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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发展新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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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２０００ 年巴沙尔执政以来ꎬ 尤其是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叙利亚危机爆发

后ꎬ 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日益成为该国重要的反对派政治力量ꎮ 在此期间ꎬ
叙利亚穆兄会的新变化表现在主要活动、 政治主张、 地位与影响等方面ꎮ 其

主要活动包括: 积极寻求改变ꎬ 实现内部整合ꎬ 尝试与叙利亚政府和解ꎻ 寻

求与叙利亚国内外其他反对派合作ꎬ 同时亦与反对派争夺影响力ꎻ 更换领导

人ꎬ 加强自身组织建设ꎻ 尝试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ꎬ 参与军事斗争ꎻ 组建新

政党等ꎮ 叙利亚穆兄会政治主张涉及国家观、 宗教观、 民族观、 国际政治观

等方面ꎮ 就其地位和影响而言ꎬ 在大国、 地区国家地缘政治博弈的大环境下ꎬ
叙利亚穆兄会逐渐被边缘化ꎻ 与大国、 地区国家的关系也陷入相对被动的局

面ꎮ 就未来走向而言ꎬ 叙利亚穆兄会虽然希望能在叙利亚政治舞台上占据一

席之地ꎬ 但囿于复杂多变的中东地区局势和叙利亚国内局势ꎬ 该组织很难在

叙利亚未来的政治重建进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ꎮ
关 键 词　 叙利亚穆兄会　 巴沙尔　 叙利亚战争　 战后重建　 边缘化

作者简介　 朱传忠ꎬ 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郑州大学世界史博士

后、 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洛阳　 ４７１０２３)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爆发的叙利亚危机ꎬ 至今已经持续了 ８ 年之久ꎬ 国内外学界

对叙利亚局势的关注和研究仍在持续升温ꎬ 而作为叙利亚反对派重要力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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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兄弟会 (以下简称 “叙穆兄会”) 也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ꎮ① 本文在综

合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ꎬ 拟从新发展、 政治主张、 与各方力量

的博弈与合作、 未来走向等方面对叙穆兄会对该国政治发展与国家间关系的

影响进行追踪研究ꎮ

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的新发展

在 ２０００ 年巴沙尔执政前ꎬ 叙穆兄会经历了酝酿与成立时期、 合法参政时

期、 转向激进时期和海外活动时期等发展阶段ꎬ② 且经历了从合法参政到非法

活动ꎬ 从非暴力手段到暴力反抗ꎬ 从国内斗争到国外活动的转变ꎮ ２０００ 年 ７
月ꎬ 巴沙尔阿萨德子承父业上台掌权ꎬ 并开启了叙利亚政治经济改革进程ꎮ
他在经济、 宗教、 政治等方面进行的改革ꎬ 被称为 “大马士革之春”ꎮ③ 叙穆

兄会则把老阿萨德去世视为获得官方承认的良机ꎬ 巴沙尔的改革倾向更加增

强了穆兄会妥协的欲望ꎮ④ 叙穆兄会发展由此进入新阶段ꎬ 并提出了许多新的

政治主张、 政策目标、 行动方案等ꎮ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ꎬ 阿拉伯媒体爆出所谓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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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的主要研究成果有: 金宜久、 吴云贵: «伊斯兰与国际热点»ꎬ 东方出版社ꎬ
２００１ 年版ꎻ 王新刚等: «现代叙利亚国家与政治»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ꎻ 涂龙德、 周华: «伊斯兰

激进组织»ꎬ 时事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版ꎻ 朱传忠: «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的演变及其特点»ꎬ 载 «西亚非

洲» ２０１２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４６ ~ ６１ 页ꎻ 王晋: «叙利亚重建的困境、 归因与超越»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３ ~ ２９ 页ꎮ

国内学者亦将叙穆兄会的发展演变划分为建立与早期发展、 转向政治反对派、 流亡时期等发

展阶段ꎮ 参见王新刚等: 前引书ꎬ 第 ２７２ ~ ３１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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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宣言”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ｏ ｏｆ ｔｈｅ ９９)ꎬ 该宣言呼吁废除国家紧急状态ꎬ 释放政治犯ꎬ
实施承认集会、 出版和言论等自由的宪法ꎮ①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ꎬ 巴沙尔政府

释放 ６００ 多名政治犯ꎻ 允许私营媒体出现ꎬ 允许加入全国进步阵线的政党出

版发行自己的报纸ꎬ 特别是各类政治性论坛涌现且十分活跃ꎮ 然而好景不长ꎬ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ꎬ 叙利亚政府又开始逮捕政治活跃分子ꎬ 短暂的 “大马士革之

春” 就此收场ꎮ 巴沙尔的上台也让周边国家将此看作同叙利亚缓和关系的转

折点ꎬ 纷纷向巴沙尔政府抛出 “橄榄枝”ꎬ 其中约旦最为突出ꎮ② 早在 ２０００ 年

２ 月ꎬ 约旦就关闭了叙穆兄会在其境内的政治局、 信息局ꎬ 并禁止叙穆兄会在

安曼召开舒拉会议ꎬ 迫使其转到伊拉克的巴格达ꎮ 此外ꎬ 约旦还驱逐了叙穆

兄会的领导人巴彦努尼ꎮ 事实上ꎬ 巴沙尔上台后不久ꎬ 约旦政府就要求巴彦

努尼离开安曼ꎬ 最终迫使其流亡英国伦敦ꎮ 由此看来ꎬ 穆兄会在叙利亚的处

境多变ꎬ 为适应形势该组织与叙利亚政府、 其他政治组织之间ꎬ 以及在自身

发展方面均有一些新变化ꎮ
第一ꎬ 积极寻求改变ꎬ 实现内部整合ꎬ 尝试与叙利亚政府和解ꎮ １９９６

年ꎬ 叙穆兄会选举阿里萨德尔丁巴彦努尼为总训导师ꎮ 在巴彦努尼的

领导下ꎬ 叙穆兄会对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叙利亚境内的政治暴力活动进行

了深刻反省ꎬ 调整了叙穆兄会的奋斗目标和斗争手段ꎬ 主张摒弃暴力ꎬ 利

用和平手段推动复兴党实施内部改革和对外开放ꎬ 走向民主ꎬ 与包括叙穆

兄会在内的所有反对党开启对话ꎬ 寻求叙利亚民族复兴的途径ꎮ③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 ３ 日ꎬ 叙穆兄会发布 «民族尊严政治行动宣言» (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ｏｎｏｕｒ
Ｐａｃｔ)ꎬ 承诺参与民主政治活动ꎬ 谴责使用暴力ꎬ 呼吁实现叙穆兄会与叙利

亚国内外反对派力量对话ꎬ 寻求建立 “现代国家”ꎮ 该宣言提出ꎬ 新政权应

该是多元的ꎬ 倡导政府通过自由选举方式实现权力转移ꎻ 公民社会、 反对

派组织应在推进政治民主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ꎮ 此外ꎬ 该宣言还倡导民主、
人权、 性别平等ꎬ 并提出国家需要进行 “权力的和平变革”ꎮ④ 该宣言在一

定程度上反映了叙穆兄会的变化ꎮ 然而ꎬ 政府对宣言的反应是消极的ꎮ 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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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一位高官对此这样解释: “该宣言表明叙穆兄会力图摆脱危机状态ꎬ 试

图通过新的认同重获在叙利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ꎮ” 他还表示: “任何熟悉

该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特点的人ꎬ 都不会被宣言所蒙蔽ꎮ 叙穆兄会过去是

一个充满暴力的组织ꎬ 由此何以同政府谈共存ꎮ”①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 ２３ ~ ２５ 日ꎬ
叙穆兄会在伦敦召开会议ꎬ 起草并颁布了 “民族尊严宣言”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２
月ꎬ 叙穆兄会公布了建立公民国家的纲领——— «叙利亚未来政治规划»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Ｓｙｒｉａ)ꎬ 这份纲领以法制、 多元主义、 公

民社会和权力和平移交为要义ꎮ
在经历了巴沙尔新政府执政初期短暂的和解之后ꎬ 叙穆兄会对当局的态

度又从改革现政权变为推翻现政权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叙穆兄会发表宣言声称ꎬ 叙利

