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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少数族群问题是多民族国家外交政策制定中重要的考量因素

之一ꎮ 作为摩洛哥的少数族群ꎬ 犹太人在历史上与当地主体社会建立了密切

关系ꎬ 获得的 “被保护民” 地位为犹太社团在摩洛哥及其对外关系中发挥重

要作用奠定了基础ꎮ １９５６ 年独立至今ꎬ 摩洛哥与以色列关系经历了有限接触、
正常化接触、 秘密接触和双边关系正常化 ４ 个阶段ꎬ 每一阶段的外交政策选

择都是王室与犹太社区动态互动的结果ꎮ 犹太社区通过犹太社会精英的积极

游说、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动员以及美国犹太集团的间接推动等路径ꎬ
影响摩洛哥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ꎮ 摩洛哥王室在平衡风险与收益的情况下ꎬ
通过国际犹太社区为摩洛哥获取以色列的战略资源援助ꎮ 作为全球最大的跨

国族群之一ꎬ 犹太人将继续在阿拉伯与以色列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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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２０ 世纪中叶民族解放运动和全球移民浪潮兴起以来ꎬ 族群或族裔政治

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议程之一ꎮ 在冲突频发的西亚北非地区ꎬ 少数族群

甚至成为一些国家推动内政与外交发展的重要力量ꎬ 如伊朗的俾路支人、 叙

利亚的库尔德人、 马里的图阿雷格人都是所在国周边外交政策核心考量因素

之一ꎮ 同样作为少数族群ꎬ 犹太人以社区的形式活跃于美国、 法国、 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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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和摩洛哥等国ꎮ １９４８ 年以色列建国ꎬ 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反犹宣传和

阿以战争的渲染下ꎬ 世界各地犹太人对以色列国的生存产生了深切的忧患

感ꎮ① 在这一背景下ꎬ 世界各国犹太社区通过多重途径影响移居国外交政策ꎬ
以改善以色列的外部环境ꎮ

当前ꎬ 学界对犹太社区与一国外交政策的关系研究ꎬ 多集中于犹太人对

美国外交政策影响的探讨ꎮ② 具体而言ꎬ 它指犹太利益集团试图通过游说的方

式ꎬ 在美国塑造及强化一种政治或文化认同ꎬ 推动美国政府制定支持以色列

的各种政策ꎬ 促使以色列在地区冲突中处于有利位置ꎮ③ 此外ꎬ 俄裔犹太人对

俄以关系的影响也受到了较多关注ꎬ④ 但是关于阿拉伯国家犹太社区对阿以关

系影响的研究成果寥寥可数ꎮ⑤

近年来ꎬ 阿以关系出现新变化ꎬ 以色列通过各种努力试图打破与阿拉伯

国家的僵持关系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ꎬ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历史性地访问阿曼ꎬ
以色列陆续与卡塔尔、 埃及、 苏丹、 摩洛哥和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形成缓和氛

围ꎮ⑥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９ 月、 １０ 月和 １２ 月ꎬ 以色列先后与阿联酋、 巴林、 苏丹

和摩洛哥达成历史性的关系正常化协议ꎮ 目前ꎬ 学界对于阿以缓和现象主要

有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是经济发展说ꎮ 该观点认为ꎬ 阿拉伯剧变后ꎬ 诸多阿

拉伯国家尤其是以油气资源为主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均将 “非油气” 产业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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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战略ꎬ 而以色列正是这一战略的极佳合作伙伴ꎮ① 第二是地缘政治说ꎮ 该

观点认为ꎬ 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改善关系主要是由于地缘政治的变化ꎬ
具体来说是 “出于对自身面临安全威胁的重新排序ꎬ 以及 ‘敌人的敌人是朋

友’ 的结盟逻辑”ꎮ② 第三是美国因素说ꎮ 该观点认为ꎬ 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

缓和关系一方面受到美国压力ꎬ 另一方面通过在阿以关系上让步来获取美国

的安全保护ꎮ③ 上述三种观点都属于宏观上的解读ꎬ 缺乏微观视角下的观察ꎬ
如不能解释阿联酋、 巴林、 摩洛哥等国与以色列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之前ꎬ
为何这些阿拉伯国家能够与以色列保持着非正式接触关系ꎮ

在几乎所有阿拉伯国家中ꎬ 犹太社区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ꎬ 尤其

是与以色列长期保持稳定关系的阿拉伯国家ꎬ 如位于北非地区的摩洛哥ꎮ
摩洛哥与以色列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之前ꎬ 两国就存在长期的接触关系ꎮ
在 ２０１１ 年宪法修订中ꎬ 摩洛哥首次将犹太元素写入宪法ꎬ 以作为多元文明

的一部分ꎬ 充分彰显了两国文化的亲近性ꎮ④ 独立以来ꎬ 摩洛哥在争取巴勒

斯坦人权利的基础上ꎬ 一直保持着对以色列的接触政策ꎬ 其中缘由值得深

入研究ꎮ
接触政策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一般是指 “国际体系中的现状国家应对崛

起国时ꎬ 通过非强制性手段ꎬ 旨在将崛起国融入既有国际秩序中并加以改造

的一系列外交政策ꎮ”⑤ 实际上ꎬ 在现有国际体系中ꎬ 中小国家之间也存在着

执行 “接触政策” 的现象ꎮ 例如ꎬ 长期以来ꎬ 以色列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关

系均处于敌对与正常的中间状态ꎬ 作为外交政策的一种分类ꎬ “接触政策” 是

双方最常用的 “交流途径”ꎮ 本文的 “接触政策” 主要是指长期处于敌对与

正常中间状态的国家对彼此实施的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目的的政策选项ꎮ 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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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双边关系中ꎬ 共同族群是推进 “接触政策” 的重要基础ꎮ
摩洛哥对以色列 “接触政策” 案例兼具典型性与独特性ꎬ 前者在于摩洛

哥对以色列的 “接触政策” 体现了目前阿以关系中的普遍特征ꎬ 后者主要表

现在犹太人在摩洛哥外交政策中的多元化影响路径ꎬ 以及王室与犹太人的独

特历史关系ꎮ 鉴此ꎬ 本文选取摩洛哥与以色列关系作为案例ꎬ 基于历史与现

实ꎬ 剖析犹太人①在摩洛哥对以色列 “接触政策” 中的作用ꎬ 以期揭示当前

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的发展类型ꎬ 以及双边关系缓和现象的内在动因ꎮ

一　 少数族群与 “接触政策”: 一种理论范式

一般而言ꎬ 根据人口规模的大小和社会地位的高低ꎬ 族群可以分为少数

族群和多数族群ꎬ 前者已成为学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议题ꎬ 如中东的库尔德

问题、 巴基斯坦的俾路支问题、 马格里布地区的柏柏尔问题、 美国的古巴裔

移民等ꎮ 学界对少数族群的定义ꎬ 多是以静态的人口结构为基础ꎬ 本文采用

罗杰斯布鲁贝克尔 (Ｒｏｇｅｒｓ Ｂｒｕｂａｋｅｒ) 归纳的动态式特征ꎬ 即少数族群

“并不仅仅是由人口统计事实所决定的一个群体ꎮ 它还是一种处于变化之中的

政治立场ꎬ 或者更准确地说ꎬ 是一系列相关但相互对立的立场ꎬ 而不是一种

静态的人种和人口状况ꎮ”② 事实上ꎬ 只有那些持共同或者相似政治立场、 拥

有强烈的共同身份认同的少数族群才能够与国家的内政、 外交进行互动ꎬ 即

有能力和意愿对移居国施加影响ꎮ 从国际范围看ꎬ 少数族群与 “接触政策”
互动的案例多出现于存在犹太社区的阿拉伯国家 (也包括其他伊斯兰国家)ꎮ

从理论上看ꎬ 少数族群如何与一国 “接触政策” 产生互动? 这里的 “互
动” 包含两层意思: 其一ꎬ 作为国内政治议程的重要内容ꎬ 少数族群如何以

及多大程度上影响一国外交政策中的 “接触政策”? 其二ꎬ 一国外交决策制定

者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利用少数族群拓展外交成果? 根据现有研究ꎬ
本文将国际关系或者外交政策分析领域中关于少数族群和 “接触政策” 互动

的研究归纳为以下两类:

９９

①

②

这里的犹太人群体主要是指摩洛哥境内的犹太社区ꎬ 以及与之有关联的国际摩洛哥裔犹太人ꎬ
如以色列、 美国、 法国、 加拿大等国的摩裔犹太人ꎮ

Ｒｏｇｅｒｓ Ｂｒｕｂａｋｅｒ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Ｒｅｆｒａｍ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ｈｏｏ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ｕｒｏｐｅ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６ꎬ ｐ 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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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是 “利益集团论”ꎮ 该类研究将少数族群视为另一种 “利益集

团”ꎬ 其寻求对移居国外交政策产生影响ꎮ 少数族群被认为是现任政治领袖或

当局反对者的潜在支持者ꎮ 在这一概念中ꎬ 少数族裔容易受到动员和操纵ꎬ
特别是在民主国家ꎬ 可能导致少数族裔游说团体开展 “捕捉政策”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ａｐｔｕｒｅ)ꎮ① 此类研究主要的实证案例是基于美国的特定背景ꎬ 分析一些有影

响力、 有组织的少数族群流散群体 (如古巴、 亚美尼亚和美国的犹太人团体)
对外交政策的影响ꎮ② 其核心观点是ꎬ 这种游说在美国十分有效ꎬ 它总是能

“捕捉” 到美国外交政策的相关方面ꎬ 如维持对古巴禁运、 巴以问题中偏袒以

色列、 限制美国与阿塞拜疆交往等ꎮ③ 由此看出ꎬ 如果少数族群能够集中力量

使移居国大部分人倾向于其政策偏好时ꎬ 则会对移居国的外交政策产生重要

影响ꎮ
第二类是 “跨国族群联盟论”ꎮ 这类研究将少数族群作为国家间冲突的一

种解释变量ꎬ 认为生活在多个 (两个或三个以上) 国家的同一少数族群是

“族群政治” 影响国际政治的重要主体ꎮ④ 根据该理论ꎬ 由同一少数族群组成

的 “跨国族群联盟” 会影响某一国家的 “接触政策” 行为ꎬ 即国家—族群关

系呈现出以下模式: 某一族群在 Ａ 国处于支配或 “特权” 地位ꎬ 而在 Ｂ 国处

于弱势或受迫害时ꎬ 国家 Ａ 和 Ｂ 就有可能爆发冲突ꎮ 如果少数族群在 Ａ、 Ｂ
两国处境的差异性变大时ꎬ 冲突的预期也会随之增长ꎮ⑤ 例如ꎬ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ꎬ 索马里试图统一吉布提、 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境内的索马里人ꎬ 建立

０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ｌａｒｋｅꎬ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Ｃｈｉｎａ’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ｙｇｈｕｒ”ꎬ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Ｖｏｌ ５３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４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 Ｓａｉｄｅｍａｎꎬ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ＳＡＩＳ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２２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 ９３ － １０５

