党派政治竞争为伊朗政治多元化

提供了条件，但不给任何反伊斯兰体制的团体和个人以生存的空间。派系不

断分化重组与权力争夺是伊朗政治生态的主要特征。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

以来，保守派 ( 原则派) 、务实派 ( 温和派) 和改革派是活跃在伊朗政坛上

的主要力量。进入 21 世纪以来，这些派别内部进一步分化，在伊朗政治发展

中备受关注的力量被划分为传统保守派、改革派、务实派、新保守派、务实

保守派 ( 新务实派) 和温和派。政治竞争会产生不稳定，但所有这些派别都

是体制的拥护者和受益者，它们的分歧在于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伊斯兰

政权统治者不允许有体制外的政治派别参与政治竞争，对于政治异见者一律

实行严厉打击。

议会对政府制约的作用则沦为保守派与改革派两大阵营之间政治博弈的

工具，最常见的方式是议员寻求质询或罢免总统内阁部长。美国特朗普政府

退出《伊核全面协议》和重新对伊朗制裁，使伊朗经济陷入严重困境。由于

鲁哈尼政府应对货币大幅贬值失策，保守派议员迫使鲁哈尼撤换了中央银行

行长，另有四位部长或主动辞职或被议会投票表决罢免。议会还就银行、失业、

通货膨胀、经济萧条、货币贬值等问题对总统鲁哈尼本人进行了质询。鲁哈尼

说，货币贬值的原因是伊朗社会问题、国际外交政策和美国制裁心理战等的混

合影响，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保守派议员对鲁哈尼的回答表示不满。

位于上层的宗教权力机关对世俗权力部门任何涉及政治体制改革的举措

都保持高度戒备，必要时实施干涉政策。改革派哈塔米总统执政时期，改革

派要求加强共和国的民主成分，把 “伊斯兰”与 “共和”之争论推向新高

潮。伊朗大学生在 2003 年的示威运动中再次提出了修改宪法和政教分离的诉

求，得到议会多数议员的支持。250 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致领袖哈梅内伊的公

开信，要求民选产生的总统和议会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领袖负责，这实际

上触及了政治体制的核心问题。但宗教统治者们不允许上述言论伤害到自己

的权力，不断给总统哈塔米施压，伊斯兰革命卫队、民兵组织、司法等国家

强力机关则不惜运用暴力手段进行打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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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由此可以看出，伊朗 “二元政治”体系下的三权分立受到来自领袖