亚的现政权不能代表叙利亚人民ꎬ 也不能代表国家利益ꎬ 因为它已经完全将

自己从叙利亚的社会和传统中分离出去ꎮ② 叙穆兄会从 ２００６ 年开始以民族拯

救阵线名义发布各种宣言ꎬ 表现出对现政权的敌意ꎮ ２００９ 年初ꎬ 叙穆兄会领

导人巴彦努尼声称ꎬ 巴沙尔政权是国外势力的代言人ꎬ 只有它被取代ꎬ 真正

的 “民族和解” 才能实现ꎮ 由此ꎬ 我们可以看出 “此阶段叙穆兄会的性质并

未改变ꎬ 始终是以非法组织的身份进行活动ꎬ 更未得到叙利亚政府的承认和

肯定ꎮ 虽然两者之间的关系一度出现缓和ꎬ 但这种缓和是有条件的ꎬ 而它们

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ꎮ”③

第二ꎬ 寻求与叙利亚国内外其他反对派合作ꎬ 同时亦与反对派争夺影响

力ꎮ ２００２ 年 ８ 月ꎬ 叙穆兄会与多个反对派在黎巴嫩集会ꎬ 发表 «叙利亚民族

宪章»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ａｃｔ ｉｎ Ｓｙｒｉａ)ꎬ 宪章重新界定了叙利亚的公民、 法制、 民

主、 多元主义、 平等和非暴力等概念ꎮ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ꎬ 公民社会复兴委员会呼

吁与其他组织 (包括穆兄会) “开放对话渠道”ꎮ④ ９ 月 ８ 日ꎬ 叙利亚人民民主

党领导人里亚德图尔克 (Ｒｉａｄ ａｌ － Ｔｕｒｋ) 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愿意与叙穆

兄会合作ꎮ ２００５ 年底ꎬ 叙利亚前副总统叛逃后ꎬ 寻求与叙穆兄会接触ꎮ 自此ꎬ
叙利亚反对派活动逐渐活跃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ꎬ 叙穆兄会和叙利亚政治反

３２１

①
②
③
④

Ｅｙａｌ Ｚｉｓｓｅｒ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５７
王新刚等: 前引书ꎬ 第 ３１２ 页ꎮ
同上书ꎬ 第 ３１５ 页ꎮ
Ｊｏｓｈｕａ Ｌａｎｄｉｓ ａｎｄ Ｊｏｅ Ｐａｃｅꎬ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３０ꎬ Ｎｏ １ꎬ

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０７ꎬ ｐ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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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派发表 «大马士革宣言»ꎮ① 该宣言确立了民主、 非暴力、 反对与当局合作

和民主变革四项指导性原则ꎮ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ꎬ 叙穆兄会与前副总统阿卜杜哈

利姆哈达姆 (Ａｂｄ ａｌ － Ｈａｌｉｍ Ｋｈａｄｄａｍ) 在布鲁塞尔成立民族拯救阵线 (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ａｌｖ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ｎｔꎬ ＮＳＦ)②ꎬ 但上述举动并没有征得 «大马士革宣言» 其

他签署方的同意ꎬ 加剧了叙穆兄会和宣言其他签署方的分歧ꎮ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ꎬ
民族拯救阵线呼吁叙利亚民众抵制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ꎮ 然而ꎬ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一说为 ２００８ 年年底) 叙穆兄会宣布退出民族拯救阵线ꎬ 哈达姆指责叙穆兄

会寻求与当局和解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ꎬ 阿拉伯变局的 “多米诺骨牌” 效应冲击叙

利亚ꎬ 巴沙尔面临执政 １１ 年来最大的挑战ꎬ 叙穆兄会试图在乱局中发挥重要

作用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ꎬ 叙穆兄会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会议ꎮ ６ 月 ６ 日ꎬ 在巴

彦努尼的倡议下ꎬ 叙穆兄会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会议ꎬ 为弥合阿勒颇派和

哈马派的战略分歧ꎬ 成立了所谓的 “支持革命全国联盟”ꎮ③ ８ 月 ２３ 日 (一说

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ꎬ 叙穆兄会与其他反对派力量联合ꎬ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宣

布成立叙利亚全国委员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Ｓｙｒｉａ)ꎬ 实现了与其他反对派的

再次联合ꎮ④ 该委员会包括穆兄会、 知识分子和世俗的政治精英ꎬ 成为海外影

响最大的政治反对派组织ꎮ⑤ 因美国以及支持叙利亚海外反对派的阿拉伯国家

感到叙利亚全国委员会被叙穆兄会所控制ꎬ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ꎬ 在卡塔尔首

都多哈ꎬ 叙利亚反对派在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的支持下ꎬ 重新组织成立了

叙利亚全国联盟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ꎬ 又称 “叙利亚革命与反对派力量全国联

盟”)ꎮ 叙穆兄会并不认同组建叙利亚全国联盟ꎬ 指责该组织是外国主要是西

方干预的结果ꎮ⑥

此外ꎬ 叙穆兄会与其他反对派力量争夺影响力的斗争也在加剧ꎮ 在叙利

４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大马士革宣言» 的英文版ꎬ ｓｅｅ Ｄａｍａｓｃｕｓ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ꎬ Ｔｕｅｓｄａｙ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０１ꎬ ２００５
ｓｅｅ: ｈｔｔｐ: / / ｆａｃｕｌｔｙ － ｓｔａｆｆ ｏｕ ｅｄｕ / Ｌ / Ｊｏｓｈｕａ Ｍ Ｌａｎｄｉｓ － １ / ｓｙｒｉａｂｌｏｇ / ２００５ / １１ / ｄａｍａｓｃｕｓ －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 ｉｎ －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０５ꎮ

Ｊｏｓｈｕａ Ｌａｎｄｉｓ ａｎｄ Ｊｏｅ Ｐａｃｅ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５８
Ｎａｏｍí Ｒａｍíｒｅｚ Ｄíａｚꎬ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Ｏ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１０８
叙利亚全国委员会 (ＳＮＣ) 的历任领导人分别是伯翰加里昂 (Ｂｕｒｈａｎ Ｇｈａｌｉｏｕｎꎬ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阿卜杜拉巴希特希达 (Ａｄｂｕｌ Ｂａｓｉｔ Ｓｉｄａꎬ ２０１２ 年５ 月 ~ ２０１２ 年１１ 月)、 乔治
萨巴拉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ａｂｒａꎬ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至今)ꎮ

王新刚等: 前引书ꎬ 第 ４０７ 页ꎮ
Ｙｅｈｕｄａ Ｕ Ｂｌａｎｇａ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６１ －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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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全国联盟中ꎬ 叙穆兄会就与叙利亚全国运动 (ＳＮＭ) 展开权力竞争ꎮ 叙利

亚全国联盟曾在叙利亚自由军控制的叙利亚北部地区成立临时政府ꎮ① 在临时

政府人选问题上ꎬ 叙穆兄会希望艾哈迈德图赫曼 (Ａｈｍａｄ Ｔｏｈｍｅ) 出任临

时政府总理ꎮ 为此ꎬ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ꎬ 全国联盟解散了贾萨姆希图 (Ｇｈａｓｓａｎ
Ｈｉｔｔｏ) 领导的临时政府ꎬ 由艾哈迈德图赫曼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４ 日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２ 日间担任临时政府总理ꎮ 全国联盟的一位重要成员对此评论称ꎬ “叙穆

兄会不认同叙利亚反对派的多元性ꎬ 只希望图赫曼当选ꎬ 然而他并不能代表

叙利亚人民的意愿ꎮ”② «大马士革宣言» 签署方的秘书长萨米尔纳沙尔

(Ｓａｍｉｒ Ｎａｓｈａｒ) 则称ꎬ “无论在中东地区ꎬ 还是在叙利亚国内ꎬ 叙穆兄会坚持

成为政治进程的主要行为体ꎬ 它试图控制叙利亚全国联盟领导层、 临时政府

和叙利亚军事委员会ꎬ 而忽视其他反对派力量ꎮ”③

第三ꎬ 更换领导人ꎬ 加强自身组织建设ꎮ 巴沙尔执政以来ꎬ 叙穆兄会领导

层两次更换总训导师ꎬ 前后相继的三位总训导师为阿里巴亚努尼 (１９９６ ~
２０１０ 年)、 里亚德沙卡法 (Ｒｉａｄ ａｌ － Ｓｈａｑｆａꎬ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４ 年) 和穆罕默德希

克马特瓦利德 (Ｄｒ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Ｈｅｋｍａｔ Ｗａｌｉｄꎬ ２０１４ ~ )ꎮ④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ꎬ 穆罕

默德利亚德沙卡法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Ｒｉａｄ ａｌ － Ｓｈａｑｆａ) 接替巴彦努尼出任叙穆

兄会新一任总训导师ꎮ⑤ 这实际上是叙穆兄会内部哈马派对阿勒颇派对抗、 分

化的结果ꎬ 以哈马派的暂时胜利收场ꎮ ２０１４ 年夏ꎬ 沙卡法四年任期结束ꎬ 叙

穆兄会再次面临选择新领导人问题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选举举行的时间是

５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所谓临时政府是由叙利亚革命与反对派力量联盟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１８ 日在土耳其控制的叙利亚