Ｐａｔｒｉｃｋ Ｈａｎｅｙ ａｎｄ Ｗａｌｔ Ｖａｎｄｅｒｂｕｓｈꎬ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Ｕ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ｂａ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４３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 ３４１ － ３６１ꎻ Ｊｏｈｎ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 ａｎｄ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Ｗａｌｔꎬ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 Ｌｏｂｂｙ ａｎｄ Ｕ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ａｒｒａｒꎬ Ｓｔｒａｕｓ ａｎｄ Ｇｉｒｏｕｘꎬ ２００８ꎻ Ｗｉｌｌ Ｈ Ｍｏｏｒｅꎬ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ＳＡＩＳ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２２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 ７１ － ９１ꎻ 李庆四: «试析少数族群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ꎬ 载 «国际论坛»
２００４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 ~ ６ 页ꎻ Ｔｒｅｖｏｒ Ｒｕｂｅｎｚｅｒꎬ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Ｇｒｏｕｐｓ ａｎｄ Ｕ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５４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７５５ － ７７７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ｌａｒｋｅ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５
Ｄａｖｉｄ Ｄａｖｉｓ ａｎｄ Ｗｉｌｌ Ｍｏｏｒｅꎬ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Ｍａｔｔｅｒｓ: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４１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９７ꎬ ｐｐ １７１ － １８４



摩洛哥对以色列 “接触政策” 中的犹太人因素考察　

“大索马里”ꎬ 最终导致 １９７７ ~ １９７８ 年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战争ꎬ 战争的爆发

与索马里境内拥有特权地位的欧加登集团 (Ｏｇａｄｅｎ) 对总统穆罕默德西亚

德巴雷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Ｓｉａｄ Ｂａｒｒｅ) 的游说有关ꎮ①

关于 “跨国族群联盟论”ꎬ 除了对冲突的解释性研究ꎬ 还涉及变体后的合

作性研究ꎬ 即什么条件下ꎬ 跨国族群关系会促进国家间合作? 最新研究表明ꎬ
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取决于每个国家对有关跨国族群的 “威胁认知” 和 “友
善认知”ꎮ 例如ꎬ 美国明德学院政治系助理教授加里温斯勒 (Ｇａｒｙ Ｗｉｎｓｌｅｔｔ)
博士提出 “威胁认知差异” 模式ꎬ 即 “当 Ａ 国和 Ｂ 国同时认定 Ｘ 组织是威胁

势力时ꎬ Ａ、 Ｂ 两国合作的可能性增加ꎻ 当 Ａ、 Ｂ 两国中ꎬ 一方视 Ｘ 组织为威

胁势力ꎬ 另一方视其为非威胁对象ꎬ 且其中一方寻求合作遭到另一方拒绝时ꎬ
两国合作的可能性降低”ꎮ② 同理ꎬ 当 Ａ、 Ｂ 两国均将该组织视为友善对象时ꎬ
两国的合作水平也会随之提升ꎮ

犹太人作为跨国族群的典型群体ꎬ 也符合上述两类研究ꎬ 即同时扮演

“利益集团” 和 “威胁 /合作对象” 两种角色ꎮ 根据 «２０１８ 年美国犹太人年

鉴» 统计ꎬ ２０１８ 年初ꎬ 全球犹太人超过 １ ４６０ 万ꎬ 主要集中在北美、 西亚、
非洲、 欧洲和拉丁美洲等地区ꎬ 其中北美与以色列占比超过 ８４％ ꎬ 欧洲占

９％ ꎬ 拉美地区占 ３％ ꎮ③ 从社会角色来看ꎬ 犹太人在美国、 加拿大、 俄罗斯、
法国等大国均有着较为强大的影响力ꎬ 这不仅体现在经济和社会领域ꎬ 还体现

在政治和外交领域ꎬ 它是西方国家典型的以某一族群为内核的 “利益集团”ꎮ 在

阿拉伯国家ꎬ 犹太人数量自 １９４８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后逐年减少ꎬ 至 ２０１８ 年ꎬ 犹

太人主要分布在北非的摩洛哥 (２ １５０ 人)、 突尼斯 (１ ０５０ 人)、 埃及 (１００
人) 等国ꎬ 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均低于 １００ 人ꎮ④ 尽管如此ꎬ 近年来ꎬ 犹太人在

摩洛哥、 突尼斯、 阿联酋和巴林等国均形成了不可忽视的犹太社区ꎬ 他们与

各国政治精英保持着友好的合作关系ꎬ 其社会角色是一种发展中的 “利益集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 Ｓａｉｄｅｍａｎꎬ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Ｓｍａｌｌ: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ＳＡＩＳ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２２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２ꎬ ｐ １０２

Ｇａｒｙ Ｗｉｎｓｌｅｔｔꎬ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 Ｔｈｒｅａｔ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ｓ: Ｈｏｗ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Ｖｏｌ １２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６５３ － ６７３

Ｓｅｒｇｉｏ Ｄｅｌｌａ Ｐｅｒｇｏｌａꎬ “Ｗｏｒｌｄ Ｊｅｗｉｓｈ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８”ꎬ ｉｎ Ａｒｎｏｌｄ ＤａｓｈｅｆｓｋｙＩｒａ Ｍ Ｓｈｅｓｋｉｎꎬ ｅｄ 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ｅｗｉｓｈ Ｙｅａｒ Ｂｏｏｋ ２０１８: Ｔｈ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ｅｗｉｓ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Ｓｉｎｃｅ １８９９ꎬ
Ｃｈａｍ: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 ４４０ － ４４９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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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ꎮ 这些犹太社区游说的共同目的是改善移居国政府对以色列的态度和政

策ꎮ 另外ꎬ 由于犹太人在各阿拉伯国家有着不同的地位ꎬ 如在摩洛哥、 突尼

斯、 阿曼等国被视为友好的少数族群ꎬ 而在黎巴嫩、 伊拉克、 叙利亚等国则

被视为敌对的少数族群ꎬ 所以这种认知极大地影响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

关系ꎬ 同时也形塑了犹太人在阿拉伯世界的 “威胁 /合作对象” 角色ꎮ

二　 “被保护民” 地位与历史上犹太人在摩洛哥

对外关系中的作用

　 　 作为犹太人流散的居住地之一ꎬ 摩洛哥曾是阿拉伯世界容纳犹太人最多

的国家ꎮ 据犹太学者安德烈列维 (Ａｎｄｒé Ｌｅｖｙ) 统计ꎬ １９４６ 年ꎬ 在摩洛哥

境内犹太人第一次向以色列大规模移民 (１９４８ ~ １９４９ 年) 之前ꎬ 摩洛哥犹太

人就达到了 ２５ 万ꎮ① １９６０ 年ꎬ 摩洛哥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ꎬ 犹太人

口仍有 １６ ２４ 万人ꎬ 主要集中在卡萨布兰卡、 拉巴特、 非斯、 丹吉尔、 得土

安、 塞夫鲁和索维拉等大中型城市ꎮ②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ꎬ 由于中东地缘政

治环境的变化ꎬ 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口整体出现锐减趋势ꎬ 摩洛哥犹太人也

逐渐减少ꎮ
从摩洛哥犹太人的历史嬗变来看ꎬ 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是古代至近代时期 (１９１２ 年之前)ꎮ 在犹太人的历史书写下ꎬ 摩洛

哥犹太人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腓尼基时期ꎮ③ 据考古铭文资料显示ꎬ 犹太人在

摩洛哥最早的活动地点位于公元 ２ 世纪罗马统治的瓦卢比利斯 (Ｖｏｌｕｂｉｌｉｓ) 地

区ꎮ④ 有学者认为犹太人向摩洛哥的移民出现过两次高潮: 公元前 ７０ 年第二

２０１

①

②

③

④

值得注意的是ꎬ 由于得土安地区的犹太人在独立前未进行过详细的人口普查ꎬ 因此对于摩洛

哥犹太人口的高峰值一直存在争议ꎮ Ｓｅｅ Ａｎｄｒｅ Ｌｅｖｙꎬ “Ｈｏｍｅｃｏｍｉｎｇｓ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Ｖｉｓｉｔｓ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ｉｓ ｔｏ Ｍｏｒｏｃｃｏ”ꎬ ｉｎ Ｆｒａｎ Ｍａｒｋｏｗｉｔｚꎬ Ａｎｄｅｒｓ Ｈ Ｓｔｅｆａｎｓｓｏｎꎬ ｅｄｓ ꎬ Ｈｏｍｅｃｏｍｉｎｇｓ: Ｕｎｓｅｔｔ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ｓ ｏｆ Ｒｅｔｕｒｎꎬ Ｌａｎｈａｍ: 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 Ｂｏｏｋｓꎬ ２００４ꎬ ｐ ９５

有学者估计ꎬ 得益于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ꎬ １９６０ 年摩洛哥的犹太人口可能达到 ２７ 万ꎮ Ｓｅｅ
“Ｔｈｅ Ｊｅｗｓ ｉｎ Ｍｏｒｏｃｃｏ”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６８ꎬ Ｒｅｆ: ＦＣＯ: ３９ / １５１ － １０６３４８ꎬ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ꎬ ＰＲＯꎬ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ｎｓｕｌａｔ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ꎬ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ꎬ Ｃａｓａｂｌａｎｃａ

约公元前 ３６１ 年建南部城市伊芙兰 ( Ｉｆｒａｎ) 的犹太社区被视作最早的摩洛哥犹太社区ꎮ Ｓｅｅ
Ｅｍｉｌｙ Ｇｏｔｔｒｅｉｃｈꎬ Ｊｅｗｉｓｈ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ｆｒｏｍ Ｐｒｅ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ｔｏ Ｐｏｓｔ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ꎬ
２０２０ꎬ ｐ ３９

Ｙａｎｎ Ｌｅ Ｂｏｈｅｃꎬ “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Ｊｕｉｖｅｓ ｅｔ Ｊｕｄａïｓａｎｔｅｓ ｄｅ ｌ’ Ａｆｒｉｑｕｅ Ｒｏｍａｉｎｅ”ꎬ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éｓ Ａｆｒｉｃａｉｎ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７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８１ꎬ ｐｐ １６５ － 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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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殿毁灭时期和１４９２年西班牙、 葡萄牙犹太人 (Ｓｅｐｈａｒｄｉｃ) 出逃时期ꎮ① 这一

时期的犹太人在马格里布地区形成了独特的社会结构、 社会地位以及与中央

政府的关系ꎮ 自公元 ７８８ 年ꎬ 摩洛哥第一个伊斯兰王朝———伊德里斯王朝

(Ｉｄｒｉｓｉｄ Ｄｙｎａｓｔｙ) 建立后ꎬ 犹太人在伊斯兰法体系下获得了特殊的 “迪米 /保
护民” (Ｄｈｉｍｍａ) 身份ꎬ 即受伊斯兰教保护的其他宗教人士ꎮ② 犹太人社区内

