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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脆弱与外部冲击下的黎巴嫩毒品问题

余国庆　 陈 瑶

　 　 内容提要　 黎巴嫩毒品问题由来已久并延续至今ꎬ 对黎巴嫩的社会、 经

济、 安全和全球禁毒斗争都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ꎮ 尽管黎巴嫩当局和国际

社会不断加强禁毒工作ꎬ 但黎巴嫩毒品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并呈现出日益

扩张的趋势ꎮ 究其原因ꎬ 经济困顿是黎巴嫩毒品问题出现和扩张的内生根源ꎻ
内战时期的经济崩溃刺激毒品经济空前增长ꎻ 战后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导致

毒品经济的复现ꎮ 而该国教派冲突导致的政治碎片化局面又固化了毒品经济

体系ꎬ 政府治理能力缺失严重削弱了禁毒力度ꎬ 真主党在毒品经济中的角色

也不断显现ꎮ 受 ２０１１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的影响ꎬ 黎巴嫩脆弱的经济和政治环

境进一步恶化ꎬ 且真主党在叙利亚的影响和地位上升ꎬ 诱使黎巴嫩毒品经济

再度扩张ꎮ 实现黎巴嫩毒品问题的有效治理ꎬ 不仅需要政府采取更多禁毒措

施ꎬ 还要在相对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下解决黎巴嫩深层次的政治经济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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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ꎬ 毒品问题日益成为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非传统

安全威胁ꎮ 尽管在国际社会的不懈努力下ꎬ 全球禁毒斗争取得了重要成果ꎬ
但禁毒形势依然十分严峻ꎮ 近年来ꎬ 中东地区毒品泛滥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

广泛关注ꎮ 黎巴嫩是中东地区毒品生产、 销售和中转的中心之一ꎬ 自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初期开始大规模种植大麻以来ꎬ 黎巴嫩毒品问题一直延续至今ꎮ 黎巴

嫩内战时期ꎬ 其毒品经济规模实现了惊人扩张ꎬ 开始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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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ꎮ 尽管毒品问题在黎巴嫩内战结束后曾一度得到治理ꎬ 但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

又再度突出ꎬ 甚至在 ２０１１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毒品产销出现大幅增长ꎮ 由

此ꎬ 黎巴嫩毒品问题的长期存在给中东地区乃至全球禁毒工作带来了巨大

挑战ꎮ
尽管黎巴嫩毒品问题的严重性和外溢影响日益增加ꎬ 但国内外学界对该

问题的研究相对薄弱ꎮ 布瑞恩埃文斯 (Ｂｒｉａｎ Ｅｖａｎｓ) 在 «毒品经济: 黎巴

嫩研究案例» 一文中详细梳理了黎巴嫩毒品经济的演变历程ꎻ① 乔纳森马歇

尔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的专著介绍了黎巴嫩内战前后的大麻生产和走私情况ꎬ
并对法国和叙利亚在黎巴嫩毒品问题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分析ꎮ② 此外ꎬ 还有

一些学者从毒品种植历史、 相关法规等方面对黎巴嫩和摩洛哥的大麻生产情

况进行了对比分析ꎻ③ 另有学者从恐怖主义金融的角度解读了黎巴嫩的毒品问

题ꎬ 认为毒品生产和走私是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恐怖主义融资的一种方式ꎮ④ 虽

然上述研究成果大多对黎巴嫩内战时期的毒品经济扩张现象进行了梳理和分

析ꎬ 但对导致黎巴嫩毒品问题长期存续的深层次原因研究相对欠缺ꎮ 由于黎

巴嫩毒品的生产和走私对中国的影响不及金三角地区和阿富汗ꎬ 国内学术界

对该问题的关注不足ꎮ 鉴此ꎬ 本文基于黎巴嫩毒品问题的严峻形势ꎬ 探究导

致黎巴嫩毒品问题长期存续背后的经济和政治因素ꎬ 进而展望未来黎巴嫩毒

品问题的治理前景ꎮ

经济困顿催生黎巴嫩毒品问题

毒品作为经济利润极高的非法产业ꎬ 它的出现与扩张背后都有着不容忽

视的经济推动因素ꎮ 黎巴嫩毒品问题的历史演变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的轨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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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密切联系ꎬ 经济形势与毒品经济规模的变化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ꎮ
(一) 黎巴嫩毒品经济的缘起与内驱力

黎巴嫩境内的贝卡谷地土质肥沃ꎬ 有两条河流流经ꎬ 发展种植农业的历

史悠久ꎮ 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使得贝卡谷地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麻产

区之一ꎮ 黎巴嫩种植大麻的历史悠久ꎬ 有学者认为黎巴嫩种植大麻的历史可

以追溯至 １８６０ 年前后ꎬ 由土耳其人引进至黎巴嫩的东北部山区ꎻ 也有学者认

为黎巴嫩的大麻植株是从印度引入的ꎮ① 最初黎巴嫩仅种植大麻一种植物ꎬ 生

产的大麻产品主要是被称为 “哈希什” (Ｈａｓｈｉｓｈ) 的大麻树脂制品ꎬ 直至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ꎬ 在希腊禁止种植大麻后ꎬ 处于法国 “委任统治” 之下的黎巴嫩

才开始大规模种植大麻ꎮ
黎巴嫩种植大麻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在丝绸产业凋敝后出现经济萧条现象ꎮ

历史上ꎬ 黎巴嫩曾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ꎬ 一度跃居为中东地区的商业中

心ꎬ 丝绸产业在其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ꎮ １９ 世纪至 ２０ 世纪初ꎬ 丝绸工业

对黎巴嫩经济的贡献率曾高达 ８０％ ꎮ 然而ꎬ 自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以来ꎬ 黎巴嫩