北部城市阿扎兹成立的ꎬ 共有 ７ 个部长职位ꎮ 现任临时政府总理是贾瓦德阿布哈塔卜 ( Ｊａｗａｄ Ａｂｕ
Ｈａｔａｂ)ꎮ

Ａｙｍａｎ Ｓｈａｒｒｏｕｆꎬ “Ｔｈｅ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ａｓｃｅｎｄａｎｃｙ ｏｆ Ｓｙｒｉａ’ｓ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ꎬ Ｆｅｂｕｒａｒｙ１２ꎬ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ｎｏｗ ｍｍｅｄｉａ ｍｅ / ｌｂ / ｅｎ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５６４４８３ － ｔｈｅ －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 ａｓｃｅｎｄａｎｃｙ － ｏｆ －
ｓｙｒｉａｓ － ｍｕｓｌｉｍ －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ꎬ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０５

Ｉｂｉｄ
瓦利德时年 ７３ 岁ꎬ 诗人ꎬ 生于叙利亚的拉塔基亚ꎬ 眼科医生ꎬ 曾担任沙特阿卜杜拉阿齐兹

大学的助理教授ꎬ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成为瓦阿德党的主席ꎬ 曾是叙利亚全国委员会的成员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
瓦利德辞去党主席职务ꎬ 成为叙穆兄会的总训导师ꎬ 任期为四年ꎮ ２０１５ 年年中ꎬ 在接受采访时ꎬ 瓦利

德鼓励流亡的叙利亚兄弟会成员返回叙利亚ꎬ 在叙利亚国内重建穆兄会ꎮ 著名的叙利亚穆兄会专家拉

斐尔勒费维拉 (Ｒａｐｈａëｌ Ｌｅｆèｖｒｅ) 称ꎬ 瓦利德极具外交手段和妥协精神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为参与暴力

活动ꎬ 熟练掌握英语ꎮ 瓦利德当选ꎬ 得益于哈马派的支持ꎬ 因为该派并没有提出自己的人选ꎬ 也是派

系竞争的结果ꎮ
Ｙｖｅｔｔｅ Ｔａｌｈａｍｙꎬ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Ｒｅｂｏｒｎ ”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ＸＩＸꎬ Ｎｏ ２ꎬ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３３ －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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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月 ６ 日)ꎬ 叙穆兄会舒拉委员会宣布瓦利德当选新的总训导师ꎮ① 在加强自

身建设方面ꎬ 叙穆兄会成立了保护平民委员会ꎬ 并加强青年组织建设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ꎬ 叙利亚反对派 (主要是伊斯兰主义者) 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会议ꎬ
宣布成立支持叙利亚革命全国联盟 (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 旅居法国的伊斯兰主义者纳齐尔哈基姆 (Ｎａｚｉｒ Ｈａｋｉｍ) 当选

联盟主席ꎮ②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ꎬ 该联盟成立保护平民委员会ꎬ 由海萨姆拉赫曼

(Ｄｒ Ｈａｉｔｈａｍ Ｒａｈｍａ) 领导ꎮ 保护平民委员会的宗旨是为叙利亚国内的革命人

士提供物质支持ꎮ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ꎬ 叙穆兄会在伊斯坦布尔成立青年组织ꎮ 由

此ꎬ 叙穆兄会通过组织建设欲提升自身领导力和影响力ꎮ
第四ꎬ 尝试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ꎬ 参与军事斗争ꎮ 起初ꎬ 叙穆兄会并不

支持军事斗争ꎬ 直到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才公开宣布支持武装斗争ꎮ 据悉ꎬ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一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ꎬ 叙穆兄会组建了 “保护革命委员会” (Ｓｈ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并自称是 “温和伊斯兰主义者的独立联盟” 和

“寻求支持人权的负责任行为体”ꎮ④ 但很快叙穆兄会内部就出现了分歧ꎬ 一

些成员认为穆兄会不应该卷入军事行动ꎬ 因为它是一个致力于宣教的组织ꎮ⑤

而另一些以艾哈迈德拉马丹为代表的叙穆兄会成员则支持建立武装派别ꎮ⑥

６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瓦利德的竞争对手是胡萨姆贾德巴尼 (Ｈｏｓａｍ Ｇｈａｄｂａｎ)ꎬ 时年 ４０ 岁ꎬ 计算机工程师ꎬ 出生

于大马士革ꎬ 生活在约旦ꎬ 是阿勒颇派推举的人选ꎮ Ｒａｐｈａëｌ Ｌｅｆèｖｒｅꎬ “Ｎｅｗ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ꎬ ｈｔｔｐ: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 ｍｅｃ ｏｒｇ / ２０１４ / １２ / １１ / ｎｅｗ － ｌｅａｄｅｒｓ － ｆｏｒ － ｓｙｒｉａｎ － ｍｕｓｌｉｍ －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ꎬ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０９

纳齐尔哈基姆ꎬ １９５０ 年出生于叙利亚阿勒颇ꎬ 大学教授ꎬ 曾担任巴黎欧洲人权研究所的所

长ꎬ 铿迪私立学校的校长ꎬ 电子公司的技术管理人员ꎬ 现任法国伊斯兰组织联盟的副主席ꎮ
委员会的成员否认该组织与穆兄会成员有联系ꎬ 声称该组织是独立的、 非派别的ꎬ 仅仅具有

伊斯兰民族主义倾向而已ꎬ 并非穆兄会的代理人ꎻ 拉赫曼本人也否认与穆兄会有任何联系ꎮ 穆兄会的

成员尔萨则认为ꎬ 委员会是由穆兄会成立的ꎬ 但不全是穆兄会的决定ꎮ
Ａｒｏｎ Ｌｕｎｄꎬ “Ｓｔｒｕｇｇｌｉｎｇ ｔｏ Ａｄａｐｔ: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ｉｎ ａ Ｎｅｗ Ｓｙｒｉａ ”ꎬ ｈｔｔｐ: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ｏｒｇ / ２０１３ / ０５ / ０７ / ｓｔｒｕｇｇｌｉｎｇ － ｔｏ － ａｄａｐｔ － ｍｕｓｌｉｍ －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 ｉｎ － ｎｅｗ － ｓｙｒｉａ － ｐｕｂ －
５１７２３ꎬ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０９

Ｒａｐｈａëｌ Ｌｅｆèｖｒｅꎬ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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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 ４ 月成立的叙利亚民族行动小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ｆｏｒ Ｓｙｒｉａ) 的领导人ꎬ 后又组建了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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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年 ６ 月ꎬ 艾哈迈德拉马丹发起成立了名为 “叙利亚革命阵线” 的组

织ꎬ 其成员包括沙姆军和其他几个小的伊斯兰派别ꎮ①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ꎬ “叙利亚

革命阵线” 已拥有 ４３ 个武装派别ꎬ 主要集中在叙利亚的伊德利卜省和哈

马省ꎮ
第五ꎬ 组建新政党———瓦阿德党 (ＷＡＡＤ)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叙穆兄会的舒拉

委员会通过了组建政党的构想ꎬ 但因环境不成熟而予以搁置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叙利亚危机爆发后ꎬ 叙穆兄会愈加感觉到组建政党的必要性ꎬ 认为有必要

为叙利亚人民提供一种中间主义的替代选择ꎮ②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ꎬ 在接受

«东方电视台» (Ｏｒｉｅｎｔ ＴＶ) 采访时ꎬ 沙卡法称: “我们将参与建立政党ꎬ
但我们不会是该党的创建者ꎬ 该党将是一个独立于兄弟会的有伊斯兰参照

的民族政党ꎮ”③ 根据瓦阿德党的成立宣言ꎬ 瓦阿德党的成立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５ ~ ２７ 日 (一说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ꎬ 约 １００ 名

代表参加了会议ꎮ④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ꎬ 叙穆兄会正式宣布成立新的政

党———叙利亚全国宪政与自由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Ｐａｒｔｙꎬ 阿

拉伯语简称为 “ＷＡＡＤ”ꎬ 另译为 “公正与自由党”)ꎬ 总部设在土耳其加齐安

泰普ꎮ⑤ 该党与土耳其关系较为密切ꎬ 多次宣称崇拜 “土耳其奇迹”ꎮ⑥ 在一

次记者会上ꎬ 叙穆兄会前任领导人巴彦努尼曾称ꎬ 该党将由穆罕默德瓦利

德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Ｗａｌｉｄ) 担任党主席ꎬ 一位基督徒担任副主席ꎮ 党的目标是实

现叙利亚人民 “平等、 正义、 尊严与自由”ꎮ⑦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 瓦利德因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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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穆兄会领导人而辞去了党主席职务ꎬ 纳比勒卡塞苏 (Ｎａｂｉｌ Ｑａｓｅｅｓ) 则继