部也形成了独特的法律体系ꎬ 即以等级分明的拉比为核心ꎬ 推行宗教仪式和

法院事务ꎮ③ １４３８ 年ꎬ 第一个摩洛哥犹太区——— “麦拉” (Ｍｅｌｌａｈ) 在非斯新

城建立ꎮ④ 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ꎬ 中央政府与犹太人开始建立了特殊的保护

关系ꎮ 这种保护关系主要体现在对宫廷犹太人 (Ｃｏｕｒｔ Ｊｅｗｓ) 的角色定位: 犹

太人担任苏丹及其王室的商务和外交代表ꎬ 主要负责处理与欧洲和奥斯曼帝

国的关系ꎮ⑤ 中世纪萨阿德王朝时期 (Ｓａａｄ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ꎬ １５４９ ~ １６５９ 年)ꎬ 犹太

人开始较为广泛地在宫廷中担任财政大臣、 外交代表、 医生和翻译等重要职

位ꎬ 其中犹太贵族卡伯萨 (Ｃａｂｅｓｓａ) 和帕拉切 (Ｐａｌａｃｈｅ) 家族曾作为苏丹与

欧洲商人谈判的代表出使欧洲ꎮ⑥ 阿拉维王朝时期 (Ａｌａｗｉｔｅ Ｄｙｎａｓｔｙꎬ １６６８ 年

至今)ꎬ 犹太人约瑟夫托莱达尼 ( Ｊｏｓｅｐｈ Ｔｏｌｅｄａｎｉ) 和摩西本阿特尔

(Ｍｏｓｅｓ Ｉｂｎ Ａｔｔａｒ) 作为苏丹全权代表分别与荷兰 (１６９０ 年) 和大英帝国

(１７２１ 年) 缔结和平协议ꎮ⑦ 宫廷犹太人在外交部门任职的传统一直持续到 １８
世纪末ꎮ １９ 世纪ꎬ 由于摩洛哥持续动荡ꎬ 犹太人常被当做欧洲侵略者的替罪

羊ꎬ 他们在王室中的作用逐渐被弱化ꎮ
第二是法国保护国时期 (１９１２ ~ １９５６ 年)ꎮ １９１２ 年ꎬ 法国殖民政府取代

３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 Ｌａｓｉｅｒꎬ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Ｊｅｗ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Ｊｅｗｓ ｏｆ Ｍｏｒｏｃｃｏꎬ Ｔｕｎｉｓｉａꎬ ａｎｄ
Ａｌｇｅｒｉａ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４ꎬ ｐ １１

Ｇｅｒｍａｉｎｅ Ａｙａｃｈｅꎬ “Ｌａ Ｍｉｎｏｒｉｔé ｊｕｉｖｅ ｄａｎｓ ｌｅ Ｍａｒｏｃ Ｐｒéｃｏｌｏｎｉａｌ”ꎬ Ｈｅｓｐéｒｉｓ － Ｔａｍｕｄａꎬ Ｖｏｌ ２５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８７ꎬ ｐ １４９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 Ｌａｓｉｅｒ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１３ － １４
阿拉伯学者和西方学者在看待 “麦拉” 区建立的目的上存在较大分歧ꎬ 前者认为这是苏丹为

了保护犹太人而采取的措施ꎬ 而西方学者尤其犹太学者认为这种措施是压迫犹太人的表现ꎮ Ｓｅｅ Ｌｈａｊ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Ｎａｃｉｋꎬ “Ｔｈｅ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ｒｏｃｃａｎ Ｊｅｗｓ ｔｏ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ｉｘ － Ｄａｙ Ｗａｒ: 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ｂｙ
Ｍｒ Ｐ Ｍ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ｎｓｕｌꎬ Ｃａｓａｂｌａｎｃａ (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６８ )ꎬ” Ｈｅｓｐｅ ｒｉｓ － Ｔａｍｕｄａꎬ Ｖｏｌ ５３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１９６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 Ｌａｓｉｅｒ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１７ － １８
参见犹太虚拟图书馆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ｅｗｉｓｈｖｉｒｔｕ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 / ｓａ － ｘ００２７ － ｄｉｓꎬ ２０２０ －１１ －１０
参见犹太虚拟图书馆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ｅｗｉｓｈｖｉｒｔｕ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 / ｍｏｒｏｃｃｏ － ｖｉｒｔｕａｌ － ｊｅｗｉｓｈ －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ｔｏｕｒꎬ ２０２０ － １１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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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苏丹的行政权后ꎬ 第一任总督罗贝尔利奥泰 (Ｒｏｂｅｒｔ Ｌｙａｕｔｅｙ) 采用

了与古代摩洛哥政府相似的民族政策ꎬ 即以 “保护” 政策为核心ꎬ 同时平衡

阿拉伯人、 柏柏尔人和犹太人的地位差异ꎮ 在该政策影响下ꎬ 犹太人的安全

环境得到改善ꎬ 但更多特权诉求的实现变得尤为困难ꎬ 如获取法国国民身份

和扩大 “世界以色列联盟” 等ꎮ①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末ꎬ 随着纳粹党崛起和第二

次世界大战爆发ꎬ 反犹太主义情绪在欧洲大陆蔓延ꎬ 北非地区也受到牵连ꎮ
１９４０ 年ꎬ 法国维希政权接管摩洛哥后ꎬ 犹太人的生存环境持续恶化ꎬ 其诸多

权利被限制ꎬ 如大量犹太民事和刑事案件改由苏丹任命的伊斯兰大法官执

行ꎮ② １９４８ 年ꎬ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地区正式建国ꎬ 激怒了世界穆斯林群体ꎬ
同年在摩洛哥北部城市乌季达 (Ｏｕｊｄａ) 和杰拉达 (Ｊｅｒａｄａ) 等地爆发了大规

模反犹运动ꎮ 但是ꎬ 摩洛哥苏丹穆罕默德五世公开表示反对这种不加区分的

反犹运动ꎬ 继续维持阿拉维王朝延续下来的 “保护” 政策ꎮ③ 在反纳粹主义

左翼运动与王室 “保护” 政策的双重影响下ꎬ 一些摩洛哥犹太人积极参与摩

洛哥反殖民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ꎮ④ 他们通过全球犹太人网络协助摩洛哥民族

主义者在纽约和巴黎等地开展外交游说活动ꎮ
第三是摩洛哥王国时期 (１９５６ 至今)ꎮ 自 １９４８ 年起ꎬ 摩洛哥犹太人的核

心议程转变为向以色列移民ꎮ 但 １９５６ 年摩洛哥独立后ꎬ 独立党 ( Ｉｓｔｉｑｌａｌ
Ｐａｒｔｙꎬ １９５８ ~ １９６０ 年摩洛哥政府执政党) 反对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ꎬ 认为这

会破坏摩洛哥的主权统一ꎮ⑤ １９６１ 年亲犹太人的哈桑二世继位ꎬ 于 １９６５ 年全

面掌权后ꎬ 犹太人的移民运动得以继续ꎮ １９６７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ꎬ 由于

遭到摩洛哥穆斯林民众的敌视ꎬ 犹太人的移民诉求高涨ꎮ 在哈桑二世的 “幕
后” 帮助下ꎬ 大量摩洛哥犹太人顺利移民至以色列ꎮ⑥ １９７１ 年ꎬ 摩洛哥犹太

人口减少至 ３ ５ 万人ꎮ 摩洛哥犹太人在向以色列移民的同时ꎬ 也将欧洲和

４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 Ｌａｓｉｅｒ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２８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Ｋｅｎｂｉｂꎬ “Ｍｏｒｏｃｃａｎ Ｊｅｗ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Ｖｉｃｈｙ Ｒｅｇｉｍｅꎬ １９４０ － ４２”ꎬ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９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５４０ － ５５３
Ｍａｉｔｅ Ｏｊｅｄａ － Ｍａｔａꎬ “Ｍｏｒｏｃｃａｎ Ｊｅｗｉｓｈ 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

Ｒｅ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ꎬ Ｈｅｓｐｅ ｒｉｓ － Ｔａｍｕｄａꎬ Ｖｏｌ ５０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１４５ － １６３
Ａｌｍａ Ｒａｃｈｅｌ Ｈｅｃｋｍａｎꎬ Ｔｈｅ Ｓｕｌｔａｎ’ 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ｓ: Ｍｏｒｏｃｃａｎ Ｊｅｗ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ꎬ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２０ꎬ ｐｐ １０ － １１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 Ｌａｓｉｅｒ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５５
“Ｔｈｅ Ｊｅｗｓ ｉｎ Ｍｏｒｏｃｃｏ ”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９６８ꎬ Ｒｅｆ: ＦＣＯ: ３９ / １５１ － １０６３４８ꎬ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ꎬ ＰＲＯꎬ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ｎｓｕｌａｔ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ꎬ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ꎬ Ｃａｓａｂｌａｎｃ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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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作为移居目的地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摩洛哥境内犹太人数量下降至 １ 万人

以下ꎮ
据犹太事务局 (Ｊｅｗｉｓｈ Ａｇｅｎｃｙ) 统计数据显示ꎬ 截至 ２０１８ 年ꎬ 摩洛哥犹

太人约为 ２ １５０ 人ꎬ 居于阿拉伯国家之首ꎬ 在中东仅次于土耳其和伊朗的犹太

人数量 (分别为 １５ ０００ 人和 ８ ５００ 人)ꎮ① 犹太人活跃于摩洛哥政治、 经济和

外交等各个领域ꎮ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ꎬ 世界犹太人大会在最新报告中将摩洛哥犹太

社区定位成 “北非地区现存的最大犹太社区”ꎮ 摩洛哥设有世界犹太人大会附

属机构 “摩洛哥以色列社区理事会” (Ｃｏｎｓｅｉｌ ｄｅｓ Ｃｏｍｍｕｎａｕｔéｓ Ｉｓｒａｅｌｉｔｅｓ ｄｕ
Ｍａｒｏｃ)ꎮ② 虽然摩洛哥现仅有 ２ ０００ 多犹太人ꎬ 但是在海外具有摩洛哥背景的

犹太人接近百万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有学者统计ꎬ 仅在以色列 ６２０ 万人口中ꎬ 就有 ８０
万人具有摩洛哥血统ꎬ 其中 １５ ６５ 万人出生在摩洛哥ꎮ③ 国际摩裔犹太人与摩