丝绸工业受到来自日本的严重挑战ꎬ 人造纤维的出现更加速了丝绸产业的衰

落ꎮ 然而ꎬ 黎巴嫩国土面积狭小ꎬ 石油缺乏ꎬ 金属矿产稀缺ꎬ 使其在短时间

内发展新经济支柱产业的能力相当有限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黎巴嫩种植业条件

优越ꎬ 且具有邻近大麻树脂制品的最大需求市场———埃及的地理位置优势ꎮ
因此ꎬ 为了防止黎巴嫩可能出现经济危机ꎬ 法国鼓励贝卡谷地的农民种植大

麻ꎮ １９２８ 年贝卡谷地的大麻年产量为 ６０ 吨②ꎬ 随后ꎬ 欧亚地区的大麻供应中

心转移至黎巴嫩和叙利亚ꎮ
自此ꎬ 大麻种植和走私活动在黎巴嫩经济中的份额不断提升ꎮ 尽管大麻

树脂制品的生产被立法禁止ꎬ 但事实上它已经成为除丝绸、 橄榄油和烟草以

外黎巴嫩的主要出口商品ꎬ 更是被称作 “黎巴嫩的石油”ꎮ 截至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

代中期ꎬ 大麻种植对黎巴嫩经济贡献率超过 ５０％ ꎮ③ 政府曾经尝试控制国内

的毒品生产ꎬ 鼓励农民种植向日葵等替代农作物ꎬ 但收效甚微ꎮ １９５０ 年ꎬ 黎

巴嫩和叙利亚两地的大麻年产量已经达到 ３００ 吨ꎬ④ 且绝大部分大麻树脂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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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经西奈半岛和苏伊士运河运往埃及ꎮ １９５１ 年ꎬ 埃及在联合国指责黎巴嫩和

以色列通过向埃及走私大麻树脂赚取了大量外汇储备ꎬ 对埃及经济造成严重

损害ꎮ① 由此可见ꎬ 黎巴嫩从大麻生产和走私活动中获取的经济收益数额非常

巨大ꎮ
(二) 内战时期经济困境与毒品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

１９７５ ~ １９９０ 年间黎巴嫩的血腥内战严重破坏了该国的经济发展ꎬ 中断了

黎巴嫩现代化进程ꎮ 自 １９４３ 年黎巴嫩共和国成立后ꎬ 黎巴嫩推行自由主义经

济政策ꎬ 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ꎬ 旅游业、 金融业和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三大支

柱产业ꎮ 在地区环境动荡不安的背景下ꎬ 黎巴嫩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一跃成为

中东地区的旅游、 金融和教育中心ꎮ １９７３ 年ꎬ 黎巴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９４０ 美元ꎬ 在中东地区仅次于阿拉伯产油国和以色列ꎮ② 然而ꎬ 黎巴嫩内战爆

发后ꎬ 该国经济活动几乎处于停滞状态ꎮ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ꎬ 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南

部ꎬ 向该国境内的巴解组织、 叙利亚在黎巴嫩驻军采取了军事打击行动ꎬ 恶

化了该国的经济状况ꎮ
长达 １５ 年的黎巴嫩内战给该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致命性打击ꎮ 截至 １９８６

年ꎬ 黎巴嫩经济损失高达 ２４０ 亿美元ꎬ 超过 ２５０ 亿美元的实物资产在内战中

遭到破坏ꎮ １９９０ 年ꎬ 黎巴嫩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甚至低于 １９７４ 年ꎬ 仅为 １ / ３ꎮ③

其中ꎬ 农业在内战期间受损最为严重ꎮ １９７８ ~ １９８１ 年ꎬ 约有 １ １００ 公顷用于

种植马铃薯的土地被荒废④ꎻ 一些山地葡萄种植园被迫关闭并被征用为军事驻

地ꎬ 大量葡萄藤遭到破坏ꎬ 农民出于安全因素无法最大化利用和开发土地资

源ꎮ⑤ 由此ꎬ 黎巴嫩农民只能通过种植大麻来维持生计ꎬ 导致黎巴嫩大麻种植

面积和产量急剧增长ꎬ 种植大麻和罂粟成为贝卡谷地农民在战时的主要经济

来源ꎮ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期ꎬ 贝卡谷地的农民开始种植经济价值更高的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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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脆弱与外部冲击下的黎巴嫩毒品问题　

粟ꎬ 种植面积从最初的 ６０ 公顷大幅增加至 ４ ０００ 公顷ꎬ 年产量可供制造 ６ 吨

海洛因ꎮ① １９８０ 年ꎬ 黎巴嫩生产的大麻制品占全球总量的 ３５％ ꎬ 较 １９７０ 年增

加了 １０％ ꎻ 保守估计ꎬ 黎巴嫩境内的大麻种植面积在 ８０ 年代中期已达到 ４ ９
万公顷ꎬ 年产量高达 ７００ 吨ꎮ② １９９０ 年内战结束时ꎬ 贝卡谷地约 １ / ３ 的耕地都

种植了大麻或罂粟ꎮ③ 当时ꎬ 黎巴嫩境内共有 １ ７８０ 个大麻加工厂ꎬ 年出口约

５ 万吨大麻ꎻ 此外ꎬ 还有 １００ 个生产海洛因的实验室和工厂ꎮ④

内战时期的经济困顿直接导致黎巴嫩毒品经济出现大规模扩张ꎮ 由于黎

巴嫩正常的经济活动遭到严重破坏ꎬ 毒品生产和走私成为该国在内战时期至

关重要的经济来源ꎬ 占全部经济活动的 ５０％ 以上ꎮ⑤ 毒品交易每年估计可为

黎巴嫩带来 １５ 亿 ~ ２０ 亿美元的收入ꎬ 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 ( ＧＮＰ)
的 ４０％ ꎮ⑥

(三) 城乡经济发展差距助长了畸形的毒品经济

自 １９４３ 年独立以来ꎬ 黎巴嫩长期面临着城市与乡村发展不平衡的问题ꎬ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下降ꎮ 农业基础设施不足ꎬ 特别是灌溉设施严