任主席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ꎬ 卡塞苏表示ꎬ “党的执行委员会由 ４ 名穆兄会成员、 ２
名温和的伊斯兰主义者、 ５ 名其他宗教派别的左翼人员组成ꎬ 很难说穆兄会成

员主导着该党的决策ꎮ”① 卡塞苏称ꎬ 他是该党成员ꎬ 而不是基督徒ꎻ 作为叙

利亚人ꎬ 该党成员拥有共同的思想、 遵循文明民主等共同的原则ꎬ 希望能够

凝聚共识ꎬ 融合不同观点ꎮ 瓦阿德党成员包括阿拉维派、 库尔德人、 逊尼派、
自由主义者、 民族主义者和独立的伊斯兰主义者ꎮ②

关于瓦阿德党的性质ꎬ 叙穆兄会总训导师瓦利德曾表示ꎬ “它不是穆兄会

的政党ꎬ 而是一个有伊斯兰背景的、 倡导民主的全国性政党ꎻ 瓦阿德党并非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的翻版ꎮ”③ 对于瓦阿德党的未来ꎬ 瓦利德在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表示ꎬ 该党成员的广泛性将使之在叙利亚的未来政治发展

中发挥重要作用ꎮ”④ 同样ꎬ 该党的创始成员穆阿兹哈提卜 (Ｍｏａｚ ａｌ －
Ｋｈａｔｉｂ) 也声称ꎬ “正如摩洛哥、 利比亚、 埃及和土耳其所发生的那样 (即伊

斯兰政党上台执政)ꎬ 瓦阿德党将成为新叙利亚的重要政党ꎮ”⑤ 除叙穆兄会

外ꎬ 其他爱国组织也加入其中ꎮ 叙穆兄会的青年组织领导人则希望瓦阿德党

能够吸引更广泛的支持者ꎮ⑥ 在成员组成上ꎬ 瓦阿德党包括阿拉维派、 库尔德

人、 逊尼派、 自由主义者、 民族主义者和独立的伊斯兰主义者ꎮ⑦ 学者们一般

认为瓦阿德党是伊斯兰主义政党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ꎬ 而该党自称是 “中间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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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党” (Ｃｅｎｔｒ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ꎮ①

因此ꎬ 瓦阿德党虽然试图在伊斯兰主义框架下持中间主义立场ꎬ 其政治

纲领中也包含民主、 自由、 正义等现代元素ꎬ 且理论上对叙利亚所有社会部

门敞开大门ꎬ 但该党缺乏成为能够顺利运作的实质性政党的基础ꎮ 叙穆兄会

认为ꎬ 建立瓦阿德党是参与叙利亚未来政治的最佳举措ꎬ 然而该党在叙利亚

国内没有任何基础ꎬ 缺乏能够生存的环境ꎻ 瓦阿德党的存在完全依赖于土耳

其的意愿ꎬ 这阻碍了该党未来在叙利亚发挥更大作用ꎮ
综合看来ꎬ 巴沙尔执政时期ꎬ 叙利亚政府与叙穆兄会之间度过了一段

“蜜月期”ꎬ 但 “蜜月期” 仅仅持续了三年ꎮ 此后ꎬ 叙穆兄会对当局的态度

从改革现政权变为推翻现政权ꎬ 双方关系再次剑拔弩张、 势成水火ꎮ 叙穆

兄会通过更换领导层、 积极参加反对派联盟、 建立新政党等方式ꎬ 加强自

身能力建设ꎬ 试图在复杂的叙利亚乱局中发挥更大作用ꎬ 然而因反对派力

量偏弱ꎬ 内部分歧巨大ꎬ 各派争利严重ꎬ 难以达成一致的主张ꎮ 例如ꎬ 叙

穆兄会与国内苏非派、 萨拉非极端主义在组织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竞争ꎮ
里亚德沙卡法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的一段视频讲话从侧面反映了这一问题ꎮ 在

视频中ꎬ 他称 “我们目前在两条战线同时活动: 一是反对当局的各个集团ꎻ
二是旨在团结伊斯兰反对派ꎮ 为此ꎬ 我们与不同的伊斯兰集团联系ꎬ 因为

我们是穆兄会的成员ꎮ 我们与萨拉非派、 苏非派联系ꎬ 尝试统一我们的主

张ꎬ 为推翻巴沙尔政权制定共同的行动计划ꎮ”② 在一些学者看来ꎬ 苏非谢

赫是叙穆兄会的最大障碍ꎮ③ 在阿萨德父子当政时期ꎬ 苏非谢赫就选择与政

府结盟ꎮ 在叙利亚ꎬ 著名的苏非派代表人物有谢赫艾哈迈德库夫塔鲁

(Ｓｈｅｉｋｈ Ａｈｍｅｄ Ｋｕｆｔａｒｏ)、 谢赫穆罕默德萨伊德拉马丹布提 (Ｓｈｅｉｋｈ

９２１

①

②
③

耶兹迪萨伊格和拉斐尔勒费维拉认为ꎬ 很难将瓦阿德党完全归为伊斯兰主义政党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０ 日ꎬ 瓦阿德党公布的纲领是一个自由的甚至世俗的纲领ꎬ 该纲领将伊斯兰教界定为文化财

富ꎬ 联系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纽带ꎮ 关于该党的性质ꎬ 瓦阿德党内部也有争论ꎬ 巴彦努尼认为

是 “伊斯兰政党”ꎮ 其他领导人则认为是 “中间主义政党”ꎮ Ｙｅｚｉｄ Ｓａｙｉｇｈ ａｎｄ Ｒａｐｈａëｌ Ｌｅｆèｖｒｅꎬ “Ｓｙｒｉａ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 ｍｅｃ ｏｒｇ / ２０１３ / １２ / ０９ /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 ｆｕｔｕｒｅ － ｆｏｒ －
ｓｙｒｉａｎ － ｍｕｓｌｉｍ －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 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 ｐａｒｔｙ － ｐｕｂ － ５３８５０ꎬ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０９ 瓦萨姆哈菲兹则认为

瓦阿德党是一个 “有伊斯兰倾向的民族主义政党” ( 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ｗｉｔｈ 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ꎮ
Ｗａｓｅｅｍ Ｈａｆｅｚꎬ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ꎬ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ｒａｂ － ｒｅｆｏｒｍ ｎｅｔ / ｅｎ / ｆｉｌｅ / １０３４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 ｔｏｋｅｎ ＝ ｇＵｕ９ｋＢｍｊꎬ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１０

Ｎａｏｍí Ｒａｍíｒｅｚ Ｄíａｚ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１１０ － １１１
Ｗａｓｅｅｍ Ｈａｆｅｚꎬ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Ｉｌ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ａｌｉｔｙ ”ꎬ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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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ｈａｍｅｄ Ｓａｉｄ Ｒａｍａｄａｎ Ａｌ － Ｂｏｕｔｉ) 和叙利亚现任大穆夫提艾哈迈德巴德

尔丁哈萨苏 (Ａｈｍａｄ Ｂａｄｒｅｄｄｉｎ Ｈａｓｓｏｕｎ)ꎮ 这些苏非教团反对叙穆兄会与

它们竞争支持者ꎮ
与此同时ꎬ 在叙穆兄会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派系斗争ꎬ 困扰着该组织的

发展ꎮ 瓦萨姆哈菲兹 (Ｗａｓｅｅｍ Ｈａｆｅｚ) 认为ꎬ 叙穆兄会内部存在着老派与

新派 (少壮派、 青年派)、 哈马派与阿勒颇派、 鹰派与鸽派、 极端派与实用主

义派之间的矛盾ꎮ 以老派和少壮派的分歧为例ꎬ 少壮派希望实现领导层的彻

底变革ꎬ 声称 “我们希望实现彻底变革ꎬ 而老派依然控制着舒拉委员会和领

导层”ꎮ①再以阿勒颇派与哈马派的斗争为例ꎬ 在巴彦努尼担任总训导师期间

(１９９６ ~２０１０ 年)ꎬ 阿勒颇派占据主导ꎬ 而沙卡法时期则是哈马派占主导ꎬ 一些

人据此认为 ２０１４ 年瓦利德当选总训导师则是两派折中和妥协的产物ꎮ 最后以极

端派与实用主义派之间的矛盾为例ꎬ 极端派的代表有前副总训导师穆罕默德
法鲁克塔伊夫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Ｆａｒｏｕｋ Ｔａｙｆｏｕｒ)、 现任副总训导师胡萨姆贾德巴