和上层宗教权力机关的制约。尽管总统作为共和属性的国家最高行政机关首

领受到来自横向和纵向的各种制约，但制度化的选举使广大民众有表达自身

诉求的正常途径，统治集团也能够根据民意调整政策。同时，各派系通过政

治竞争轮流上台执政，促进了国家的政治多元化，有助于实现国泰民安。但

这种多元政治权力中心弊端在 “十月抗议”事件中也尽显无疑，权力各方没

有在第一时间采取防止势态扩大的有效措施，这是抗议活动在全国蔓延的主

要原因。武装部门由领袖指挥，革命卫队控制着国家通讯部门，声像组织掌

握在强硬保守派手里，总统鲁哈尼无法控制舆论宣传。

( 三) 伊斯兰革命卫队是既得利益者，也是政治稳定的力量

伊斯兰革命卫队成立于伊斯兰革命胜利后数日，是受领袖控制的革命力

量，由忠于伊斯兰革命目标的人组成，目的是保卫革命成果、捍卫伊斯兰政

权。宪法确定了革命卫队的地位，与政府、议会和司法机构并行，服从最高

领袖的领导，并以伊斯兰事业为目标。革命卫队是与军队平行的正规军事力

量，曾在两伊战争中建功立业。初期主要由中低阶层虔诚的教民组成的民兵

组织 ( 巴斯基) 是革命卫队下属的准军事部队，在和平时期主要配合治安部

队维护国内秩序和治安。民兵组织成员与伊斯兰革命卫队一样效忠领袖，平

时的集结地点是政府机关、大学和各地的清真寺。他们在辅助治安部队维护

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平息抗议骚乱中。

伊朗革命卫队下属企业囊括了伊朗大部分的国有经济，类似于一个庞大

的商业垄断组织。两伊战争结束后，拉夫桑贾尼政府请求革命卫队利用充足

人力、装备和资金，参与国家基础设施项目 ( 如卡尔河大坝、德黑兰—萨维

高速公路等) 的建设，革命卫队从此涉猎经济领域。革命卫队拥有自己的军

工企业、核技术研发公司，掌握或介入国家通讯、制药、石油等关键经济部

门，参与边境、海上走私活动，不向政府纳税。鲁哈尼政府以打击腐败和垄

断为名，逮捕革命卫队企业的一些腐败分子，惩处玩忽职守之人，要求一些

革命卫队企业关停并转以降低革命卫队对国有经济的控制份额，但阻力很大。

不论是在受到制裁还是解除制裁的时段，革命卫队都会从中获得经济利益。

革命卫队企业有比一般企业更强的绕过美国制裁的能力: 外国公司在伊朗经

营项目之时，它可以与之展开合作; 外国公司从伊朗撤出后，它则接手原有

项目，均可从中获利。革命卫队有能力帮助政府缓解经济压力，维护社会安

·78·



西亚非洲 2019 年第 1 期

全与稳定，但也是鲁哈尼政府实施经济改革政策的最大阻碍。

革命卫队与总统鲁哈尼的另一分歧则表现在对外政策方面。革命卫队代

表伊朗的强硬保守势力，是鲁哈尼缓和美伊关系和达成 《伊核全面协议》的

反对者，不断以试射导弹和举行大规模军演对美国政府展现强硬立场、回应

美国制裁。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支持革命卫队增强军事能力，革命卫队在伊朗

武装力量中具有最精良的装备。革命卫队在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等多地

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络，在海湾地区部署了防卫力量。革命卫队在地区做强、

做大，成为美国遏制和制裁伊朗的借口之一，这也是 “十月抗议”事件中出

现大量反对国家外交政策口号的根源。

综上，在过去 40 年的政治发展实践中，二元政治结构及宗教权力机关高

于世俗权力机关的制度配置对政治安全十分有效。保守派长期控制着国家强

力部门，不允许任何个人或群体对现行政治体制进行挑战; 以各种强有力的

手段和措施打击和排除政治异己，严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关; 严防境外反

对派势力对政权进行渗透、颠覆活动，凡与境外反对党勾结和合作的组织和

个人都将以“敌视政权” “危害国家安全”等罪名受到法办。面对大规模的

抗议活动，统治集团或安抚或以暴力镇压手段阻止运动升级。伊斯兰政权垄

断着国家武装力量，警察、民兵、革命卫队、军队等强力国家机器，控制着

国家石油收入和网络通讯，而且有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统治的坚强意志。在

“十月抗议”事件中，革命卫队在发生暴力事件的地区实施了干预行动。

伊朗政治与社会稳定面临的困境

伊朗政治统治的变化总是受到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的影响，这也是 1979

年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使伊朗政权发生更迭的原因。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二

元政治结构是伊朗选择的符合其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政治体制。几十年来，

伊朗以最高领袖为核心的二元政治体制经历了两伊战争、地区动荡以及西方

制裁等严峻考验，国家长期保持了政局相对平稳、社会相对稳定。

过去 40 年来，伊朗统治集团坚持制度自信和战略定力，顶住了西方制裁

的压力，增加了执政的合法性。① 今天，伊朗人民为国家的独立和自由而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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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豪，为自己生活在和平与安定的国度里感到欣慰，更为本国科学家们在核

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干细胞技术、航天和航空技术等领域取得令世

人瞩目的成就而感到骄傲。但前述 “十月抗议”事件折射出伊朗政治发展出

现了新情况。当下，伊朗的二元政治结构亦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双重因素的

挑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 一) 伊朗政治上的保守化与政治现代化大潮存在矛盾

亨廷顿认为，政治现代化包括 3 个基本方面: 一是权威的理性化，由单

一的、世俗化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威取代各种传统的或宗教的家庭的种族的

政治权威，即把权力集中于公认的公共机构手中。二是政治功能的专门化，

各种专门职能部门，如立法、军事、行政和科学，都应有专门化的机关去执

行。各级行政机构更精细、更复杂、更有纪律性。三是全社会各阶级广泛的

政治参与，公民直接参与政府事务并受其影响。① 伊朗实行二元政治结构模式

是在现代化背景下维护伊斯兰价值观的需要，政治伊斯兰从体制上解决了传

承伊斯兰文化价值观的问题，但也带来政治和社会的保守。在互联网高速发

展时代，当政者已经很难禁锢民众的思想和封闭个人自由表达的空间。更何

况在西方世界生活着数百万伊朗人，他们与在伊朗国内的亲朋好友时刻保持

着关联。伊朗是年轻化的社会，他们希望改革开放，依法治国，权力机关各

司其职，总统和议员兑现大选承诺，提高统治者的治理能力。

而事实证明，二元政治体系自身的建构无法避免因多元权力中心造成的

内耗，二元性的制度安排加大了政治竞争的烈度，并且不能保证这些竞争会

导致良好的结果。国家陷入无休止的政治冲突和社会隔阂，无法真正启动国

家现代化进程。此外，二元化的官僚体制架构削弱了国家行政机构的效率，

使之无法实现有效治理。政府摆脱不了利益集团的左右，加之外部压力，很

难长期关注经济发展。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十月抗议”抗议口号矛头直指教法学家监护的政治