重缺乏ꎬ 使得农民更倾向于种植大麻和罂粟ꎮ 根据 １９８７ 年的一份报告显示ꎬ
在 １ ３０７ 个黎巴嫩城镇和村庄中ꎬ 仅有 ２９２ 个灌溉管网在农业生产中运行良

好ꎬ 而多达 ６６１ 个村庄没有灌溉管网ꎮ⑦ 相比于小麦、 葡萄等作物ꎬ 大麻和罂

粟更适宜在干旱条件下生长ꎬ 对土壤要求不严ꎬ 经济价值也远高于小麦、 葡

萄等作物ꎮ 由此ꎬ 基于有限的农业生产条件及维持生计的需要ꎬ 生活在农村

地区的农民种植大麻和罂粟ꎮ 毒品经济在内战时期大规模扩张ꎬ 使贝卡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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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ꎮ
城乡差距在战后重建中进一步加大ꎬ 是黎巴嫩毒品问题难以根除的原因

之一ꎮ 在战后重建初期ꎬ 黎巴嫩政府集中精力在贝鲁特等大城市恢复旅游业

和金融业ꎬ 仅有房地产、 银行业和少数服务业从中获益ꎮ 哈里里政府还推出

了一系列复苏与刺激农业发展政策ꎬ 其中就包括铲除毒品植物、 推广合法替

代农作物等相关措施ꎮ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４ 年ꎬ 黎巴嫩大麻种植面积最少时仅剩 １５ 公

顷ꎬ 政府的禁毒行动终结了相当于黎巴嫩 ２ ７ 万个家庭 ５ 亿 ~ １０ 亿美元收入

的毒品贸易额ꎮ① 贝卡谷地的农民改种谷物、 苹果、 葡萄等经济作物和粮食作

物ꎮ 然而ꎬ 由于黎巴嫩政府对农业和贝卡谷地的经济发展关注不足ꎬ 导致毒

品经济 “卷土重来”ꎮ 黎巴嫩农业从业人口约占总人口的 ２０％ ~ ２５％ ꎬ 但在

１９９４ ~ ２００７ 年间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仅为 ６ ８％ ꎬ 远低于其他阿拉伯国

家ꎬ 超过 ２０％ 的农业人口处于贫困状态ꎮ②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ＵＮＤＰ) 估

计ꎬ 发展贝卡谷地大约需要投入 ３ 亿美元ꎬ 但黎巴嫩政府并未拨款给予支

持ꎮ③ 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的农民群体没有享受到经济重建的红利ꎬ 依然生活

在贫困之中ꎮ 由于农业机械化程度低、 耕地减少和出口价格下跌ꎬ 农民种植

其他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的收入远不及种植大麻和罂粟ꎬ 农民不得不重新种

植毒品作物ꎮ
综上ꎬ 经济困顿是黎巴嫩毒品问题产生和恶化的根本原因ꎮ 从时间阶段

来看ꎬ 黎巴嫩毒品问题起源于经济主导产业的衰退时期ꎬ 在内战导致的国内

经济停滞中达到高潮ꎬ 又式微于黎巴嫩战后经济快速重建阶段ꎮ 从地域角度

来看ꎬ 黎巴嫩政府在战后重建阶段只关注贝鲁特等大城市发展ꎬ 城乡差距扩

大导致黎巴嫩毒品生产和走私活动主要集中于贝卡谷地东部和北部的贫困山区ꎮ
毒品生产和走私活动在一定时期内为维系黎巴嫩经济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ꎬ 在

战时甚至成为贝卡谷地农民的主要经济来源ꎬ 但是又反过来限制了黎巴嫩的正

常经济活动ꎬ 形成恶性循环ꎬ 导致黎巴嫩毒品问题难以得到根本解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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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脆弱与外部冲击下的黎巴嫩毒品问题　

国内政治碎片化加剧毒品问题的严重性

黎巴嫩毒品问题在内战结束后仍然长期存续ꎬ 不仅反映出黎巴嫩的经济

发展问题ꎬ 更与黎巴嫩国内政治环境息息相关ꎮ 黎巴嫩民族国家建构先天不

足ꎬ 殖民统治的后遗症使得黎巴嫩长期面临着严重的教派矛盾ꎬ 教派问题始

终影响着国家的政治整合ꎮ １９４３ 年黎巴嫩独立后ꎬ 国内分为基督教马龙派、
伊斯兰教逊尼派、 什叶派和德鲁兹派等宗派ꎬ 政府根据教派分权体制初步建

立了国家治理体系ꎮ 然而ꎬ 随着各派之间矛盾的日益激化ꎬ 教派政治冲突愈

演愈烈ꎬ 最终以内战的形式爆发ꎮ １９８２ 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ꎬ 支持基督教马