尼 (Ｈｕｓａｍ Ｇｈａｄｂａｎ) 和传媒局负责人阿米尔马沙赫 (Ａｍｒ Ｍａｓｈｏｕｈ)ꎬ 而实

用主义派则以现任总训导师瓦利德、 政治局的哈桑哈希米 (Ｈａｓｓａｎ ａｌ －
Ｈａｓｈｅｍｉ) 和穆尔哈姆达鲁比 (Ｍｏｌｈａｍ ａｌ － Ｄｒｏｕｂｉ) 为代表ꎬ 双方的冲突在当

下尤为剧烈且影响力较大ꎮ 正是叙穆兄会内部及与其他叙利亚伊斯兰组织之间

的矛盾与斗争ꎬ 严重制约着该组织的发展ꎬ 难以与巴沙尔政权相抗衡ꎮ

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主张

在巴沙尔执政后ꎬ 叙穆兄会先后发表了 ３ 份纲领性文件ꎬ 分别是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的 «民族尊严政治行动宣言»、 ２００４ 年的 «叙利亚未来政治规划» 和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的 «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誓言与宪章» (Ｔｈｅ Ｐ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ｂｙ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ꎮ 结合上述 ３ 份文件和穆兄会官方网站公布的相

关声明ꎬ 叙穆兄会这一时期的政治主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 ４ 个方面ꎮ
第一ꎬ 反对巴沙尔政权ꎬ 谴责巴沙尔政权在叙利亚危机和战争中的行为ꎮ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叙利亚危机爆发ꎬ 巴沙尔政权和叙穆兄会彼此指责对方是引发国

０３１

① Ｒａｐｈａëｌ Ｌｅｆèｖｒｅꎬ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ꎬ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Ｓｅｒｉｅｓ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ｅｄｕ / ｗｐ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６ / ０７ / Ｓｙｒｉａ＿ Ｌｅｆｅｖｒｅ － ＦＩＮＡＬＥ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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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局动荡的根源ꎮ 在多次声明和公开的讲话中ꎬ 叙穆兄会领导人都强烈反

对巴沙尔政权ꎬ 强调巴沙尔政权对国内政治力量的压制行为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７
日ꎬ 叙穆兄会网站发表的一份声明称ꎬ “我们向安拉、 我们的民族与人民保

证ꎬ 穆兄会不会成为任何包括巴沙尔政府协议或文件的签字方ꎮ”①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２２ 日ꎬ 叙穆兄会发表声明ꎬ 谴责巴沙尔政权在俄罗斯和伊朗支持下在东古

塔地区展开的军事行动ꎮ 叙穆兄会认为ꎬ “国际社会、 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派

出的特使ꎬ 应该为东古塔发生的一切负责ꎬ 因为他们完全无力阻止流血、 保

护平民或执行国际决议ꎮ”②

第二ꎬ 主张建立民主自由的宪政国家ꎬ 正视阿拉维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

的权益ꎬ 反对叙利亚国家分裂ꎮ 叙穆兄会的有关叙利亚政体形式的政治主张

主要体现在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颁布的 «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誓言与宪章» 中ꎮ 该文

件称ꎬ 叙穆兄会致力于在叙利亚建立一个民主、 自由的宪政国家ꎬ 所有人的

权利和自由都应得到保护ꎮ③ 新叙利亚是一个多元的民主国家ꎬ 以对话和参与

为基础ꎬ 人民拥有主权和决策权ꎬ 尊重宪法ꎬ 实行三权分立ꎬ 反对恐怖主义ꎬ
坚持社会正义ꎬ 倡导民众之间合作、 和解且充满爱ꎮ④ 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的

一份声明中ꎬ 叙穆兄会称ꎬ 我们的叙利亚国家观是一个公民的、 现代的、 多

元的、 参与的ꎬ 没有特权、 排斥和独裁的国家ꎮ⑤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 日ꎬ 瓦阿德党

公布的成立宣言也称ꎬ 要以公民权原则为基础建立叙利亚公民国家ꎬ 所有公

民一律平等ꎮ⑥ 此外ꎬ 在宪政国家的总体框架下ꎬ 叙穆兄会正视叙利亚的阿拉

维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的正当权益ꎮ 关于阿拉维派ꎬ 叙穆兄会宣称ꎬ 我们并

不歧视阿拉维派穆斯林ꎬ 只要他们承认自己是穆斯林ꎬ 我们对此没有异议ꎮ

１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ｙｒｉａ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Ｒｅｊｅｃｔｓ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ｔｈａｔ Ｅｘｃｌｕｄｅ Ａｓｓａｄ Ｏｕｓｔｅｒꎬ Ｒｅｇｉｍｅ Ｒｅ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ꎬ
ｉｋｈｗａｎｗｅｂ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９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ｉｋｈｗａｎｗｅｂ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ｈｐ? ｉｄ ＝ ３２７８６＆ｒｅｆ ＝ ｓｅａｒｃｈ ｐｈｐꎬ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０７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ｂｙ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ｏｎ ｔｈｅ Ｍａｓｓａｃｒｅｓ ｉｎ Ｇｈｏｕｔａꎬ ｉｋｈｗａｎｗｅｂꎬ Ｍａｒｃｈ １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ｋｈｗａｎｗｅｂ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ｈｐ? ｉｄ ＝ ３２９０４＆ｒｅｆ ＝ ｓｅａｒｃｈ ｐｈｐꎬ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０７

“Ｓｙｒｉａ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Ｉｓｓｕｅｓ Ｐｏｓｔ － Ａｓｓａｄ Ｓｔａｔｅ － ｆｏｒ － Ａｌｌ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 Ｃｈａｒｔｅｒ”ꎬ ｉｋｈｗａｎｗｅｂꎬ
Ａｐｒｉｌ ７ꎬ ２０１２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ｋｈｗａｎｗｅｂ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ｈｐ? ｉｄ ＝ ２９８５１ꎬ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０７

Ｓｙｒｉａ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Ｐ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ｏｎ Ｓｙｒｉａꎬ Ｊｕｎｅ ０１ꎬ ２０１２ꎬ ｈｔｔｐ: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
ｍｅｃ ｏｒｇ / ｄｉｗａｎ / ４８３９０? ｌａｎｇ ＝ ｅｎꎬ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０７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ｉｎ Ｓｙｒｉａꎬ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ｏ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 ”ꎬ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ꎬ Ｍａｙ ９ꎬ ２０１３ꎬ ｈｔｔｐ: / / ｓｙｒｉ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ｅｒ ｃｏｍ / ＥＮ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２４７５６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 ｏｆ ＋ ｔｈｅ ＋ Ｍｕｓｌｉｍ ＋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 ｉｎ ＋ Ｓｙｒｉａ ＋ ｏｎ ＋ ｃｕｒｒｅｎｔ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ꎬ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０９

Ｑｕｏ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Ｎａｏｍí Ｒａｍíｒｅｚ Ｄíａｚ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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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的问题是政治问题ꎬ 少数派精英控制着国家ꎬ 压制多数派ꎮ① 而对库尔

德人的态度ꎬ 巴彦努尼在接受采访时称ꎬ “库尔德人有权通过语言和文化表达

其认同ꎬ 他们应该享有全部权利ꎮ 然而ꎬ 我们不接受极端库尔德民族主义者

分裂叙利亚的要求ꎬ 有关库尔德人权利相关的问题应置于叙利亚领土完整的

框架之下ꎮ”②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１ 日ꎬ 叙穆兄会在其网站发表声明称ꎬ “我们反对

美国支持库尔德人的人民保卫部队 (ＹＰＧ)ꎬ 库尔德武装的活动违背了国际

法ꎬ 犯下了谋杀罪ꎬ 造成了人民的流离失所ꎮ”③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ꎬ 该网站

发表的一份名为 «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第六次舒拉委员会声明» 称ꎬ “我们一

直认为ꎬ 我们的库尔德兄弟是叙利亚祖国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ꎮ 我们理解并

同情他们所遭受的不公正ꎬ 支持他们在公正、 平等的单一公民国家框架下实

现诉求ꎮ 与此同时ꎬ 我们反对所有叙利亚分治的图谋和建议ꎮ”④

第三ꎬ 强调伊斯兰教在叙利亚国家中的重要地位ꎮ 曾任叙穆兄会总训导

师的巴彦努尼称ꎬ 由于穆斯林占据了叙利亚人口中的绝大多数ꎬ 所以叙利亚

必须是一个伊斯兰国家ꎬ 如果伊斯兰教在国家中被忽视或是成为被政府打压

的对象ꎬ 那么叙利亚将永远无法实现和平与稳定ꎮ⑤ ２００１ 年 ５ 月的 «民族尊

严政治行动宣言» 则肯定了叙利亚的伊斯兰与阿拉伯属性ꎬ 称 “伊斯兰ꎬ 以

其纯洁的信仰、 高贵的价值观和宽容的立法精神ꎬ 创造了适当的权威、 自我

认同和民族成员的文化ꎬ 保护她及其尊严ꎬ 强调其特殊性ꎬ 包括其支持人权

的内容对我们阿拉伯和叙利亚地区的居民而言ꎬ 伊斯兰是宗教权威之源

或文化归属之源ꎬ 亦是影响祖国后代团结的因素ꎮ 伊斯兰使他们团结并保护

其生存ꎮ 阿拉伯主义和伊斯兰之间的冲突是一个历史阶段的特征ꎬ 应该结束

了ꎮ”⑥ ２００４ 年公布的 «叙利亚未来政治规划» 文件则极力抬高伊斯兰教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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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ꎬ 强调伊斯兰教是虔诚穆斯林的行为法则ꎬ 应该是所有叙利亚人的 “文明