洛哥境内犹太社区组成了摩洛哥特殊的犹太少数族群ꎮ 为推动摩洛哥对以色

列政策的开展ꎬ 该群体借助摩洛哥境内犹太精英的政治与经济影响力形成了

特殊利益集团ꎮ
综上所述ꎬ 无论在哪一时期ꎬ 摩洛哥苏丹或国王及其王室对犹太人的政

策都一以贯之ꎬ 即以 “保护” 政策为主ꎮ 犹太人也长期作为少数族群在摩洛

哥对外交往中扮演积极角色ꎮ 穆罕默德六世继位后ꎬ 摩洛哥延续着对犹太人

的友好政策ꎮ 虽受巴以冲突影响ꎬ 但全球摩裔犹太人群体仍然活跃于摩洛哥ꎬ
并在经济、 内政与外交等领域发挥着重大作用ꎮ 以色列摩裔犹太人每年仍然

通过 “朝觐” 的方式回到摩洛哥ꎮ 摩洛哥与以色列之间的 “犹太人联系” 为

日后双边 “接触政策” 的开展奠定了现实基础ꎮ

三　 从接触到关系正常化: 摩洛哥与以色列关系的嬗变

摩洛哥与以色列的接触关系始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ꎬ 当时刚独立的摩洛

５０１

①

②

③

Ｊｕｄｙ Ｍａｌｔｚꎬ “Ｗｏｒｌｄ Ｊｅｗｉｓｈ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ｖｅ ｏｆ Ｎｅｗ Ｙｅａｒ － １４ ７ Ｍｉｌｌｉｏｎ”ꎬ Ｈａａｒｅｔｚ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９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ａａｒｅｔｚ ｃｏｍ / ｊｅｗｉｓｈ /  ｐｒｅｍｉｕｍ － ｗｏｒｌｄ － ｊｅｗｉｓｈ －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ｏｎ － ｅｖｅ － ｏｆ － ｎｅｗ － ｙｅａ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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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和建国不久的以色列均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形势ꎮ ２０ 世纪下半叶ꎬ 摩洛哥

与以色列的接触经历了从小范围的有限接触发展到接近于建交的正常化接触

阶段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ꎬ 受中东地缘政治急剧变化的影响ꎬ 摩以关系退化ꎬ
进入秘密接触阶段ꎮ 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 在穆罕默德六世外交战略转向的大背景下ꎬ
摩洛哥与以色列开展了诸多间接接触ꎬ 并在摩洛哥国家利益主导下实现了摩

以关系正常化ꎮ
(一) 有限接触

１９４８ 年以色列建国不久ꎬ 为解决安全困境ꎬ 第一任总理本 － 古里安提出

了针对中东的 “边缘政策”ꎬ 即发展与伊朗、 土耳其和埃塞俄比亚等非阿拉伯

国家的关系ꎮ 到 １９５３ 年ꎬ 本 －古里安在一次对以色列军方的演讲中称ꎬ “以
色列不会仅限于与特定地区或国家发展关系”ꎮ① 当时ꎬ 以色列外交部官员就

关注到北非地区具有发展外交关系的潜力ꎬ 而摩洛哥地处地中海西南角ꎬ 远

离巴以冲突的核心地带ꎬ 且境内有大量犹太人并与中央政府 (特指王室) 保

持较好关系ꎬ 正好符合以色列的外交战略需求ꎮ② １９５３ 年ꎬ 以色列著名军事

领导人摩西达扬 (Ｍｏｓｅ Ｄａｙａｎ) 密访摩洛哥后ꎬ 正式提议以色列政府与摩

洛哥建立外交关系ꎮ １９６１ 年ꎬ 哈桑二世继位后对内面临民族主义反对派的威

胁ꎬ 对外因领土问题与阿尔及利亚爆发局部战争ꎮ 在此情况下ꎬ 哈桑二世放

弃了前任国王穆罕默德五世的泛阿拉伯主义政策ꎬ 继而转向沙特领导的亲西

方阵营以寻求帮助ꎮ③ 此时起ꎬ 哈桑二世开始对以色列实施以情报合作为主的

有限接触政策ꎮ④

１９６７ ~ １９７３ 年ꎬ 受摩洛哥国内形势和国际局势影响ꎬ 哈桑二世对以色列

政策也受到了冲击ꎮ １９６７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 １９７１ 年和 １９７２ 年两次未遂军

事政变ꎬ 以及 １９７３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相继爆发ꎬ 一方面使摩洛哥支持巴勒

斯坦和反以色列的情绪大涨ꎬ 另一方面因政变导致的政权危机ꎬ 哈桑二世不

得不向国内左翼势力妥协ꎮ 从国内舆论、 政党、 工会组织到政府内部大臣均

无一不表达对巴勒斯坦处境的同情ꎬ 因此这一时期哈桑二世也顺应形势ꎬ 积

６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Ｄａｖｉｄ Ｂｅｎ Ｇｕｒｉｏｎꎬ Ａｒｍｙ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Ｈｅｂｒｅｗ]ꎬ Ｔｅｌ Ａｖｉｖ: Ｍａ’ ａｒａｋｈｏｔꎬ １９５５ꎬ ｐｐ ３５０ － ３５８
Ａｂｂａ Ｅｂａｎꎬ Ａｎ Ａｕｔｏ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ꎬ １９７７ꎬ ｐｐ １４６ － １４７
Ｓａｍｕｅｌ Ｓｅｇｅｖ ＆ Ｙｖｅｔｔｅ Ｓｈｕｍａｃｈｅｒꎬ “ Ｉｓｒａｅｌ －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Ｈａｓｓａｎ ＩＩ ｔｏ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ＶＩ”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２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５０
Ｊａｃｏｂ Ａｂａｄｉꎬ “Ｔｈｅ Ｒｏａｄ ｔｏ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 － Ｍｏｒｏｃｃａｎ ｒａｐｐｒｏｃｈｅ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５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０ꎬ ｐｐ ２７ －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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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ꎬ 同时在外交上谴责以色列ꎬ 在军事上①派兵参与阿

拉伯联军对抗以色列ꎮ② 然而ꎬ 在高调的亲巴和反以话语下ꎬ 哈桑二世依然保

持着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王室与以色列合作的水平ꎬ 实际上实施的是对巴勒斯坦

和以色列的 “两面接触” 政策ꎮ
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ꎬ 西撒哈拉问题③开始成为哈桑二世亟待解决的紧

迫问题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开始ꎬ 在摩洛哥犹太人的游说和支持下ꎬ 两国高

层在以色列和其他场合进行了多次秘密会谈ꎮ 由于以色列积极为哈桑二世提

供急需物资ꎬ 两国关系也迅速升温ꎮ 为回报以色列提供的巨大帮助ꎬ 哈桑二

世还邀请移居以色列的摩洛哥犹太人还乡ꎮ④ １９７５ 年夏季ꎬ 时任以色列国防

部长摩西达扬第一次以官方身份访问摩洛哥ꎮ １９７６ 年 １０ 月ꎬ 以色列总理伊

扎克拉宾秘密访问摩洛哥ꎬ 欲通过哈桑二世与埃及总统穆罕默德安瓦

尔萨达特建立联系ꎮ 在得知萨达特有意与以色列开启对话的决定后ꎬ 哈桑

二世公开支持该决定ꎬ 并称 “必须尝试 (阿以) 共存ꎬ 因为目前的事态对世

界和平构成持续的威胁ꎮ” 显然ꎬ 哈桑二世仍然保持着谨慎务实的态度ꎬ 同时

也表现出对以色列的友好政策取向ꎮ⑤ １９７７ 年 ９ 月ꎬ 时任以色列外交部长达

扬连续两次访问摩洛哥ꎬ 就阿以进行双边和谈的可能性进行探讨ꎮ 据当时在

场的以色列记者塞缪尔塞格夫 (Ｓｈｍｕｅｌ Ｓｅｇｅｖ) 记录ꎬ 哈桑二世公开称阿拉

伯国家应该承认以色列ꎮ⑥

因频繁接触以色列ꎬ 哈桑二世遭到国内外反犹主义和反帝国主义人士的

批评ꎮ 在此压力下ꎬ １９７８ 年 ９ 月 «戴维营协议» 签署后ꎬ 哈桑二世转而批评

７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ꎬ 摩洛哥仅是象征性派兵ꎬ 而第四次中东战争则常规化派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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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总统萨达特ꎬ 但同时坚持认为解决中东和平问题应采用政治路径ꎮ① 摩洛

哥虽坚持 “阿拉伯事业” 统一战线的立场ꎬ 但哈桑二世仍保持与以色列的秘

密接触ꎮ １９８１ 年在沙特提出 “法赫德方案” 草案后ꎬ 次年在哈桑二世的主持

下ꎬ 第一个致力于解决阿以冲突的 “非斯方案” 最终确定ꎮ② 为了落实 “非
斯方案”ꎬ 哈桑二世积极开展对以色列外交ꎬ 并积极游说国内外犹太人支持摩

洛哥的地区政策ꎮ③ １９８６ 年 ７ 月ꎬ 在西蒙佩雷斯即将卸任以色列总理之际ꎬ
哈桑二世主动邀请他访问摩洛哥ꎬ 双方在伊夫兰皇宫进行了会谈ꎮ

(二) 正常化接触

佩雷斯与哈桑二世会谈后ꎬ 摩洛哥对以色列外交进入了新阶段ꎬ 即正常

化接触阶段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ꎬ 在犹太人的大力帮助下ꎬ 以色列对摩洛哥投

资额大幅上升ꎮ 首先体现在旅游行业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 ９０ 年代初ꎬ 摩裔犹

太人 “返回” 摩洛哥旅游的人数达到高峰ꎬ 这不仅提升了摩洛哥的国际形象ꎬ
而且增加了外汇储备ꎻ 其次是农业领域ꎬ 以色列为摩洛哥提供了关键的技术

支持 (如灌溉技术) 和大量的投资项目ꎬ 如以色列工程师在摩洛哥建立了

“示范农场”、 以色列公司在摩洛哥投资了花卉和蔬菜产业ꎬ 仅在杰迪达

(Ｊａｄｉｄａ) 的投资额就达 ５０ 万美元ꎮ④ 据统计ꎬ 在 １９９３ 年未取得重大外交突破

的情况下ꎬ 摩以双边贸易额已达 １ 亿美元ꎻ⑤ 最后是国防领域ꎬ 在军事人员培

训和技术支持方面ꎬ 以色列为摩洛哥国防建设做出了独特贡献ꎮ⑥

１９９３ 年ꎬ 以色列和巴解组织达成历史性的 «奥斯陆协议»ꎮ 借助阿以关

系改善的机遇ꎬ 哈桑二世加大对以色列接触力度ꎮ １９９４ 年ꎬ 为促进摩以合作ꎬ
哈桑二世任命摩洛哥犹太人塞日贝杜果 (Ｓｅｒｇｅ Ｂｅｒｄｕｇｏ) 为旅游大臣ꎮ 作

为摩洛哥犹太社区有影响力的企业家和领袖ꎬ 贝杜果在任内为摩以关系进一

步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ꎬ 主要体现是促进摩以双方互设具有外交性质的 “联
络处” (Ｌｉａｉｓ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ꎮ １９９５ 年ꎬ 特拉维夫—拉巴特 “联络处” 建立ꎬ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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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摩洛哥对以色列的外交达到了正常化接触阶段ꎮ①

尽管巴以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ꎬ 但出于务实主义外交考量ꎬ 哈桑二世选

择了谨慎而大胆的外交行为ꎮ 与哈桑二世相比ꎬ 穆罕默德六世在外交上显得

较为低调、 谨慎与远离国际政治圈ꎬ② 但他对以色列政策基本上延续了哈桑二

世执政末期的状态ꎮ 在哈桑二世的正常化接触政策下ꎬ 摩洛哥与以色列关系在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５ 年达到历史顶峰ꎮ
(三) 秘密接触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ꎬ 随着哈桑二世身体状况恶化、 摩洛哥国内左翼政党开