龙派打击其他教派政治力量ꎬ 甚至纵容长枪党民兵制造贝鲁特大屠杀ꎬ 更加

剧了黎巴嫩的教派对立ꎮ 什叶派政治力量因战争动员而更加团结ꎬ 打破了基

督教马龙派、 逊尼派和德鲁兹派之间的力量平衡ꎮ 内战结束后ꎬ 黎巴嫩内部

对教派分权的再次尝试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教派矛盾问题ꎬ 国内政治仍然呈现

出碎片化局面ꎬ 严重影响到国家治理实践ꎮ
(一) 黎巴嫩的政治冲突固化了毒品经济体系

除了战时经济发展停滞ꎬ 黎巴嫩毒品经济规模在内战时期实现迅速扩张

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该国民兵组织通过参与毒品生产和走私活动获利ꎮ 内战

爆发前后ꎬ 大量民兵组织在黎巴嫩涌现ꎬ 并在内战期间参与到毒品经济之中ꎬ
通过生产和走私大麻以及罂粟制品换取资金和武器ꎮ 毒品成为各民兵组织在

内战时期争相把控的经济资源ꎮ 除了直接参与毒品种植和生产外ꎬ 民兵武装

还通过贩运、 走私毒品以及向毒品种植者征收 “保护费” 或特别税等方式从

毒品生产中获益ꎮ①

黎巴嫩的毒品经济已经形成了一个农民—贩毒集团—民兵组织的完整体

系ꎮ 农民靠种植大麻和罂粟为生ꎻ 贩毒集团从农民那里收购毒品作物进行加

工ꎬ 通过其贩运网络走私到世界各地ꎻ 民兵组织为毒品生产和走私活动提供

安全保障和运输便利ꎬ 并从中获取巨额经济利益ꎮ 为此ꎬ 交战各方努力控制

毒品生产地区ꎬ 将毒品作为支持战争的工具ꎬ 将毒品收益作为各方力量稳定

的资金来源ꎮ 一些学者估计ꎬ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５ 年间ꎬ 黎巴嫩的民兵组织每年能从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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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走私活动中获利 ６ 亿美元ꎮ①

内战结束后ꎬ 黎巴嫩的教派政治冲突仍在延续ꎬ 民兵组织并未完全解散ꎮ
民兵组织之间、 民兵组织与政府军之间仍不时爆发武装冲突ꎮ 然而ꎬ 民兵组

织无法再通过控制税收来获取经济来源ꎬ 不得不采取延迟向武装人员发放薪

水和减少社会服务等措施缩减开支ꎮ 在此背景下ꎬ 一些民兵组织寻求进行商

业活动ꎬ 而其他民兵组织面对毒品带来的巨大经济诱惑ꎬ 继续参与毒品生产

和走私活动ꎬ 并利用其关系和运输网络ꎬ 将黎巴嫩变为哥伦比亚和土耳其贩

毒集团向西欧、 俄罗斯和美国走私可卡因和海洛因的交易中心和中转站ꎮ② 通

过参与毒品活动ꎬ 这些民兵组织不仅得以攫取经济利益来维系武装力量的存

在ꎬ 还能将此作为与当局进行政治博弈的筹码ꎮ
(二) 政治碎片化削弱了黎巴嫩政府治理毒品问题的能力

１９９１ ~ １９９３ 年ꎬ 黎巴嫩政府采取了毒品植物铲除行动ꎬ 禁毒工作取得了

重要成果ꎮ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ꎬ 禁毒成果被国内各政治力量的博弈与内耗所

蚕食ꎮ 内战结束后ꎬ 黎巴嫩各派根据 «塔伊夫协议» 重新进行权力分配ꎮ 教

派分权体制的弊端和固有的社会文化形态ꎬ 共同使黎巴嫩出现了 “强社会、
弱国家” 的政治局面ꎮ③ 虽然教派分权体制通过不断细化选举规则和教派分类

谋求实现各教派间的权力平衡ꎬ 但实际上则进一步加剧了黎巴嫩的政治和社

会分裂ꎬ 最终导致国家治理能力的缺失ꎬ 对禁毒工作造成严重阻碍ꎮ
黎巴嫩在内战结束后并未形成一个统一且强有力的中央政府ꎬ 禁毒政策

难以全面推行ꎮ 黎巴嫩与叙利亚在 １９９１ 年签订了包含共同打击黎巴嫩东部毒

品走私活动内容的安全协议ꎮ④ １９９２ ~ １９９３ 年的毒品植物铲除行动得到驻守

黎巴嫩境内的叙利亚军队的协助ꎬ 取得了显著成效ꎮ 然而ꎬ ２００６ 年叙利亚军

队撤出黎巴嫩后ꎬ 毒品植物铲除行动完全交由黎巴嫩安全部队执行ꎬ 进度有

所下降ꎮ 黎巴嫩政治呈现碎片化局面ꎬ 特别是真主党控制着贝卡谷地北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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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鲁特南部的什叶派穆斯林聚居区ꎬ 导致中央政府在这些地区缺乏实际权威ꎬ
禁毒工作推行不畅ꎮ 由于推土机所有者担心受到毒贩报复而拒绝将推土机出

租给黎巴嫩安全部队ꎬ 导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在赫尔梅尔地区 (Ｈｅｒｍｅｌ) 铲除大麻

植株的行动被迫推迟ꎮ① 安全部队在贝卡谷地的毒品植物铲除行动甚至曾经遭

到民众使用枪支和手榴弹的反抗ꎬ 造成 １ 名警察受伤ꎬ 安全部队在当地的禁

毒工作一度被迫中断ꎮ② 据统计ꎬ 目前ꎬ 有超过 ４ 万份与贝卡谷地农民生产和

走私毒品的通缉令依然生效ꎮ③

由于黎巴嫩政府的治理能力有限ꎬ 其禁毒工作深受国内政局变化影响ꎮ
在政局相对平稳的时期ꎬ 黎巴嫩政府可以在禁毒方面投入较多的资金和人力ꎻ
在政局不稳定的时期ꎬ 特别是当政治危机演变为社会动荡的时候ꎬ 更多的安

全部队力量需要投入到维持国内安全与社会稳定之中ꎬ 难以兼顾禁毒工作ꎮ
自 ２００５ 年拉菲克哈里里遇刺身亡后ꎬ 黎巴嫩的教派矛盾和政治分歧不断加

剧ꎬ 突出表现为在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间的 “无总统状态”ꎮ ２００７ 年黎巴嫩爆发的

政治危机导致安全部队铲除毒品作物的计划被迫暂停ꎮ 当年ꎬ 贝卡谷地新种

植的大麻和罂粟面积约为 ６ ５００ 公顷ꎬ 但安全部队仅清除了其中 ２％ 的大麻

植株ꎮ④

(三) 真主党在黎巴嫩毒品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黎巴嫩真主党自 １９９２ 年开始参与议会选举ꎬ 并逐步转变为合法政党ꎮ 然