体制。抗议者不要求推翻政权，但希望在既有的权力体系架构下实现部分权

力由宗教权力机关让渡给世俗权力机关。“十月抗议”事件的参与主体是青年

人，他们希望同西方国家关系正常化，希望伊朗在国际社会不再被孤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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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政治生态环境更加宽松和自由，经济更快发展，减少制度性腐败。但是

《伊核全面协议》达成后，现实的阻力使鲁哈尼无法推动境内外资本实现对工

业生产的投资，提高就业率，从根本上扭转他们生活水平不断恶化的情势。

鲁哈尼屡屡抱怨私人企业无法与宗教基金会和革命卫队控制的、享受着国家

财政补贴或官方外汇价格的企业竞争。保守派宗教势力控制着的司法机关，

使鲁哈尼难以兑现言论和新闻更自由、对妇女放松执行过严的伊斯兰教规等

大选承诺。鲁哈尼在第二任期选择了对领袖和革命卫队妥协，组建了一个相

对保守的内阁，让支持他的改革派十分不满。因此，失望的青年人把经济问

题的根源归结于法基赫政治体制和最高领袖的掣肘。

( 二) 经济发展困境加大了政府执政的压力

从长期来看，良好的经济发展是实现国家政治稳定的根本保证。政府能

力是政府把国家目标转化为现实的能力，它不仅包括政治调控能力，而且还

包括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能力。唯有政治治理与经济治理二者的协调发展，

才能形成有利于国家政治稳定的国内环境。过去 40 年来，伊朗经济未能实现

可持续的良性发展，长期面对一系列问题: 高失业率、高通胀率、高补贴、

全要素生产率低、多数国民不参与创造国家财富、收入分配不合理、税收在

政府财政收入中占比低、外国投资不足、经济对外依存度高、对世界经济贡

献率低和私有化进程缓慢等。伊朗经济效率低下很大程度源于政府各部门的

低效率: 一方面，受制于二元化、相互制约的管理机构低效运行，以及政治

意识形态的影响; 另一方面，石油收入为臃肿且老龄化的政府管理机构提供

着资金保证，无上升通道的专业技术人才大量移民海外。自 20 世纪 90 年代

以来，伊朗政府一直在努力推进经济私有化，以期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国家

竞争力，但其结果则是: 越来越多实行私有化改造的工厂倒闭或发不出工资，

成为很多地方发生抗议活动的动因。这些企业因管理者不善经营，或没有进

行技术更新而被市场淘汰，更多的则是利益集团将政府国家的财产转移到了

自己亲朋好友的手中，财富和资本全部集中在那些富有权力的群体手中，从

中谋私利。

当前，伊斯兰政权面对的最大挑战是支持政权的底层民众数量正在不断

减少。伊斯兰革命后最初 10 年，由于战争、制裁、推行伊斯兰节俭生活方式

和发放政府补贴，并且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等原因，伊朗基本上实

现了社会公平。社会生活一元化防止了社会贫富严重分化，却难以有效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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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宗教机关的官员利用权力进行利益输送，两伊战争结束后官员腐败问题越

来越严重。随着政府减少政策性补贴，支持伊斯兰革命的下层民众生活压力

越来越大。“十月抗议”事件使鲁哈尼政府不得不搁置经济改革计划，政府仍

将继续向广大民众提供补贴，由此造成没有足够的资金投资基础建设领域，

更加不利于就业问题的解决。

( 三) 美国等国与伊朗关系趋紧，不利于伊朗国内政治稳定

一方面，外交是国内政治发展的延续; 另一方面，外部国际环境也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内政治的发展。中东地区历来是世界大国博弈之地，美国