始执政③以及以色列右翼利库德集团上台ꎬ 舆论对于摩以关系的持续发展持悲

观态度ꎮ 与此同时ꎬ 阿以和平进程再一次陷于僵局ꎬ «奥斯陆协定» 岌岌可

危ꎬ 叙利亚与以色列谈判进入停滞状态ꎮ 尽管如此ꎬ 摩洛哥和以色列的关系

特别是在情报和国防领域ꎬ 一直未受到国内外因素的干扰和阻断ꎮ
１９９７ 年ꎬ 为平息摩洛哥国内和阿拉伯世界反对与以色列过度交往的声音ꎬ

哈桑二世取消了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外交部长戴维列维 (Ｄａｖｉｄ
Ｌｅｖｙ) 访问摩洛哥的邀请ꎬ 同时还拒绝以色列提供的任何援助ꎮ 在地缘政治

新形势下ꎬ 摩洛哥和以色列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和中期计划的许多经济项

目被冻结ꎮ 该时期除了人员流动外ꎬ 摩以关系在各个领域的发展都出现了倒

退ꎮ １９９９ 年 ７ 月 ２３ 日ꎬ 哈桑二世去世的消息震惊了以色列政府ꎬ④ 以方对即

将继位的新国王是否有能力和意愿继续维持摩以关系深表担忧ꎮ 穆罕默德六

世继位初的几项行动也证实了以方的担忧ꎬ 如罢免与以色列具有亲密关系的

内政大臣得利斯巴斯里 (Ｄｒｉｓｓ Ｂａｓｒｉ)ꎬ 赦免反犹太主义、 马克思主义者阿

夫拉罕萨法提 (Ａｖｒａｈａｍ Ｓａｒｆａｔｉ)ꎬ 并任命其为国家能源发展部首席顾问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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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哈桑二世开始与以人民力量社会主义联盟 (ＵＦＳＰ) 为主的左翼达成妥协ꎬ
进行 “政权改组”ꎬ 而左翼政党是摩洛哥国内反犹的主要势力之一ꎮ

在哈桑二世的葬礼上ꎬ 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巴拉克 (Ｅｈｕｄ Ｂａｒａｋ) 携 １００ 名左右政府官员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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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穆罕默德六世执政的具体政策来看ꎬ 摩洛哥仍延续着哈桑二世时期

对以色列的接触政策ꎮ 即在巴以冲突的政治环境下ꎬ 摩洛哥在官方层面与其

他阿拉伯国家人民一样坚定地站在 “巴勒斯坦事业” 一边ꎬ 但同时通过摩裔

犹太人与以色列维持着 “非正式的合作与联系”ꎮ 以色列游客和从事特殊农业

和工业项目的专业人员继续正常进入摩洛哥ꎮ 为减少巴以冲突带来的潜在影

响ꎬ 如遭到摩洛哥官方的制裁ꎬ 由以色列资助摩洛哥商人建立的从事农业开

发、 灌溉设备和医疗产品等公司ꎬ 均注册为外国公司ꎮ① 穆罕默德六世执政初

期ꎬ 虽然以色列向摩洛哥的年度贸易出口额仅为数百万美元ꎬ 但摩洛哥向以

色列的出口额则显著增加ꎮ ２０００ 年上半年ꎬ 以色列进口了价值约 ８ ３ 亿美元

的摩洛哥农产品和纺织品ꎬ 如此庞大的数额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贸易中实

属空前ꎮ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ꎬ 巴勒斯坦爆发第二次 “巴勒斯坦大起义” ( Ｉｎｔｉｆａｄａ) 后ꎬ

阿拉伯国家持续爆发反以色列游行示威ꎮ 同年 １０ 月底ꎬ 摩洛哥街头爆发了约

２ ５ 万人参加的大游行ꎬ 参与者包括独立党领袖、 摩洛哥首相阿卜杜勒 － 拉赫

曼尤素福 (Ａｂｄｅｒｒａｈｍａｎｅ Ｙｏｕｓｓｏｕｆｉ) 和摩裔犹太人萨法提等政治精英ꎮ 压

力之下ꎬ 穆罕默德六世于 ２４ 日关闭了位于拉巴特的以色列联络处ꎬ 并召回摩

洛哥驻特拉维夫的外交官ꎮ 至此ꎬ 摩以双边近 ６ 年的 “正常关系” 正式结束ꎮ
第二次 “巴勒斯坦大起义” 期间ꎬ 摩洛哥政府对以色列保持谴责态度ꎬ 官方接

触降级为秘密接触ꎮ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ꎬ 美国、 欧盟、 俄罗斯和联合国中东问题四方

会议代表向巴以双方递交了中东和平 “路线图”ꎮ ７ 月 ３０ 日ꎬ 摩洛哥外交大臣

穆罕默德本伊萨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Ｂｅｎａｉｓｓａ) 和以色列外交部长西尔万沙洛姆

(Ｓｉｌｖａｎ Ｓｈａｌｏｍ) 就 “路线图” 进行会谈ꎬ 这也是 ２１ 世纪以来摩以之间的第

一次部长级别的会面ꎮ 同年 ９ 月ꎬ 穆罕默德六世接见了西尔万沙洛姆ꎬ 此

次会面引发了外界对摩以关系正常化的猜测ꎮ
自 ２００９ 年内塔尼亚胡再次执政以来ꎬ 摩洛哥国王及政府官员与以色列之

间几乎没有官方互动ꎮ ２０１０ 年中东剧变爆发后 ５ 年里ꎬ 穆罕默德六世将其执

政的重点转移至国内问题ꎬ② 对以色列推行以秘密接触为核心的外交政策ꎬ

０１１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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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继续通过境内外摩裔犹太社区与以色列开展有限的反恐、 农业、 贸易

等合作ꎮ ２０１１ 年ꎬ 摩洛哥伊斯兰主义力量正义与发展党 ( ＰＪＤ) 崛起ꎬ 成

为该国国内最大的政党力量ꎬ 其主导的政治意识形态倾向于反对以色列ꎮ
从民众角度看ꎬ 据 “阿拉伯晴雨表” 统计ꎬ ２０１１ 年ꎬ 摩洛哥民众对承认以

色列的态度处于前后 ５ 年左右的最低点ꎮ 在国内问题主导外交政策的逻辑

下ꎬ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 年ꎬ 摩洛哥与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关系一直处于 “敌

对” 状态ꎮ
(四) 双边关系正常化

从 ２０１６ 年起ꎬ 由于正义与发展党执政效果欠佳ꎬ 加之 ２０１６ 年议会选举

后组阁不力ꎬ 其主导的意识形态影响逐渐式微ꎮ 在此背景下ꎬ 王室重新全面

掌控摩洛哥内政外交的走向ꎮ 外交上ꎬ 摩洛哥提出了外交伙伴多元化战略ꎬ
其目的是: 一方面提升摩洛哥的发展竞争力ꎬ 另一方面欲通过争取国际支持

尽快解决西撒哈拉问题ꎮ① 在对以色列政策上ꎬ 摩洛哥回到了非正式的接触政

策ꎮ 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 内塔尼亚胡在国际场合多次公开支持摩洛哥的西撒哈拉政

策ꎬ 甚至游说美国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地区的主权ꎮ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ꎬ 穆罕默

德六世指派犹太人萨姆本希特里特 (Ｓａｍ Ｂｅｎ Ｓｈｉｔｒｉｔ) 推动内塔尼亚胡与

阿巴斯之间的和平谈判ꎮ② ２０１７ 年ꎬ 摩洛哥多个民间代表团访问以色列ꎬ 就

文化、 艺术和经济等相关领域探讨合作ꎮ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ꎬ 摩洛哥在巴林参加了

由美国主持的 “中东和平会议”ꎬ 就以色列与巴勒斯坦问题发表意见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ꎬ 以色列高级官员参加在马拉喀什 (Ｍａｒａｋｅｓｈ) 举行的反恐会议ꎮ

基于双方多年来非正式接触的历史基础ꎬ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 在美国政

府的斡旋下ꎬ 摩洛哥王室发表公报称同意恢复与以色列接触关系和外交关系ꎬ
尽快重新开放两国外交联络处ꎬ 扩大双边经济、 技术、 文化合作ꎮ 在达成

“协议” 的同一天ꎬ 美国同意向摩洛哥出售高级无人机ꎬ 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

拉地区的主权ꎬ 并称将在西撒哈拉地区的达赫拉市 (Ｄａｋｈｌａ) 开设领事馆ꎮ
此后ꎬ 以色列商人和投资者陆续进入摩洛哥ꎬ 寻求经贸合作ꎮ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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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ꎬ 美国驻摩洛哥大使大卫费舍尔 (Ｄａｖｉｄ Ｆｉｓｃｈｅｒ) 宣布ꎬ 摩以两国将 “很
快” 建立联络处ꎮ① １ 月 ２１ 日ꎬ 以色列与摩洛哥正式签署开通直飞航班协议ꎮ
从目前双方互动情况来看ꎬ 尽管摩、 以建立了 “双边正常关系”ꎬ 但其合作内

容主要以经济和文化领域为主ꎬ 缺乏实质性的政治互动与合作ꎬ 如元首互访ꎮ
１ 月中旬ꎬ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邀请国王穆罕默德六世访问以色列ꎬ 但摩

方以 “重启巴以谈判” 为条件婉拒了内塔尼亚胡的邀请ꎮ 因此ꎬ 就目前而言ꎬ
摩以关系还属于低级别的外交关系ꎬ 是一种正常化的接触关系ꎮ

总体而言ꎬ ２０００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至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 穆罕默德六世对以

色列政策在形式上一直处于非正式接触关系ꎬ 官方也多次表态称ꎬ 在巴勒斯

坦问题得到完全解决之前ꎬ 拒绝与以色列达成任何外交关系ꎮ 在诸多涉及巴

勒斯坦问题的立场上ꎬ 摩洛哥也经常持反以态度ꎬ 如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穆罕默德

六世对特朗普将以色列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表示 “深深担忧”ꎬ ２０２０ 年在阿