而ꎬ 黎巴嫩真主党以应对来自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为由ꎬ 一直拒绝解除武装ꎬ
造成各派别间力量对比出现严重倾斜ꎮ 真主党在黎巴嫩和地区的势力扩张与

内战后黎巴嫩毒品问题的长期存续具有一定联系ꎮ
自 １９８２ 年成立以来ꎬ 黎巴嫩真主党的经济来源包括伊朗提供的援助、 国

内什叶派缴纳的宗教税、 境外捐款和商业投资收益ꎮ⑤ 真主党一直维持着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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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的武装力量ꎬ 且注重从事社会福利活动ꎬ 提供教育和医疗等公共服务ꎬ
对资金需求较高ꎮ 尽管没有证据表明真主党直接参与毒品生产和走私活动ꎬ
但黎巴嫩大麻和罂粟的主要产地———贝卡谷地处于真主党的控制之下ꎮ 在毒

品问题上ꎬ 真主党至少采取了默许的态度ꎮ 此外ꎬ 黎巴嫩当局破获的毒品生

产场所也多位于真主党在贝鲁特南郊的势力范围ꎬ 真主党控制的马纳拉地区

(Ｍａｎａｒａ) 和贝卡谷地西部的赫尔梅尔是黎巴嫩毒品生产和走私的枢纽中心ꎮ①

真主党控制的黎巴嫩和叙利亚边境交通要道也成为黎巴嫩向周边国家走私毒

品的主要陆路通道ꎮ
黎巴嫩真主党还曾尝试突破宗教对毒品生产和走私的限制ꎬ 为毒品走私

活动赋予一定程度的合法性ꎮ 尽管伊斯兰教义明令禁止种植和吸食毒品ꎬ 但

是伊朗大阿亚图拉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颁布了一条伊斯兰敕令 (Ｆａｔｗａ)ꎬ
将走私毒品的行为合法化: “我们制毒是为了给撒旦———美国和犹太人ꎬ 如果

我们不能用枪杀死他们ꎬ 就用毒品杀死他们ꎮ” 这一宗教敕令后来被黎巴嫩真

主党领导人引用ꎬ 为毒品生产和走私赋予宗教上的合法性ꎮ 真主党的精神领

袖曾宣称ꎬ “如果毒品是卖给西方异教徒的ꎬ 那么毒品走私作为对抗 ‘伊斯兰

敌人’ 战争中的一部分在道义上是可以接受的”ꎮ②

黎巴嫩毒品问题的加剧与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存在一定的内在关联ꎮ ２００６
年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爆发剧烈武装冲突之后ꎬ 真主党元气大伤ꎬ 损失了

１ / ３ 的武装力量ꎬ 急需获取资金支付抚恤金和重新进行武装ꎬ 毒品生产和走私

成为真主党的重要资金来源ꎮ 此后ꎬ 黎巴嫩的大麻种植面积再次大幅增加ꎬ
中东地区国家检获芬乃他林③的数量也大增ꎮ 黎巴嫩当局于 ２００６ 年在的黎波

里港截获了两台用于合成芬乃他林的机器ꎬ 据相关报道称ꎬ 真主党议员侯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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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乃他林ꎬ 学名为芬乙茶碱 (Ｆｅｎｅｔｈｙｌｌｉｎｅ)ꎬ 是一种苯丙胺类中枢兴奋剂 (Ａｍｐｈｅｔａｍｉｎｅ － ｔｙｐｅ
Ｓｔｉｍｕｌａｎｔ)ꎬ 于 １９６１ 年在德国首次被合成ꎬ 此后被用于治疗过度活跃症ꎮ 由于其成瘾性强ꎬ 美国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 (ＦＤＡ) 在 １９８１ 年宣布禁止使用芬乃他林ꎬ 世界卫生组织也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将其列

为管制类药物ꎮ 此后ꎬ 仿制的芬乃他林开始进入毒品市场ꎬ 并普遍使用过去该类药品的畅销品牌

“Ｃａｐｔａｇｏｎ” 作为其名称ꎮ ２００６ 年以前ꎬ 中东地区的芬乃他林绝大多数来源于东欧和南欧地区ꎬ 经过土

耳其、 黎巴嫩、 叙利亚和约旦运往海湾地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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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穆萨维 (Ｈｕｓｓｅｉｎ ａｌ － Ｍｕｓａｗｉ) 的兄弟哈西姆穆萨维 (Ｈａｓｈｉｍ ａｌ －
Ｍｕｓａｗｉ) 涉案ꎬ 且已经在贝卡谷地、 巴尔贝克和贝鲁特等地建成了毒品生产

和运输网络ꎮ① 黎巴嫩当局于 ２００７ 年首次在境内发现生产芬乃他林的实验室

和设备ꎮ 一些学者指出ꎬ 真主党甚至将用于合成芬乃他林的机器放置在其兴

建的一些什叶派宗教场所内ꎮ② 毒品走私成为真主党在第二次黎巴嫩战争中的

重要经济来源ꎬ 为其购买物资和武器提供了大量资金ꎬ 也为真主党战后 “休
养生息” 提供了物质支撑ꎮ

西方国家指责黎巴嫩真主党通过 “洗钱” 的方式将毒品走私收入合法化ꎮ
黎巴嫩真主党在拉美地区较活跃ꎬ 与当地的非政府武装力量保持良好关系ꎮ
由于拉美地区非政府武装力量的活动资金主要来源于毒品走私ꎬ 美、 欧等西

方国家认为黎巴嫩真主党参与了拉美地区的毒品走私活动ꎬ 并在拉美地区贩

毒集团的协助下进行 “洗钱” 活动ꎮ 据称ꎬ 黎巴嫩真主党与墨西哥毒贩合作

向美国走私毒品ꎬ 墨西哥贩毒集团 “洛斯哲塔斯” (Ｌｏｓ Ｚｅｔａｓ) 协助真主党

“洗钱” 的规模多达 ８ ５ 亿 ~ ９ 亿美元ꎮ③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ꎬ 美国财政部指责黎巴