等大国深层干预中东地区事务，对于伊朗而言尤为如此。2018 年 11 月 5 日，

美方重启第二轮对伊朗的制裁，涉及能源、银行、船运和造船等领域，并制

裁伊朗超过 700 名个人和实体。伊朗官方表示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进而改

变政策，一再强调有能力应对美国制裁。尽管美国之外的其他 《伊核全面协

议》签约国都表示反对美国对伊朗的单边制裁，但美国的金融霸权、二级制

裁和“长臂管辖”让各国企业都无法忽视，即使以 “易货贸易”方式也很难

绕过美国的制裁。欧盟早已出台政策，支持欧洲的中小企业留在伊朗市场，

但资金支付渠道则面临困境。出于对美国报复的担心，一直没有任何欧洲国

家愿意作为特殊支付渠道 ( SPV) 的载体国来与伊朗进行金融业务往来。而

且受美国制裁压力的影响，“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 ( SWIFT) ① 已于

2018 年 11 月 10 日切断了和伊朗银行的金融支付业务。就目前形势看，伊朗

未来的社会稳定很大程度将取决于美国制裁对国内经济造成的影响。2018 年

以来，伊朗国内很多进口商的生意已难以为继，当年支持伊斯兰革命的巴扎

商人已成为对现政权最不满的群体之一。美国对伊朗制裁不断加剧，使越来

越多的青年人因为外资公司撤走而失业。鉴于经济影响的滞后性，遭受美国

新一轮制裁的伊朗在接下来的数月其工厂生产和就业情况还会进一步恶化。

多年来，伊朗民众对国家花费大量外汇用于涉及叙利亚、伊拉克、黎巴

嫩 ( 真主党) 、也门等国问题深感不满，这也是为什么抗议中会出现反现行外

交政策的口号。伊朗具有通过边贸、走私和本国船运等方法反制裁的能力，

但成本很高，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短时间内，街头抗议和外部渗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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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撼动伊朗政府，但非长久之计。2020 年初，伊朗将迎来新一届议会选举。

可以预计，在选举前的 2019 年，伊朗国内政治博弈会较以往激烈，将进一步

加大国内社会政治稳定的风险。

伊斯兰政权的二元政治结构使宗教和世俗两套权力系统关系错综复杂，

既相互制约，又功能重叠，而且独特的派系政治竞争模式加大了内耗的程度，

这些体制性的弊端无助于国家实现经济良好地发展。但自伊朗建立二元政治体

系以来，该国政治统治集团能够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迁而通过对制度框架的

调整不断地适应新形势，不仅修改过宪法，还进行过多次国家权力机构的调

整，撤销了总理一职，增减过一些国家权力机构，其中包括宗教和世俗两类

权力机关。正因为伊朗的政治制度与运行过程具有灵活性，青年人才以政治

抗争的方式推动更进一步的政治体制改革。

小 结

1979 年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给伊朗政治和社会带来深刻的变化。在宗教

领袖霍梅尼领导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和实行教法学家监护制度。在此

基础上，伊朗政治形成了二元结构及超越社会阶层的宗教和教士集团统治国

家的特征。宗教领袖具有最高权威且能够较好地发挥平衡作用，多党派政治竞

争只能在伊斯兰政体下展开，而伊斯兰革命卫队是捍卫伊斯兰统治制度的强有

力力量，这是伊朗二元政治结构 40 年来保持基本稳定的重要因素。2018 年元旦

前后伊朗突发的“十月抗议”事件，直接导火索是经济问题，但根源在于社会

矛盾激化，以及背后隐藏的政治派系博弈因素。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实施“极限

施压”政策，进一步加深了伊朗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伊朗的二元政治

结构有利于稳定，但长期低效运行，制度性腐败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伊朗伊斯兰政权需要持续推动政治现代化，特别是

必须回应人民群众政治民主化和文化多样化诉求的挑战。自 2009 年伊朗 “大

选风波”和“阿拉伯剧变”后，多数伊朗民众包括更多的知识精英和中产阶

级支持伊斯兰政权进行体制内的渐进式改革。人民向往和平且有尊严的生活，

厌恶无休止的派系权力斗争和政治内耗，期待国家治理体系更有效地运行，

政府健全行政法规体系，提高管理效率，放松对公民私人事务的管控，大力

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把社会公正和遏制腐败落到实处。青年人渴望学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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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获得工作机会和上升的空间，国家走向更加开放而非更加保守，更积极

地融入国际社会而非闭关自守。2019 年恰逢伊斯兰革命胜利 40 周年之际，伊

朗再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内外压力推动伊朗加快提升国家经济治理能力

和进行体制内的政治经济改革，不断克服原有伊斯兰体制中的一些弊端，构

建发展型政府，解决好民生问题，以发展促稳定，这将是伊朗伊斯兰政权在

二元政治结构体系下能够继续维护政治与社会稳定的政策取向。

Examining the Stability of Iran’s Dual Political Structure
from the Event of“Dey －mah Protest”

Lu Jin

Abstract: The victory of the Islamic Ｒevolution in 1979 brought profound

changes to Iran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religious leader

Khomeini，the Islamic Ｒepublic of Iran established and implemented a dual political

structure characterized by religious and clerical rule that transcends social

strata. Although Iran’s“Dey － mah Protest”occurred around New Year’s Day in

2018，the incident was effectively controlled，and its internal mechanism lies in the

function of Iran’s dual political structure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that is，

religious leaders can better play a unique balancing role; multi － party political

competition carries out within the Islamic system，and the Islamic Ｒevolutionary

Guards firmly defends the order of Islamic rule. Iran’s dual political structure is

conducive to stability， but the long － term inefficient operation， institutional

corruption seriously restricts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uture

policy orientation，Iran needs to accelerate the improvement of national economic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promot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reforms within the system

to promote political and social st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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