联酋、 巴林等国相继与以色列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的背景下ꎬ 摩洛哥公开拒

绝与以方签署外交协议ꎮ 尽管如此ꎬ 摩以双方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仍然广

泛存在ꎬ 尤其是在农业、 军事、 电影、 音乐、 旅游等低政治领域ꎮ② 这一时

期ꎬ 犹太人、 柏柏尔人、 伊斯兰主义者均对摩洛哥的以色列政策产生了较大

影响ꎬ 犹太人和柏柏尔人力主推动王室同以色列合作ꎬ 而阿拉伯伊斯兰主义

者则设法表达反以态度ꎮ 因而ꎬ 作为摩洛哥外交的决策者ꎬ 穆罕默德六世需

要在多个族群间维持平衡ꎮ 在摩洛哥与以色列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后ꎬ 尽管

一些阿拉伯伊斯兰主义者表示反对ꎬ 但在以西撒哈拉问题为核心的国家利益

面前ꎬ 摩洛哥也会打破这种族群平衡政策ꎬ 欢迎犹太人的游说ꎮ

四　 犹太族群影响摩以双边关系的路径

摩洛哥对以色列接触政策的核心动力主要来自全球犹太社区的强大影响

力ꎬ③ 以及摩洛哥政府、 以色列政府与摩洛哥犹太社区三者的 “默契合作”ꎬ

２１１

①

②

③

“Ｍｏｒｏｃｃｏ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Ｗｉｌｌ ‘ Ｓｏｏ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Ｌｉａｉｓ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ｓ”ꎬ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ｅｅｋｌｙ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９ꎬ ２０２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ｅａｒａｂｗｅｅｋｌｙ ｃｏｍ / ｍｏｒｏｃｃｏ － ｉｓｒａｅｌ － ｗｉｌｌ － ｓｏｏｎ －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 ｌｉａｉｓｏｎ － ｏｆｆｉｃｅｓꎬ ２０２１ － １ － ２０

笔者曾在 ２０１８ 年 ６ ~ ９ 月采访多位政治精英关于摩洛哥对以色列的看法ꎮ 大部分受访者认为ꎬ
摩洛哥与以色列的合作 “可在私下进行” (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ａｂｌｅ)ꎬ 代表人物: 穆罕默德贝尔加特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Ｂｅｌｇｈｉａｔ)ꎬ 全国独立人士联盟党 (ＲＮＩ) 卡萨布兰卡哈桑区主席ꎮ
主要是摩裔犹太族群网络ꎬ 也包括其他裔犹太族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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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审时度势地开展合作ꎬ 以满足各自的利益需求ꎮ 总体来看ꎬ 犹太人族群影

响摩以关系的路径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一) 犹太社会精英的积极游说

在摩洛哥的外交决策机制中ꎬ 国王及其顾问团处于金字塔式结构的顶端ꎬ
拥有至高无上的决策权ꎬ 而犹太精英一直是国王顾问团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这

些犹太社会精英主要分布在摩洛哥犹太社区以及世界摩洛哥犹太社区ꎬ 他们

大多从事商业、 艺术、 公共事业以及政治活动等ꎮ
独立后第一位发挥重要作用的犹太人是担任大臣职位的里昂邦扎康

(Ｌｅｏｎ Ｂｅｎｚａｑｕｅｎ)①ꎬ 其成功游说哈桑二世与以色列政府达成历史上第一次接

触政策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由于哈桑二世面临国内资源匮乏的困境ꎬ 摩洛哥犹

太社区积极斡旋以色列政府加大对摩洛哥的经济和军事援助ꎬ 以获取哈桑二

世的好感ꎮ １９７６ 年ꎬ 摩洛哥两位最有影响力的犹太人罗伯特阿萨拉夫

(Ｒｏｂｅｒｔ Ａｓｓａｒａｆ) 和安德烈阿祖来 (Ａｎｄｒé Ａｚｏｕｌａｙ) 建立了 “认同与对话协

会” (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é ｅｔ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ꎬ 旨在强化摩洛哥多社区或族群的谢里夫王室认

同ꎬ 其目的是为了搭建摩洛哥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对话平台ꎮ １９７８ 年ꎬ
“认同与对话协会” 举行的第一次活动主题就是关于摩洛哥犹太社区的国际

论坛ꎮ②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以色列工党成员拉菲艾德里 (Ｒａｆｉ Ｅｄｒｉ) 通过其岳父

摩裔犹太商人、 哈桑二世顾问大卫阿麦尔 (Ｄａｖｉｄ Ａｍａｒ) 的关系③促成了摩

以关系史上最重要的高层会谈———哈桑二世与西蒙佩雷斯 (Ｓｈｉｍｏｎ Ｐｅｒｅｓ)
峰会 (在伊夫兰举办)ꎮ 在哈桑二世执政的 ３９ 年里ꎬ 独立党的犹太成员④对相

关议程的推进也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在哈桑二世的诸多政策中ꎬ 犹太人相关政

策经常会得到独立党的支持ꎬ 这推动了哈桑二世对以色列的接触政策ꎮ 此外ꎬ
从摩洛哥国内的舆论来看ꎬ 王室媒体 «撒哈拉晨报» (Ｌｅ Ｍａｔｉｎ ｄｕ Ｓａｈａｒａ) 经

常报道国王经济顾问、 摩裔犹太人安德烈阿祖来的公共活动 (大多与以色

列有关)ꎮ⑤

３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先后担任摩洛哥第一届政府 (１９５６—１９５８ 年) 的电报与通讯部大臣和卫生部大臣ꎮ
Ｊéｒôｍｅ Ｖａｎ Ｒｕｙｃｈｅｖｅｌｔꎬ Ｌａ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Éｔｒａｎｇèｒｅ ｄｕ Ｍａｒｏｃ ｅｎｖｅｒｓ Ｉｓｒａёｌꎬ Ａｃｔｅｕｒｓ ｅｔ Ｆａｃｔｅｕｒｓ

Ｄé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ｕｎｅ Ｍｉｓｅ à Ｊｏｕｒ Ｔｈéｏｒｉｑｕｅ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ꎬ ｐ ６８
Ｂｒｕｃｅ Ｍａｄｄｙ － Ｗｅｉｔｚｍａｎ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ｎｄ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ꎬ ｐ ４２
独立党的犹太成员可以追溯至独立运动时期ꎬ 独立党和犹太人建立的联盟ꎮ
Ｂｒｕｃｅ Ｍａｄｄｙ － Ｗｅｉｔｚｍａｎ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ｎｄ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ꎬ ｐ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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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六世执政后ꎬ 犹太社区的社会精英继续发挥着重大作用ꎮ 经历

２１ 世纪初的 “断交” 后ꎬ 摩以两国的官方联系转变为秘密接触ꎮ ２００３ 年ꎬ 在

摩裔犹太大拉比什洛莫摩西阿马尔 (Ｓｈｌｏｍｏ Ｍｏｓｈｅ Ａｍａｒ) 的推动下ꎬ 穆

罕默德六世会见了以色列外交部长西尔万沙洛姆ꎮ① ２００５ ~ ２００６ 年ꎬ 摩以

关系迎来了一波小高峰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ꎬ 摩裔犹太人阿米尔佩雷斯 (Ａｍｉｒ
Ｐｅｒｅｔｚ) 继任工党主席后ꎬ 受到摩洛哥政府官员的接待ꎬ 随后参加了由安德

烈阿祖来主持的世界摩洛哥犹太人大会ꎮ 在摩洛哥犹太社区的推动下ꎬ 后

来担任以色列国防部长的阿米尔佩雷斯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会见了穆罕默德六

世ꎮ② 事实上ꎬ 在哈桑二世时期建立的工党与王室之间的政治互信也为未来摩

洛哥对以色列政策定下了基调ꎮ
２０１６ 年特朗普上台后ꎬ 其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多次访问摩洛哥ꎬ 受到国

王穆罕默德六世接待ꎮ 作为犹太人ꎬ 库什纳通过国际摩裔犹太人与摩洛哥政

府建立联系ꎬ 试图推动摩以关系正常化ꎬ 并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取得突破性进展ꎮ
摩以关系正常化的想法最早来自前摩萨德副主任拉姆本巴拉克 (Ｒａｍ Ｂｅｎ
Ｂａｒａｋ)ꎬ 其名下公司与摩裔犹太人亚里夫厄尔巴兹 (Ｙａｒｉｖ Ｅｌｂａｚ) 在摩洛哥

有业务往来ꎬ 后者与摩洛哥外交大臣纳赛尔布列塔 (Ｎａｓｓｅｒ Ｂｏｕｒｉｔａ) 关系

亲密ꎮ ２０１８ 年ꎬ 本巴拉克、 厄尔巴兹、 内塔尼亚胡国家安全顾问杰森格

林布拉特 (Ｊａｓｏｎ Ｇｒｅｅｎｂｌａｔｔ) 与布列塔进行了会谈ꎬ 提出了 “以美国承认摩洛

哥对西撒哈拉主权换取摩以关系正常化” 的方案ꎮ③ 尽管此次会谈没有取得

任何进展ꎬ 但以色列、 摩洛哥和白宫 (库什纳团队) 三方之间建立了直接

的沟通渠道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ꎬ 库什纳团队访问摩洛哥时ꎬ 国王穆罕默德六世

提出美国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拉地区主权的议题ꎬ 强调该问题对摩洛哥的

重要性ꎮ 之后ꎬ 摩洛哥外交大臣布列塔访问美国ꎬ 与库什纳团队进行了多

次对话ꎮ④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 在各方的推动下ꎬ 摩洛哥与以色列达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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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Ｊéｒôｍｅ Ｖａｎ Ｒｕｙｃｈｅｖｅｌｔꎬ Ｌａ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éｔｒａｎｇèｒｅ ｄｕ Ｍａｒｏｃ ｅｎｖｅｒｓ Ｉｓｒａêｌꎬ Ａｃｔｅｕｒｓ ｅｔ Ｆａｃｔｅｕｒｓ
Ｄé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Ｕｎｅ Ｍｉｓｅ à Ｊｏｕｒ Ｔｈéｏｒｉｑｕｅ (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０)ꎬ ｐ ５４

Ｉｂｉｄ ꎬ ｐ ５５
Ｂａｒａｋ Ｒａｖｉｄꎬ “Ｓｃｏｏｐ: Ｆａｌｌｏｕ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ｒｕｍｐ ａｎｄ Ｔｏｐ ＧＯＰ Ｓｅｎａｔｏｒ Ｍａｄｅ Ｍｏｒｏｃｃｏ － Ｉｓｒａｅｌ Ｄｅａｌ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ꎬ Ａｘｉｏｓꎬ Ｄｅｃ １１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ｘｉｏｓ ｃｏｍ / ｔｒｕｍｐ － ｍｏｒｏｃｃｏ － ｉｓｒａｅｌ － ｉｎｈｏｆｅ － ｃｃ６ｅ６６ａ４ －
ｃｄ１ｂ － ４ｃ０８ － ９１２６ － ０ｃ３ｅ６０８ｂ３８ｆｂ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２２

“Ａ ｌａ Ｍａｉｓｏｎ Ｂｌａｎｃｈｅꎬ Ｎａｓｓｅｒ Ｂｏｕｒｉｔａ Ｒｅｎｃｏｎｔｒｅ à Ｎｏｕｖｅａｕ Ｊａｒｅｄ Ｋｕｓｈｎｅｒ”ꎬ Ｔｅｌｑｕｅｌꎬ ２３ Ｏｃｔｏｂｒｅ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ｔｅｌｑｕｅｌ ｍａ / ２０１９ / １０ / ２３ / ａ － ｌａ － ｍａｉｓｏｎ － ｂｌａｎｃｈｅ － ｎａｓｓｅｒ － ｂｏｕｒｉｔａ － ｒｅｎｃｏｎｔｒｅ － ａ － ｎｏｕｖｅａｕ －
ｊａｒｅｄ － ｋｕｓｈｎｅｒ＿１６５４９９９ꎬ ２０２０ －１２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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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化协议ꎮ
(二) 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动员