嫩真主党通过黎巴嫩加拿大银行 “洗钱”ꎬ 将在南美走私毒品的收入经非洲西

部以车辆贸易的名义回到黎巴嫩ꎮ 黎巴嫩中央银行因此立即关闭黎巴嫩加拿

大银行并没收所有资产ꎮ
黎巴嫩的教派政治问题与毒品问题相互渗透与交织ꎬ 无法有效抑制国内

的毒品活动ꎮ 黎巴嫩教派冲突和政治碎片化局面导致禁毒工作步履维艰ꎬ 使

得毒品政治化问题成为该国难以治愈的社会顽症ꎮ

叙利亚危机与黎巴嫩毒品经济的再扩张

基于特殊的地缘政治和教缘政治ꎬ 中东国家的政治经济发展与其所在的

地区形势变化密切相关ꎮ 黎巴嫩国力弱小、 教派林立ꎬ 更容易受到外部干预

和地区局势的辐射影响ꎮ ２００５ 年叙利亚从黎巴嫩撤军后ꎬ 黎巴嫩与叙利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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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仍然保持着紧密的政治和经济联系ꎮ 因此ꎬ 黎巴嫩成为最先受到叙利亚危

机波及的周边国家之一ꎬ 其毒品经济以及禁毒治理亦深受影响ꎮ
(一) 叙利亚乱局刺激毒品生产ꎬ 中东地区需求增加

近年来ꎬ 黎巴嫩毒品问题的外溢越来越严重ꎮ 除黎巴嫩以外ꎬ 叙利亚也

是中东地区的毒品输出国和中转站之一ꎮ 叙利亚危机爆发后ꎬ 黎巴嫩与叙利

亚之间的毒品走私通道由于被反政府武装和 “伊斯兰国” 武装分子占领而成

为 “法外之地”ꎮ 该地区的毒品走私活动猖獗ꎬ 甚至成为极端组织的资金来源

之一ꎮ 在此期间ꎬ 中东地区检获的苯丙胺类毒品大部分都来源于黎巴嫩和叙

利亚ꎬ ２０１５ 年在叙利亚境内共检获了 ２ ８２５ 公斤大麻树脂制品、 ９ 公斤海洛因

和超过 ２ ４００ 万片芬乃他林等大量毒品ꎮ①

武装分子在叙利亚内战中大量使用芬乃他林ꎮ 据相关报道称ꎬ 芬乃他林

作为一种兴奋剂在叙利亚战场上被广泛使用ꎬ 使武装人员能够长时间保持专

注和兴奋状态ꎬ 也作为一种精神安慰剂来减轻伤员的痛苦ꎮ 尤其是在 “伊斯

兰国” 的武装人员当中ꎬ 使用芬乃他林的现象十分普遍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３１ 日ꎬ
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 “革命突击队” (Ｍａｇｈａｗｉｒ ａｌ － Ｔｈａｗｒａ) 在坦夫

地区 (Ａｌ － Ｔａｎｆ) 发现并销毁了 “伊斯兰国” 储藏的 ３０ 万片芬乃他林ꎬ 价值

超过 １４０ 万美元ꎮ②

此外ꎬ 吸食毒品的情况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阿拉伯国家中显著增加ꎮ
２０１６ 年黎巴嫩因使用毒品被捕的人数较 ２０１１ 年大幅增长 １０８％ ꎬ 其中约 ８０％
是 １８ ~ ３５ 岁的青年ꎮ③ ２０１９ 年 “阿拉伯青年调查” 数据显示ꎬ ５７％的受访者

认为青年使用毒品的情况正在上升ꎬ 其中 ７６％来自黎凡特地区的受访青年认

同了这一说法ꎮ④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ꎬ 中东变局对阿拉伯民众造成了较大的心

理冲击ꎬ 吸食毒品成为年轻人逃避压力的方式之一ꎮ 而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

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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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为成瘾者提供了更便捷的毒品获取途径ꎮ 研究人员发现ꎬ 在谷歌、 亚马

逊等全球性网站和中东地区网站上都能检索到芬乃他林的相关信息ꎬ 特别是

在阿联酋等严格管控苯丙胺类兴奋剂的国家ꎬ 线上交易成为民众购买芬乃他

林的主要形式之一ꎮ①

(二) 黎巴嫩经济受叙利亚危机负面影响而持续恶化

过度依赖旅游业和房地产的经济结构决定了黎巴嫩经济高度受制于全球

经济形势和地区局势变化ꎮ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０ 年黎巴嫩经济处于快速恢复阶段ꎬ
２００９ 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达 １０％ ꎻ 而 ２０１１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ꎬ 黎巴嫩

当年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至 ０ ９％ ꎮ② 据世界银行统计ꎬ 叙利亚危机使得黎巴

嫩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的经济增长率每年下降 ２ ９％ ꎮ③

叙利亚危机对黎巴嫩旅游业的影响最为明显ꎮ 旅游业是黎巴嫩的支柱产

业ꎬ 在叙利亚危机爆发前ꎬ 旅游业对黎巴嫩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高达

３３ ８％ (２０１１ 年)ꎮ④ 然而ꎬ 自 ２０１１ 年叙利亚危机持续升级以来ꎬ 由于黎巴

嫩和叙利亚之间的口岸关闭、 暴力事件增加、 海合会国家对黎巴嫩发出的旅

游禁令ꎬ 以及非阿拉伯游客对中东地区整体安全忧虑增加等因素ꎬ 黎巴嫩旅

游业遭受重创ꎮ⑤ 游客人数从 ２０１０ 年的 ２１６ 万人次锐减至 ２０１５ 年的 １５１ 万人

次ꎬ 其中 ２０１３ 年黎巴嫩仅接待 １２７ 万游客ꎮ⑥

受到经济状况持续恶化的影响ꎬ 黎巴嫩失业率持续攀升ꎮ ２０１８ 年失业率

高达 ２５％ ꎬ 青年失业情况尤其严重ꎬ １８ ~ ２５ 岁青年的失业率为 ３５％ ꎮ⑦ 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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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下ꎬ 黎巴嫩毒品种植、 生产和走私活动明显增加ꎬ ２０１６ 年黎巴嫩因毒品