认同”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ꎬ 是国家的官方宗教和立法权威的最高源泉ꎮ①

«叙利亚未来政治规划» 在论及 “吉哈德” 问题时指出ꎬ “吉哈德” 意味着战

斗ꎬ 是一种一直持续到末日的行动ꎬ 只要针对穆斯林的侵略仍在继续ꎬ 他们

的家园仍被占领ꎬ 他们的兄弟仍被压迫和遭受不公正对待ꎬ 妨碍其传播伊斯

兰教的举措仍在实施ꎮ②

第四ꎬ 谴责伊斯兰极端组织ꎬ 反对使用暴力和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ꎮ
２００５ 年接受采访时ꎬ 巴彦努尼就明确表示反对暴力ꎬ 称 “我们反对暴力ꎬ 我

们曾有过参与叙利亚政治生活的长期历史ꎮ 虽然复兴党政权催生了叙利亚政

党不能以和平方式参与政治的环境ꎬ 但我们穆兄会的所有文件还是强调和平

参政方式ꎮ”③ 在与其他反对派的关系方面ꎬ 叙穆兄会领导人强调ꎬ “从叙利

亚革命爆发的那一刻起ꎬ 叙穆兄会就在寻求构建统一的全国性革命框架ꎮ 我

们在组建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ꎮ 我们不止一次强调ꎬ 我们的

任何举动都是为了团结革命力量ꎮ 同时ꎬ 外部干预导致了叙利亚革命力量之

间的分歧ꎮ 必须指出的是ꎬ 各种革命力量在革命目标和假定政权倒台后的过

渡问题上达成了共识ꎮ”④ 当被问及如何评价著名伊斯兰学者优素福格尔达

维号召武装分子干预叙利亚时ꎬ 巴彦努尼称ꎬ “我们不反对ꎬ 但他们不应该干

预叙利亚国家的命运ꎮ 叙利亚人不需要外国武装人员ꎬ 如果他们来了也欢迎ꎬ
只要他们不左右叙利亚的未来ꎮ”⑤ 此外ꎬ 叙穆兄会反对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ꎮ
叙穆兄会在 ２０１６ 年发表的一份声明称ꎬ “反对极端主义ꎬ 谴责各种形式的恐

怖主义ꎬ 呼吁国际社会客观界定恐怖主义ꎬ 反对与宗教、 文化或种族相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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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定义恐怖主义ꎮ”①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ꎬ 叙穆兄会网站发表的一份名为 «叙
利亚穆斯林现代化第六次舒拉委员会声明» 称ꎬ “我们的土地上滋生、 培养和

壮大了恐怖主义组织ꎬ 并被作为打击民族力量和民众爱国力量的借口和托词ꎮ
目前的伊斯兰组织ꎬ 包括那些为伊斯兰和穆兄会工作的机构ꎬ 成为恐怖主义

行动的主要牺牲品ꎮ 反恐战争既是文化上的ꎬ 又是思想上的ꎮ 同时ꎬ 反恐战

争关乎和平与安全问题ꎬ 叙利亚的许多革命派力量能够承担起反恐斗争

责任ꎮ”②

综合看来ꎬ 叙利亚穆兄会明确反对巴沙尔政权ꎬ 主张重建一个民主、
自由、 多元的宪政国家——— “新叙利亚”ꎻ 正视叙利亚多族群、 多教派的现

实ꎬ 强调叙利亚构建统一的革命框架及各反对派团结的重要性ꎮ 叙穆兄会

主张保持叙利亚领土的完整和统一ꎬ 反对分裂叙利亚领土ꎮ 关于伊斯兰教

在国家重建中的地位和作用ꎬ 叙穆兄会更多地从文化遗产和文化认同的角

度看待并加以讨论ꎬ 同时反对使用暴力手段和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活动ꎮ
就目前形势而言ꎬ 在巴沙尔政权已经控制叙利亚局面的大前提下ꎬ 反巴沙

尔政权的口号已经丧失了吸引力ꎬ 而叙利亚复杂的族群、 教派现实和碎片

化的反对派ꎬ 也注定了叙穆兄会的 “新叙利亚” 国家构想在未来的叙利亚

政治重建进程中难以实现ꎮ

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与国际各方力量的博弈与合作

２０１１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后ꎬ 叙利亚成为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舞台ꎬ 美

国、 俄罗斯、 土耳其、 伊朗、 沙特、 以色列等国成为这场地缘政治博弈的重

要力量ꎮ③ 因此ꎬ 叙穆兄会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成为考量叙穆兄会与国际社会关

系的重要维度ꎮ
第一ꎬ 在与美国关系方面ꎬ 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前后政策虽有很大变化ꎬ

但叙穆兄会对美国总体保持敌对态度ꎬ 经常批评美国的相关政策ꎮ ２０１３ 年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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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ꎬ 叙穆兄会前领导人巴彦努尼在接受采访时称ꎬ “我们不禁要问ꎬ 为什么要

讨论美国对叙利亚的军事打击问题? 我们认为西方国家ꎬ 尤其是美国ꎬ 决定

打击叙利亚仅仅是出于一己私利ꎻ 如果美国人真的是为拯救叙利亚人民ꎬ 他

们早就行动了”ꎻ “我们认为美国对叙利亚革命的立场是消极的ꎮ 一些欧洲国

家的立场也是如此ꎮ 只是在叙利亚危机发生两年且重大人员伤亡发生后ꎬ 西

方国家才开始考虑军事打击叙利亚当局ꎮ 美国并没有以叙利亚人民的公共自

由和自决为基础ꎬ 而是以美国利益为基础ꎬ 对待叙利亚危机ꎮ”① 而在另一次

采访中ꎬ 巴彦努尼也称ꎬ “它们 (英国和美国) 不支持叙利亚人民ꎬ 这是自私

自利的例证ꎬ 当阿萨德政府交出化学武器时ꎬ 它们抛弃了叙利亚人民ꎬ 因为

这些国家政府服务于以色列的利益ꎬ 而不会在意叙利亚人民ꎮ”②

第二ꎬ 在与俄罗斯关系方面ꎬ 叙穆兄会反对俄罗斯干预叙利亚危机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俄罗斯以反恐为名直接军事介入叙利亚战争后ꎬ 叙穆兄会就表

达了反对俄罗斯干涉的看法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１５ 日ꎬ 叙穆兄会曾谴责俄罗斯 ９ 月

１２ 日在叙利亚采取的军事行动ꎬ 认为这些行动并不能挽救巴沙尔阿萨德政

权ꎮ③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ꎬ 叙穆兄会在一份有关阿勒颇局势的声明称ꎬ 要停止

俄罗斯的侵略和各种形式的外国干涉行为ꎮ④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底ꎬ 叙穆兄会宣布

原则上抵制定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举行的索契峰会ꎮ 叙穆兄会宣称ꎬ 这次会议将强

化俄罗斯的占领ꎬ 且无视日内瓦和谈所确定的政治解决方案ꎮ 叙穆兄会呼吁

叙利亚所有革命力量抵制索契峰会ꎮ⑤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３１ 日ꎬ 叙穆兄会在谴责联

合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德米斯图拉言论的同时ꎬ 认为联合国特使的声明是为俄

罗斯武装干涉 “开绿灯”ꎬ 还呼吁土耳其向各方施压ꎬ 努力使伊德利卜地区冲

５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ｄｎａｎ Ａｂｕ Ａｍｅｒꎬ “Ｓｙｒｉａ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Ｌｅａｄｅｒ: Ｕ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ｙｒｉａ ‘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８ꎬ
２０１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 － ｍｏｎｉｔｏｒ ｃｏｍ / ｐｕｌｓｅ /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 / ２０１３ / ０８ / ｓｙｒｉａ － ｍｕｓｌｉｍ －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 ｂａｙａｎｏｕｎｉ －
ｓｔｒｉｋｅｓ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０９