如果说社会各界精英的作用路径是通过与国王及王室建立联系ꎬ 那么政

府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在于对摩洛哥社会进行群体性动员ꎬ 进而达到推动和

影响摩洛哥对外政策的目标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独立初期ꎬ 由于摩洛哥犹太社区的影响力较小ꎬ 以色列政

府主要倚重以色列情报组织对摩洛哥施加影响ꎮ 以色列著名情报组织摩萨德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进入摩洛哥后ꎬ 其主要任务是协助境内犹太人顺利向以色

列移民ꎮ 摩以安全合作主要基于摩萨德两任局长———伊塞尔哈雷尔 ( Ｉｓｓｅｒ
Ｈａｒｅｌ) 和阿米特梅尔 (Ａｍｉｔ Ｍｅｉｒ) 的个人努力ꎮ① 第一次摩以安全合作是

由哈雷尔及其助手雅科夫卡珞茨 (Ｙａ’ ａｃｏｖ Ｃａｒｏｚ) 推动建立的ꎬ 当时摩萨

德安排了摩洛哥情报机构主要人员艾哈迈德德里米 (Ａｈｍｅｄ Ｄｌｉｍｉ) 秘密访

问以色列ꎮ 其主要合作成果是以色列向拉巴特派出了精干情报人员ꎬ 司职培

训摩方情报人员ꎮ 阿米特接任摩萨德情报局局长后ꎬ 摩以安全合作进一步加

深ꎮ １９６３ 年ꎬ 摩洛哥—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ꎬ 阿米特亲赴马拉喀什会见哈桑

二世ꎬ 向其提供阿方和流放在埃及的反对派的情报ꎮ 此后ꎬ 为便于摩、 以两

国交流ꎬ 哈桑二世还允许摩萨德在拉巴特建立拥有无线电的固定情报基站ꎮ②

随后几年ꎬ 摩、 以两国的合作从情报领域逐渐扩展到军事培训、 投资和农业

发展等领域ꎮ
在政府间机构发挥作用的同时ꎬ 犹太人建立的非政府组织也开始发展壮

大ꎬ 它们在摩洛哥的影响力与日俱增ꎮ 最早的犹太非政府组织是成立于 １９４５
年的摩洛哥以色列社区理事会 (Ｃｏｎｓｅｉｌ ｄｅ ｌａ Ｃｏｍｍｕｎａｕｔé Ｉｓｒａéｌｉｔｅ ｄｕ Ｍａｒｏｃ)ꎬ
该组织致力于管理摩洛哥裔犹太人ꎬ 且运行着一套区别于摩洛哥穆斯林社会

的犹太律法ꎮ 虽然该组织成立时间较早ꎬ 但在其秘书长犹太人塞日贝杜果

成为摩洛哥旅游大臣之后才显现出影响力ꎮ③ １９９６ 年ꎬ 罗伯特阿萨拉夫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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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Ｆｒéｄéｒｉｃ Ａｂéｃａｓｓｉｓꎬ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Ｊｅｗｉｓｈ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ｕｒａｌ’ (Ｓｕｍｍｅｒ１９６１):
Ｒｅｔｕｒｎ ｆｒｏｍ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ｏｒ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ｎｅｗ Ｄｉａｓｐｏｒａ ?”ꎬ ＨＡＬ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７３ － ８２

Ｓａｍｕｅｌ Ｓｅｇｅｖ ＆ Ｙｖｅｔｔｅ Ｓｈｕｍａｃｈｅｒꎬ “ Ｉｓｒａｅｌ －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Ｈａｓｓａｎ ＩＩ ｔｏ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ＶＩ”ꎬ
ｐ ５３

Ｊａｍａâ Ｂａｉｄａꎬ “Ｌａ (ｒé)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Ｊｕｉｖｅ Ｃｏｍｍｅ Ｃｏｍｐｏｓａｎｔｅ ｄｅ 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é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Ｍａｒｏｃａｉｎｅꎬ ｉｎ Ａｒｉｅｌ Ｄａｎａｎꎬ Ｃｌａｕｄｅ Ｎａｔａｆꎬ ｄｉｒ ꎬ Ｊｕｉｆｓ ａｕ Ｍａｇｈｒｅｂ Ｍéｌａｎｇｅｓ à ｌａ Ｍéｍｏｉｒｅ ｄｅ Ｊａｃｑｕｅｓ
Ｔａïｅｂꎬ Ｐａｒｉｓ: Éｄｉｔｉｏｎｓ ｄｅ ｌ’Éｃｌａｔ ２００３ꎬ ｐｐ ２００ － ２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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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摩洛哥国际犹太人研究中心 (Ｃｅｎｔ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 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 ｓｕｒ ｌｅｓ Ｊｕｉｆｓ
ｄｕ Ｍａｒｏｃ)ꎮ 三年后ꎬ 罗伯特又建立了世界摩洛哥犹太人大会ꎮ 这类非政府组

织的成立ꎬ 搭建了摩洛哥与以色列的沟通渠道ꎬ 减少因信息不通畅带来的战

略误判ꎬ 且为犹太社区对摩洛哥政府进行游说提供了合法平台ꎮ
(三) 美国犹太集团的间接推动

自 １７８６ 年签订友好合作条约以来ꎬ 美国一直将摩洛哥视作重要的国际盟

友ꎬ 原因在于: 其一ꎬ 摩洛哥是美国在西亚北非地区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ꎬ
主要表现为摩洛哥在冷战时期是抵抗苏联共产主义的重要堡垒ꎬ “九一一” 事

件后则作为全球反恐的重要合作者ꎮ 其二ꎬ 在美国看来ꎬ 摩洛哥是西亚北非

地区出色的 “民主” 推广者ꎮ 自独立以来ꎬ 摩洛哥各界政府均将 “民主化”
作为改革目标ꎬ 赢得了美国社会的认可ꎮ 其三ꎬ 摩洛哥是西亚北非地区对以

色列敌意最少的国家ꎮ
就美国而言ꎬ 其外交政策受国内犹太人利益集团的影响ꎻ 从摩洛哥角度

看ꎬ 美国一直是摩洛哥最重要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国ꎮ 因此ꎬ 犹太集团 (代表

以色列利益)、 美国 (受犹太因素影响) 和摩洛哥 (求助于美国) 三者形成

了如下的影响关系: 犹太社区利用自身在美国社会中的影响力ꎬ 向美国政府

施压ꎻ 美国则利用摩洛哥对其援助和外交支持需求的依赖ꎬ 影响摩洛哥对以

色列政策ꎮ
独立初期ꎬ 摩洛哥与阿尔及利亚爆发了 “沙地之战” (Ｓａｎｄ Ｗａｒ)ꎬ 继位

初期的哈桑二世深知美以之间的特殊关系ꎬ 遂主动接触以色列ꎬ 获得了来自

美国的关键性军事援助ꎮ １９６６ 年ꎬ 摩洛哥成为美国对外援助流向居前五位的

国家ꎬ 受援额高达 ４ 亿美元ꎮ①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ꎬ 由于摩洛哥与 “波利萨里

奥阵线” 战事紧迫ꎬ 为继续获取美国支持ꎬ 哈桑二世积极促进中东和平事业

的发展和加强与以色列的关系ꎮ 此外ꎬ 由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爆发经济危机ꎬ
摩洛哥开始寻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ꎬ 而这两大组织长期由

西方尤其是美国把持ꎮ 这也部分解释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至 ９０ 年代初ꎬ 摩洛

哥对以色列开展正常化接触政策的原因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全球伊斯兰主义扩散ꎬ 一方面为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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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０”ꎬ Ｇｕｅｒｒｅｓ Ｍｏｎｄｉａｌｅ ｅｔ Ｃｏｎｆｌｉｔｓ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ｉｎｓꎬ ２０１６ / １ Ｎ°２２１ꎬ ｐ １１２



摩洛哥对以色列 “接触政策” 中的犹太人因素考察　

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ꎬ 另一方面也开始危及众多阿拉伯政权的生存ꎮ 在此状

况下ꎬ 摩洛哥更需要美国的支援ꎬ 而这种支援的隐性条件之一是 “积极” 发

展对以关系ꎮ 美国对摩洛哥的支援包括建立自由贸易区、 指定摩洛哥为非北

约盟友和提供经济援助等ꎮ
摩洛哥犹太人在施压美国政府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ꎮ 摩洛哥犹太人与美

国犹太集团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平托家族 (Ｐｉｎｔｏ Ｆａｍｉｌｙ)ꎮ 该家族起源于摩洛哥

南部城市索维拉的卡拉比派拉比海伊姆平托ꎬ 平托家族后代约什亚胡平

托 (Ｙｏｓｈｉｙａｈｕ Ｐｉｎｔｏ)① 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离开摩洛哥后ꎬ 在纽约成为著名的

美国以色列社区拉比ꎬ 拥有信徒达 ２５ 万人ꎮ 平托家族为企业家、 政治家、 体

育运动员等信徒提供服务ꎮ② 基于上述全球人际网络ꎬ 平托家族为美国政界和

摩洛哥犹太社区建立了联系ꎮ
犹太社会精英、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以及美国犹太集团分别在王室、 国内

和国际三个层面影响着摩洛哥的对外政策ꎮ 王室作为摩洛哥外交的绝对核心ꎬ
其政策制定多受国王顾问团的影响ꎮ 长期以来ꎬ 摩洛哥王室有吸纳犹太人进

入国王顾问圈的传统ꎮ 因此ꎬ 在对以色列政策上ꎬ 犹太社会精英是摩以双边关

系发展的最重要因素ꎬ 其作用也最大ꎮ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犹

太社区通过平台的力量对摩洛哥的政府机构和民间社会施加影响ꎮ 哈桑二世时

期ꎬ 这一因素在促进摩以关系发展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ꎮ 穆罕默德六世时期ꎬ
在国际反恐的新形势下ꎬ 两国情报、 安全组织的互动促进了双边关系的发展ꎮ
美国一直是影响阿拉伯国家对以政策的重要因素ꎬ 摩洛哥也不例外ꎮ 对摩洛哥

而言ꎬ 美国犹太集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ꎬ 摩裔犹太人通过借助美国犹太社区的

力量满足摩洛哥国际需求ꎬ 对摩洛哥形成 “软制衡”ꎬ 进而影响其对以色列政

策ꎮ 由于美国是独立后摩洛哥在全球的重要盟友ꎬ 亦是摩洛哥国家安全和经济

发展的重要援助者ꎮ 因此ꎬ 摩洛哥在获取美国犹太集团援助的同时ꎬ 在对以色

列政策上也会参考美国的意见ꎮ 可见ꎬ 作为全球性跨国族群的犹太人ꎬ 其族群

动员在影响所在国、 以色列、 美国等外交关系中发挥着独特作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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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１８ 年约什亚胡平托在以色列因贿赂问题被判刑 １０ 个月ꎬ 回到摩洛哥后ꎬ 担任摩洛哥以色