犯罪而被捕的人数较 ２０１２ 年增加 ６９％ ꎮ① 黎巴嫩安全部门在 ２０１６ 年共查获芬

乃他林 １ ０８０ 万片ꎻ 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 ９ 月间检获了 ７５０ 万片ꎮ② 黎巴嫩当局估计ꎬ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海关缴获的芬乃他林数量约占同期总产量的 １０％ ꎬ 推算黎巴嫩

的芬乃他林产值可能高达 １４０ 亿美元ꎮ③

(三) 黎巴嫩政府因卷入叙利亚危机而无暇顾及毒品问题

除经济冲击外ꎬ 叙利亚危机还给黎巴嫩的政治、 安全和社会带来了一系

列消极影响ꎮ 黎巴嫩政府疲于应对国内政治分歧、 恐怖主义威胁和叙利亚难

民问题ꎬ 在处理毒品问题上难免分身乏术ꎮ
叙利亚危机加剧了黎巴嫩各政党间的政治分歧ꎮ 黎巴嫩各党派在叙利亚

危机特别是巴沙尔政权的去留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ꎬ 导致黎巴嫩两大政治阵

营——— “三八” 联盟阵线和 “三一四” 联盟阵线在总统人选上无法达成

共识ꎮ 自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以来ꎬ 黎巴嫩总统选举投票因出席议员未达法定人数而先

后推迟 ４０ 次ꎮ 直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 “自由爱国运动” 创始人米歇尔奥恩

当选为新一任黎巴嫩总统ꎬ 才结束持续长达两年半的 “无总统状态”ꎮ
叙利亚危机威胁黎、 叙边境安全ꎮ 由于黎巴嫩真主党支持巴沙尔政权ꎬ

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在黎巴嫩境内爆发冲突ꎮ “伊斯兰国”
占领叙利亚大部分领土后ꎬ 在黎巴嫩东北部与叙利亚边境的山区占据了 １２０
平方公里土地ꎮ 此外ꎬ “伊斯兰国” 还在黎巴嫩境内发动恐怖袭击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ꎬ “伊斯兰国” 对贝鲁特的真主党控制区实施炸弹袭击ꎬ 造成 ４８ 人

死亡、 ２４０ 人受伤ꎬ 这是黎巴嫩近年来发生的最严重的暴力事件ꎮ 黎巴嫩军方

发起代号为 “郊区黎明” 的行动对 “伊斯兰国” 势力进行清剿ꎮ
大量叙利亚难民的涌入对黎巴嫩的经济和社会造成严重挑战ꎮ 黎巴嫩是

仅次于土耳其接收叙利亚难民第二多的国家ꎬ 高峰时期境内叙利亚难民人数

多达 １６０ 万人ꎮ 接收难民给黎巴嫩带来巨大的财政负担ꎬ 叙利亚难民的涌入

又进一步扩大了黎巴嫩的教派和政治分歧ꎬ 黎巴嫩各方直至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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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对限制叙利亚难民进入黎巴嫩达成共识ꎮ①

由于黎巴嫩政府疲于应对叙利亚危机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ꎬ 在一定程

度上放松了对国内毒品问题的治理ꎮ 根据黎巴嫩内政与城镇部发布的报告显

示ꎬ 黎巴嫩安全部门在 ２０１３ 年清理的罂粟种植面积约为 ６ ２ 万平方米ꎬ 而在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５ 年清理的面积大幅下降至 １ 万平方米ꎬ ２０１６ 年更是没有对罂粟

种植进行清理的报告ꎮ②

(四) 黎巴嫩真主党介入地区问题刺激了更多的资金需求

为了支持伊朗在地区的势力扩张ꎬ 巩固什叶派的影响范围并维系黎巴嫩

真主党与伊朗之间的物资运送通道ꎬ 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开始介入地区问题ꎬ
特别是在叙利亚危机中为巴沙尔政府提供武装支持ꎮ ２０１２ 年夏季ꎬ 媒体首次

报道黎真主党武装力量在叙利亚霍姆斯市附近协助叙利亚政府军作战ꎮ 美国

国务院发布的 «２０１６ 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报告»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２０１６) 显示ꎬ 约有 ７ ０００ 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在叙利亚作战ꎮ③ 在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期间ꎬ 超过 ８６５ 名在叙利亚的真主党武装人员死亡ꎮ④

有学者估计ꎬ 在叙利亚战场上丧生的真主党武装人数多达 １ ７００ 人 ~ １ ８００ 人ꎬ
超过真主党在 １９８２ ~ ２０００ 年间因与以色列冲突而死亡的武装人员总和ꎮ⑤ 此

外ꎬ 黎巴嫩真主党还以向胡塞武装派遣军事顾问等方式介入也门内战ꎮ 当前ꎬ
真主党声称已在叙利亚南部地区部署了超过 １ 万名武装人员ꎬ 以应对以色列

对伊朗和巴沙尔政府武装力量的袭击ꎮ⑥

黎巴嫩真主党在不断介入叙利亚等地区问题后ꎬ 对资金的需求激增ꎮ 除

了需要为在叙利亚阵亡的武装人员家属提供抚恤金和生活补助外ꎬ 真主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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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的军事行动和武器装备也需要大量资金支持ꎮ 然而ꎬ 受国际油价持续