Ｔａｍ Ｈｕｓｓｅｉｎꎬ “Ａ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Ｖｉ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ｙｒｉａ: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Ｌｅａｄ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ꎬ Ｔｈｅ Ｈｕｆｆ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ꎬ Ｆｅｂｕｒａｒｙ １２ꎬ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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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ｏｏｐ －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ꎬ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１０

Ｓｙｒｉａ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ｎ Ａｌｅｐｐｏ Ｄｅｖａｓｔａｔｉｏｎ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ꎬ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ｋｈｗａｎｗｅｂ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ｐｈｐ? ｉｄ ＝ ３２６５６＆ｒｅｆ ＝ ｓｅａｒｃｈ ｐｈｐꎬ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０９

“Ｓｙｒｉａ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Ｒｅｊｅｃｔｓ Ｒｕｓｓｉａ － 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 Ｐｅａｃｅ Ｔａｌｋｓ ”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Ｍｏｎｉｔｏｒ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８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ｍｏｎｉｔｏｒ ｃｏｍ/ ２０１７１２２８ － ｓｙｒｉａ － ｍｕｓｌｉｍ －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 ｒｅｊｅｃｔｓ －
ｒｕｓｓｉａ － 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 － ｐｅａｃｅ － ｔａｌｋｓꎬ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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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降级ꎮ① 正如一些学者所言ꎬ 叙利亚战争是俄罗斯重返中东、 从战略收缩转

向战略扩张的转折点ꎬ 俄罗斯由此也重新成为中东的主要玩家ꎮ② 在当前俄罗

斯在叙利亚占据主导地位的大背景下ꎬ 叙穆兄会的反俄态度使该组织很难参

与俄罗斯主导的各种机制ꎮ
第三ꎬ 在与伊朗的关系方面ꎬ 自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ꎬ 伊朗和叙

利亚就是亲密的盟友ꎬ 在叙利亚危机中ꎬ 伊朗及其盟友自然支持巴沙尔政权ꎮ
叙穆兄会则反对伊朗干预叙利亚危机ꎮ ２００８ 年ꎬ 巴彦努尼在一次接受采访时

所言很好地说明了叙穆兄会与伊朗的关系ꎮ “叙利亚与伊朗的关系不仅仅是联

盟关系ꎬ 伊朗对叙利亚的影响是则全方位的ꎮ 什叶派的伊斯兰学校遍布叙利

亚ꎬ 并得到伊朗和叙利亚政府的支持ꎮ”③ “我们反对什叶派伊斯兰学校ꎮ 叙

利亚虽然有少量什叶派ꎬ 但当什叶派伊斯兰主张在逊尼派穆斯林中传播时ꎬ
会引发教派冲突ꎮ 叙利亚本来就缺乏民族团结ꎬ 这只会增加本已存在的维稳

压力ꎮ”④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９ 日ꎬ 叙穆兄会发表的一份声明称ꎬ 伊朗政府、 黎巴嫩

的真主党和伊拉克的马利基集团将叙利亚拖入了教派相斗的泥潭ꎬ 导致整个

地区卷入了以邪恶和仇恨为基础的公开冲突ꎮ 我们呼吁国家和社团领导人警

惕来自伊朗的危险ꎬ 不要落入教派争斗的陷阱ꎮ⑤

第四ꎬ 在与土耳其关系方面ꎬ 土耳其与叙利亚领土接壤ꎬ 是叙利亚问题

的主要参与方之一ꎮ ２００２ 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ꎬ 两国关系曾经历了

短暂的 “蜜月期”ꎮ⑥ 在叙利亚危机发生之后ꎬ 土耳其的态度从初期积极支持反

６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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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志超: 前引文ꎬ 第 ５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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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ｒａｎ － ｈｉｚｂｕｌｌａｈꎬ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０４

Ｈｅ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Ａｌｉ Ａｌ － Ｂａｙａｎｏｕｎｉ Ｓｌａｍｓ Ｓｙｒｉａｎ Ｒｅｇｉｍｅ ｆｏ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Ｈｉｎｔｓ ａｔ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 Ｉｓｒａｅｌ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ｆｒｏｍ Ｏｃｃｕｐｉｅｄ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ｉｅｓꎬ Ｍａｙ ２ꎬ ２００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ｅｍｒｉ ｏｒｇ / ｔｖ / ｈｅａｄ － ｓｙｒｉａｎ － ｍｕｓｌｉｍ －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 ａｌｉ － ａｌ － ｂａｙａｎｏｕｎｉ － ｓｌａｍｓ － ｓｙｒｉａｎ － ｒｅｇｉｍｅ －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 ｉｒａｎ － ａｎｄ － ｈｉｎｔｓ / ｔｒａｎｓｃｒｉｐｔꎬ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０４

“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ｉｎ Ｓｙｒｉａꎬ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ｏｎ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ꎬ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Ｏｂｓｅｒｖｅｒꎬ Ｍａｙ ９ꎬ ２０１３

有关土叙关系蜜月期的论述ꎬ 参见朱传忠: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研究»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ꎬ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３６１ ~ ３６４ 页ꎮ



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发展新动向　

对派ꎬ 到目前有所调整的政策ꎬ 可以说土耳其对叙利亚的政策某种程度上已经

陷入了被动ꎮ 然而ꎬ 在不触及土耳其红线库尔德因素的前提下ꎬ 土耳其仍会支

持叙利亚反对派ꎬ 以强化 “土耳其模式” 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ꎬ 这从叙穆兄会

对土耳其的态度可以窥见ꎮ 叙穆兄会领导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ꎬ “在物质上和道

义上ꎬ 土耳其是最支持反对巴沙尔政府的革命力量ꎬ 且没有私心ꎮ 与叙利亚相

接的土耳其的边境虽面临冲突危险的困境ꎬ 但仍持续帮助叙利亚ꎬ 并试图说服

巴沙尔推进国内民主进程ꎬ 但未能成功ꎮ”①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１ ~ １２ 日ꎬ 叙利亚伊

斯兰委员会 (ＳＩＣ ａｌ － ｍａｊｌｉｓ ａｌ － ｉｓｌａｍｉ ａｌ － ｓｕｒｉ) 成立大会就是在伊斯坦布尔

举行的ꎮ② 在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３ 日的一份声明中ꎬ 叙穆兄会的领导人瓦利德称ꎬ
叙穆兄会欢迎土耳其支持贾拉布斯的反对派ꎬ 支持土耳其保护边境和国家安

全ꎬ 这是间接支持和保护叙利亚革命ꎮ③ 此外ꎬ 前文述及的瓦阿德党的总部也

位于土耳其的加齐安泰普ꎮ 上述言行无疑明确反映出叙穆兄会对土耳其的支

持立场ꎮ
第五ꎬ 在与沙特的关系方面ꎬ 在中东变局中ꎬ 沙特支持埃及当局打压埃

及穆兄会ꎬ 但态度前后不一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７ 日ꎬ 沙特曾将穆兄会列为恐怖组

织ꎬ 宣称要打击国内和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穆兄会组织ꎮ 而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萨

勒曼国王上台后ꎬ 沙特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ꎮ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ꎬ 沙特外交部长沙

特费萨尔 (Ｓａｕｄ ａｌ － Ｆａｉｓａｌ) 就称ꎬ 沙特与穆兄会之间没有任何问题ꎬ 沙特

只是反对附属于该组织的几个小组织ꎮ 而沙特王室顾问艾哈迈德泰瓦祖里

(Ａｈｍｅｄ ａｌ － Ｔｕｗａｉｊｒｉ) 亦称ꎬ 将穆兄会列为恐怖组织是 “完全不合理的”ꎬ 认

为穆兄会是沙特政府的天然盟友ꎮ④ 沙特对穆兄会的立场符合该国统一逊尼派

世界以对抗伊朗的总体政策ꎮ 当然ꎬ 这并不意味着沙特不接触叙利亚其他反

对派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一说是 ２０１６ 年初)ꎬ 沙特倡导成立高级谈判委员会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ꎬ ＨＮＣ)ꎬ 由叙利亚前总理里亚德希贾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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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ａｄ Ｈｉｊａｂ) 任主席ꎮ 这表明沙特开始接触更多的叙利亚反对派人物ꎬ 从库