列社区理事会拉比ꎮ Ｓｅｅ Ｓｏｐｈｉｅ Ｌａｍｂｅｒｔｓ ｅｔ Ｔｈｏｍａｓ Ｓａｖａｇｅꎬ “Ｃｏｍｍｕｎａｕｔé Ｊｕｉｖｅꎬ ｌａ Ｇｕｅｒｒｅ ｄｅｓ Ｃｌａｎｓ”ꎬ
Ｔｅｌｑｕｅｌꎬ Ｎ°８５７ꎬ Ｄｕ １０ Ａｕ １６ Ｍａｉ ２０１９

Ａｏｍａｒ Ｂｏｕｍꎬ “ＡＭｏｒｏｃｃａｎ Ｋａｂｂａｌｉ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Ｊａｒｅｄ Ｋｕｓｈｎｅｒ ａｎｄ Ｍｏｒｏｃｃａｎ Ｊｅｗｉｓｈ Ｍｙｓｔｉｃｉｓｍ”ꎬ Ｊｅｗｉｓ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２２ꎬ Ｎｏ ２ꎬ Ｓｐｒｉｎｇ / Ｓｕｍｍｅｒ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１５０ － １５２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尽管如此ꎬ 犹太人在摩以双边关系中的作用仍具有局限性ꎮ 摩洛哥境内

的犹太社会精英数量有限ꎬ 影响范围较窄ꎬ 对王室的影响也难以形成持续、
稳定的作用力ꎮ 无论在摩洛哥政府内部还是在民间社会ꎬ 阿拉伯—伊斯兰主

义者依然占据上风ꎬ 该群体是摩洛哥对以色列政策的重要影响因素ꎬ 也是摩

以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 “阻力”ꎮ 总体来看ꎬ 犹太人的作用在巴以关系整体缓

和的环境下易得以发挥ꎬ 而在巴以关系紧张局势下具有不稳定性ꎮ 值得注意

的是ꎬ 犹太人能够力促摩、 以长期接触ꎬ 以及摩以关系正常化的背后逻辑还

在于摩洛哥国家利益的主导作用ꎬ 尤其是国家政治安全 (政权生存)、 领土安

全 (西撒哈拉问题) 等核心政治议题的推动作用ꎮ

五　 结语

阿拉伯剧变以来ꎬ 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政策可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实行

“三不政策”ꎬ 即不承认、 不接触、 不建交ꎬ 这类国家以巴勒斯坦、 黎巴嫩、
阿尔及利亚、 叙利亚、 伊拉克、 利比亚和也门为主ꎻ 二是建立正常外交关系ꎬ
这类国家包括埃及、 约旦、 阿联酋、 巴林、 苏丹和摩洛哥ꎻ 三是实行 “接触

政策”ꎬ 这类国家主要有突尼斯、 阿曼、 卡塔尔、 科威特、 沙特阿拉伯、 吉布

提和索马里等国ꎮ 从目前阿拉伯—以色列关系的大变局来看ꎬ 从接触到建交

的转变受阿拉伯国家国内政治和外部环境的综合影响ꎮ 对于同时受到内政与

外交掣肘的国家ꎬ 往往更倾向于维持现状ꎮ 总体而言ꎬ 当前大部分阿拉伯国

家与以色列关系处于正常与敌对之间的 “接触状态”ꎮ 在与以色列有正常外交

关系或 “接触政策” 的阿拉伯国家中ꎬ 犹太人与当地政府均有着友好关系ꎻ
相反ꎬ 对于坚持 “三不政策” 的阿拉伯国家ꎬ 犹太人数量极少甚至为零ꎬ 且

曾与当地政府关系较为紧张ꎮ 因此ꎬ 犹太人因素是窥视当前阿以关系的重要

维度之一ꎮ
长期以来ꎬ 阿以关系是中东局势发展的重要晴雨表ꎮ 作为全球最大的跨

国族群ꎬ 犹太人及犹太社区在推动阿以关系走向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ꎬ
主要表现在与移居国政府、 美国和以色列均有着紧密、 友好的关系ꎮ 例如ꎬ
在阿联酋、 巴林与以色列达成外交关系正常化之前ꎬ 双方已经开展了较长时

间的非正式秘密接触ꎮ 这种秘密接触关系最早是由犹太人推动的ꎬ 主要包括

本地犹太商人和美国知名犹太机构的拉比ꎮ 近 １０ 年来ꎬ 在犹太人的帮助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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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官员、 情报特工、 防务与安全公司频繁地秘密访问阿联酋和巴林ꎮ① 这

也是促进阿联酋、 巴林与以色列达成外交关系的重要基础ꎮ 由此可见ꎬ 犹太

人的跨国互动将是新时期阿以关系取得新进展的重要影响因素ꎮ
摩以关系改善是阿以关系发展的一种独特模式ꎬ 主要表现在: 第一ꎬ 作

为阿拉伯国家ꎬ 摩以关系长期维系着接触状态ꎬ 其产生的效果是: 一方面ꎬ
能使摩洛哥通过全球摩裔犹太社区获取国家发展所需的战略资源ꎻ 另一方面ꎬ
能够平息摩洛哥民间社会中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思潮ꎬ 减少对君主政权的威胁ꎮ
第二ꎬ 犹太因素是促进接触状态的重要因素ꎬ 并大致符合少数族群影响外交

政策的一般理论范式ꎬ 即利益集团论和跨国族群联盟论ꎮ 从理论上讲ꎬ 犹太

社会精英和以摩洛哥社区为主的非政府组织均是利益集团的组成部分ꎬ 而美

国犹太集团的间接推动可看作是摩洛哥犹太人和美国犹太人跨界合作的结果ꎮ
第三ꎬ 不同于犹太人在西方国家的游说场景———媒体、 学术和政治三重空间ꎬ
摩洛哥犹太人的活动空间狭小ꎬ 主要集中于商界和政界等上层社会ꎬ 因此高

层之间的秘密接触是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途径ꎮ 第四ꎬ 由于巴以问题具

有敏感性ꎬ 摩洛哥犹太人的作用路径选择具有时机性的特点ꎬ 即根据国际、
地区和摩洛哥国内形势开展不同程度的游说ꎮ 第五ꎬ 摩以双方在安全议题

(反恐)、 发展议题 (农业) 和文化议题 (音乐、 艺术) 的合作是 “接触政

策” 的重要体现ꎬ 这对其他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改善关系亦有重要启示ꎮ
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ꎬ 族群政治一直是国内政治治理的重要议题ꎮ 在全

球化背景下ꎬ 一国的族群政治问题往往具有很强的外溢效应ꎬ 即易受到国际

和地区思潮的影响ꎮ 尽管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数量非常少ꎬ 但其影响力不可

小觑ꎮ 作为阿拉伯国家族群的一部分ꎬ 犹太人也是阿拉伯国家族群治理的重

点之一ꎮ 从犹太人与摩洛哥外交政策互动来看ꎬ 摩裔犹太群体通过犹太社会

精英、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向摩洛哥王室游说ꎬ 以维持摩洛哥与以色列的接触

政策ꎬ 同时王室也会通过犹太群体获取以色列的公开或秘密资助ꎬ 投入与产

出呈正比ꎮ 纵观中东地区ꎬ 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寻找更好地处理少数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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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ꎬ ２００１ 年ꎬ 以色列前内阁成员埃弗拉姆斯内赫 (Ｅｆｒａｉｍ Ｓｎｅｈ) 回忆道: “我是沙龙总理

的内阁核心成员ꎬ 我去阿联酋的目的是建立双边关系ꎬ 并举行了非常高级别的会议ꎮ” Ｓｅｅ “Ｔｒａｉｌｂｌａｚｉｎｇ
Ｊｅｗｓ ｏｆ ＵＡＥ ａｒｅ Ｐａｖｉｎｇ Ｐａｔｈ ｔｏ Ｐｅａｃｅ”ꎬ Ｙｎｅｔｎｅｗｓ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９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ｎｅｔ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ＨｋＴＪｄ１ＳＱＤꎬ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２３ ２０１８ 年ꎬ 时任体育部长雷格夫 (Ｍｉｒｉ Ｒｅｇｅｖ) 陪同以色列国家队前往阿布

扎比参加国际柔道联合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ｄｏ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大满贯赛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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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法ꎮ 摩洛哥的经验表明ꎬ 当对某一族群的预期投入能实现更多的回报时ꎬ
政府就会倾向于迎合政策ꎬ 而当预期投入可能出现收益低或者风险系数大的

时候ꎬ 政府的政策则偏向于不作为或收紧倾向ꎮ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ｏｃｃｏ’ｓ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Ｉｓｒａｅｌ

Ｚｈａｎｇ Ｙｕｙｏ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ｇｅｎｄａ ｏｆ ｍｕｌｔｉ － ｅｔｈｎｉｃ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ｅｔｈｎｉｃ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ａｋｉｎｇ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ꎬ
Ｊｅｗｓ ｗｅｒｅ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ｅｔｈｎｉｃ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Ａｓ ａ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ｉｎ Ｍｏｒｏｃｃｏꎬ ｔｈｅ
Ｊｅｗｓ ｈａ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ｃｌｏｓ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ｈｉｍｍａ” ｓｔａｔｕｓ ｈａｓ ｌａｉｄ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ｓ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ｒｏｃ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ｉｎｃｅ Ｍｏｒｏｃｃａ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ｉｎ １９５６ꎬ Ｍｏｒｏｃｃｏ’ ｓ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Ｉｓｒａｅｌ ｈａ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ｆｏｕｒ ｓｔａｇｅ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ꎬ 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ｅｄ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ꎬ
ｓｅｃｒｅｔ ｃｏｎｔａｃｔｓꎬ 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ｅａｃｈ ｏｆ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ｌｏｂｂｉｅｄ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Ｊｅｗｉｓｈ ｅｌｉｔｅｓ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ｎ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ｓｏ ａｓ ｔｏ ｃｈａｎｇｅ Ｍｏｒｏｃｃｏ’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ｏｗａｒｄ Ｉｓｒａｅｌ Ｔｈｅ
Ｍｏｒｏｃｃａｎ Ｋｉｎｇ 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ｖｉａ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ｈｉｌｅ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Ａ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ｃｒｏｓｓ － ｂｏｒｄ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ꎬ Ｊｅｗｓ ｗｉｌｌ ｐｌａｙ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 Ａｒａｂ －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ｏｒｏｃｃｏ － Ｉｓｒａｅ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ꎻ ｃｏｎｔａｃｔ ｐｏｌｉｃｙꎻ ｍｉｎｏｒｉｔｙ ｇｒｏｕｐꎻ
Ｍｏｒｏｃｃａｎ Ｊｅｗｓꎻ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 Ｉｓｒａｅ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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