尔德人到阿拉伯民族主义者ꎬ 从前复兴党人到伊斯兰主义者ꎬ 但是总对叙穆

兄会保持警惕ꎮ①

与之相比ꎬ 反观叙穆兄会对沙特的态度则显得更加积极ꎮ 巴彦努尼在一

次采访中ꎬ 当被问及沙特对叙穆兄会的立场时称ꎬ “叙穆兄会是全国反对派的

重要组成力量ꎬ 也是叙利亚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任何力量都无法使叙穆兄

会处于边缘化态势ꎮ 阿萨德父子曾希望达到将其边缘化的目的ꎬ 但都没有成

功ꎮ 而且ꎬ 在我们访问已经摆脱巴沙尔政府控制的地区时ꎬ 人民热情欢迎我

们ꎬ 因为他们知道穆兄会会持温和的中间主义政治立场ꎮ 因此ꎬ 穆兄会的作

用不会受到一国决策和政府立场的限制ꎮ”②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 当选叙穆兄会新

任总训导师之后ꎬ 瓦利德声称 “感谢沙特保护叙穆兄会ꎬ 支持叙利亚革

命”ꎮ③ 同时ꎬ 当选副总训导师的贾德巴尼 (Ｇｈａｄｂａｎ) 也声称ꎬ “兄弟般的友

好能够团结沙特和叙利亚穆斯林兄弟会ꎬ 共同抵制伊朗实现地区影响力的

企图ꎮ”④

第六ꎬ 在与卡塔尔关系方面ꎬ 卡塔尔对叙利亚危机的反应与其他海湾

国家不同ꎮ 卡塔尔政策的目标是支持民众革命 (海湾地区除外)、 希望穆兄

会能够掌权、 增强地区影响力ꎮ⑤ 为此ꎬ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ꎬ 卡塔尔第一个关闭该

国驻叙利亚使馆ꎮ 数月后ꎬ 卡塔尔成为反对叙利亚政府活动的重要推动力

量ꎮ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ꎬ 卡塔尔先呼吁阿拉伯国家采取军事行动ꎬ 后又提议将叙

利亚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ꎬ 但均未成功ꎮ⑥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ꎬ 叙利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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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反对派组织叙利亚全国联盟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宣布成立ꎮ 次日ꎬ 卡塔

尔即宣布该组织是叙利亚的唯一合法代表ꎮ 另据英国 «金融时报» 报道ꎬ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３ 年间ꎬ 卡塔尔花费了 ３０ 亿 ~ ４０ 亿美元资助叙利亚战争中的反

对派ꎬ 为每位叙利亚政府军叛逃者及其家庭支付 ５ 万美金ꎮ 而据瑞典斯德

哥尔摩和平研究所估计ꎬ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间ꎬ 从卡塔尔到叙利亚

的武器走私活动多达 ７０ 余次ꎮ 另外ꎬ 卡塔尔支持叙穆兄会占据主导的叙利

亚全国委员会ꎬ 允许其领导人使用废弃的叙利亚使馆ꎮ 而就目前形势而言ꎬ
卡塔尔支持的叙利亚自由军已经在与俄罗斯、 伊朗、 黎巴嫩等支持的力量

较量中处于劣势ꎮ 因此ꎬ 卡塔尔旨在实现叙利亚的政权变更和大马士革的

逊尼派伊斯兰主义政治秩序的努力被证明是徒劳的、 失败的ꎮ① 此外ꎬ 卡塔

尔政府对穆兄会的政策还引发了该国与海湾国家的外交危机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ꎬ
沙特、 巴林、 阿联酋曾召回驻卡塔尔大使ꎮ 沙特甚至威胁如果卡塔尔不切

断与穆兄会的联系ꎬ 将对卡塔尔实行海陆封锁ꎮ 直到事件发生 ８ 个月后ꎬ
三国才重新派驻了驻卡塔尔大使ꎮ②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ꎬ 叙利亚问题不仅具有更为复杂的历史根源ꎬ 而

且还与外部因素紧密交织ꎮ③ 通过论述叙穆兄会的外部联系ꎬ 我们不难发现

受制于美、 俄大国主导的地缘政治ꎬ 及地区大国沙特、 伊朗主导的教缘政

治的影响ꎬ 叙穆兄会很难得到美国、 俄罗斯、 伊朗和沙特的支持ꎬ 在叙利

亚陷入族群、 教派纷争的复杂局面下ꎬ 叙穆兄会面临着国际、 国内双重困

境ꎮ 支持叙穆兄会的土耳其ꎬ 目前关注的重点是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力量

和库尔德武装ꎬ 对叙穆兄会的支持并不是该国优先考虑的选择ꎮ 而支持叙

利亚政治反对派的卡塔尔ꎬ 则面临着来自海湾国家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巨

大压力ꎬ 亦不再高调支持叙穆兄会ꎮ 在特朗普宣布从叙利亚撤军ꎬ 俄罗斯、
伊朗、 土耳其三方担保的阿斯塔纳和谈进展相对顺利的大背景下ꎬ 叙穆兄

会的生存空间将会进一步压缩ꎬ 叙利亚政治反对派中的其他力量会取代叙

穆兄会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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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论

自巴沙尔执政以来特别是 ２０１１ 年叙利亚危机发生以来ꎬ 叙穆兄会在活动

方式、 政治主张、 地位影响等方面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ꎮ 就其未来走向

而言ꎬ 在复杂的地区形势和叙利亚局势影响下ꎬ 叙穆兄会已经成为一支边缘

化力量ꎬ 很难在叙利亚未来的政治重建进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ꎮ
第一ꎬ 就其活动方式而言ꎬ 巴沙尔执政时期的叙穆兄会主要采取政治活

动、 媒体活动、 间歇性的武装活动等形式ꎮ 其政治活动主要包括寻求与反对

派联合、 实现内部整合、 试图在反对派联盟中占据主导地位、 组建新政党等ꎻ
其媒体活动主要包括: 接受各种媒体采访ꎬ 利用网络、 自媒体等手段传播其

政治主张等ꎻ 其间歇性的武装活动则包括强化与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力量的接

触ꎬ 甚至与某些武装组织联合活动ꎮ 未来ꎬ 叙穆兄会仍将采取上述活动方式ꎬ
但叙国内穆兄会的支持力量加入恐怖组织、 采取暴力恐怖活动的潜在可能性

则更加明显ꎮ
第二ꎬ 就其政治主张而言ꎬ 叙穆兄会自成立以来ꎬ 其意识形态经历了从

温和社会改革运动到激进吉哈德主义ꎬ 回归温和伊斯兰主义政治ꎬ 再到激烈

反对现政权的转变ꎮ 其政治主张虽涉及国家、 宗教、 民族、 国际政治等方面ꎬ
其中也不乏温和、 务实的一面ꎬ 但其主张左右摇摆ꎬ 理念与现实脱节ꎬ 很难

提出一个适合叙利亚国情的政治主张ꎮ 在当前ꎬ 巴沙尔政权主导叙利亚局势

的大背景下ꎬ 叙穆兄会的主张更是难以实现ꎮ
第三ꎬ 就其国内地位和影响而言ꎬ 叙利亚危机以来ꎬ 叙穆兄会已从危机

初期的一股重要的反对派力量逐渐被边缘化ꎬ 愈加难以成为垄断性的力量ꎬ
即所谓 “核心的边缘化”ꎮ 这一地位的变化ꎬ 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叙利亚局势的

复杂性和反对派力量的分化、 碎片化ꎬ 也折射出叙利亚教派、 族群关系重构

的迫切性ꎮ 而国际社会对叙穆兄会的态度ꎬ 也折射出各方在叙利亚乱局中的

角力与斗争ꎮ 叙穆兄会明确的反美、 反俄立场使其很难得到两个大国的支持ꎬ
而就地区国家而言ꎬ 沙特、 阿联酋、 埃及等中东国家已经将穆兄会列为恐怖

组织ꎬ 伊朗本身就是穆斯林兄弟会的反对者ꎬ 而其主要支持方土耳其和卡塔

尔则受制于自身力量的局限ꎬ 亦很难提供更多的支持和援助ꎮ 在特朗普宣布

从叙利亚撤军ꎬ 俄罗斯、 伊朗、 土耳其三方主导的阿斯塔纳和谈机制进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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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顺利的情势下ꎬ 叙穆兄会在与域外大国、 地区国家的关系方面陷入了相对

被动的局面ꎬ 其命运将被域外大国和地区大国所左右ꎮ
综上所述ꎬ 叙穆兄会虽然曾是一个历史悠久、 结构较为严密的组织ꎬ 但

其主要领导人已流亡海外近 ４０ 年ꎬ 不时显现内部派系斗争ꎬ 且在叙利亚国内

缺乏组织和群众基础ꎮ 因此ꎬ 在当前巴沙尔政权重新占据相对优势、 政治解

决势在必行的大前提下ꎬ 同时囿于中东地区局势 (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加剧)
的复杂性、 多变性ꎬ 叙穆兄会已经成为一支边缘化力量ꎬ 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和局限ꎬ 将难以在叙利亚未来的政治重建进程中发挥关键性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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