疲软和美国经济制裁的影响ꎬ 伊朗石油收入减少ꎬ 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ꎬ 对

黎巴嫩真主党的资金支持不足ꎬ 毒品走私由此再次成为真主党获取活动基金

的重要渠道ꎮ 叙利亚当局声称在 ２０１８ 年 １１ 月截获了从真主党控制的古赛尔

地区向拉塔基亚走私的芬乃他林ꎮ①

由于受到地区动荡形势的影响ꎬ 在叙利亚危机带来的经济、 政治和社会

冲击下ꎬ 黎巴嫩经济状况持续恶化ꎬ 政府禁毒力度减弱ꎬ 黎巴嫩毒品经济因

此进入新一轮的扩张期ꎮ 而真主党因介入叙利亚危机而产生的资金需求也将

进一步加剧黎巴嫩的毒品问题ꎮ

余论: 黎巴嫩毒品问题的治理前景

黎巴嫩毒品问题由来已久ꎬ 内战期间大麻和罂粟种植活动大规模扩张ꎬ
内战结束后的政治冲突导致黎巴嫩禁毒努力付诸东流ꎮ 毒品问题与地区冲突

都极大地限制了黎巴嫩经济的良性发展ꎬ 叙利亚危机进一步助长了黎巴嫩毒

品经济的发展ꎮ 黎巴嫩著名毒贩诺伊栽特 (Ｎｏｕｈ Ｚａｉｔｅｒ) 曾宣称ꎬ 只要政

府允许合法交易大麻 ６ 个月ꎬ 他就可以付清 ３６０ 亿美元的政府债务ꎬ 足见黎

巴嫩毒品经济规模之大ꎮ② 随着中东和东欧地区毒品泛滥问题的严重性日益增

加ꎬ 解决黎巴嫩毒品问题刻不容缓ꎮ
(一) 黎巴嫩禁毒形势严峻

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ꎬ 黎巴嫩政府不断加大禁毒查处力度ꎬ 对国内毒品

问题一直持强硬态度ꎮ 黎巴嫩针对毒品问题具有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ꎬ 黎巴

嫩禁毒工作有法可依ꎮ③ 近年来ꎬ 军方协助安全部队销毁国内的大麻和罂粟植

株并捣毁制毒场所ꎬ 在边境地区、 机场和港口严格监管毒品走私活动ꎬ 增加

了禁毒执法的力度ꎮ 通过立法和行动ꎬ 黎巴嫩政府的禁毒工作在一段时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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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了一定的成效ꎬ 但由于黎巴嫩毒品问题具有长期性、 复杂性ꎬ 禁毒形势

依旧严峻ꎮ
第一ꎬ 大麻的种植面积和产量近年显著增加ꎮ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４ 年ꎬ 黎巴嫩的

大麻树脂产量位居世界第三ꎬ 仅次于摩洛哥和阿富汗ꎮ① 根据 «２０１９ 年世界

毒品问题报告» 显示ꎬ 黎巴嫩的大麻种植面积从 ２０１５ 年的 ３ ５００ 公顷大幅增

加至 ２０１７ 年的 ４０ ７７２ 公顷ꎮ② 在黎巴嫩缴获的大麻制品亦从 ２０１２ 年的 １ ０１６
公斤增加至 ２０１６ 年的 ７ ６３７ 公斤ꎮ③

第二ꎬ 毒品种类更加多元化ꎬ 新型合成毒品芬乃他林在黎巴嫩毒品活动

中占据的份额日益增长ꎮ «２００９ 年世界毒品问题报告» 第一次正视中东地区

滥用芬乃他林的情况: ２００７ 年在中东地区缴获的芬乃他林占全球截获苯丙胺

类兴奋剂总量的 ６３％ ꎮ④ 黎巴嫩一度被认为 “垄断” 了中东地区芬乃他林的

生产ꎬ 近年来中东地区查获的芬乃他林大部分源自黎巴嫩和叙利亚ꎮ⑤ ２０１２
年黎巴嫩当局缴获芬乃他林 ４６ 万片ꎬ ２０１３ 年缴获多达 １ ２３９ 万片ꎬ ２０１４ 年前

８ 个月就检获约 ３ ５２８ 万片ꎮ 除芬乃他林外ꎬ 黎巴嫩近年来查获的迷幻药摇头

丸数量大幅增加ꎬ ２０１６ 年查获 ５８４ 克亚甲双氧甲基安非他命 (ＭＤＭＡ)ꎻ 而在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 年间ꎬ 每年查获的此类毒品数量不足 １００ 克ꎮ⑥

第三ꎬ 黎巴嫩作为欧亚非地区毒品走私活动中转国的角色日益显现ꎮ 黎

巴嫩与周边国家交通便利ꎬ 贝鲁特港更是中东地区经地中海联通欧洲的重要

港口ꎬ 黎巴嫩因此成为亚洲 “金新月” 地带和欧洲之间的重要转运中心ꎮ 经

黎巴嫩向中东、 欧洲和非洲走私毒品的方式多样ꎮ 根据各地截获走私毒品的

相关报道ꎬ 黎巴嫩的芬乃他林通过空运和陆运的方式运往沙特ꎬ 通过渔船和

游船走私到欧洲地区和苏丹ꎮ 黎巴嫩和叙利亚边境地带是黎巴嫩向海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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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私的必经之路ꎮ 此外ꎬ 毒贩还通过黎巴嫩与以色列北部边境地区的地道向以

色列走私毒品ꎮ 随着全球交通的便捷程度提升ꎬ 黎巴嫩毒品问题的影响扩展至

美洲地区ꎬ 成为全球毒品网络的重要一环ꎮ 美国政府在 ２０１３ 年发布的 «管控麻

醉药品战略报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ｒｃｏｔｉｃ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ＩＮＣＳＲ) 中ꎬ
首次将黎巴嫩列为可卡因和海洛因走私活动的中转国ꎻ 而 ２０１６ 年的报告则将

大麻和芬乃他林也增加至经黎巴嫩走私的主要毒品种类当中ꎮ
(二) 提升黎巴嫩毒品问题治理效能的路径

对于黎巴嫩而言ꎬ 禁毒、 铲毒以及毒品经济的转型之路依然漫长ꎮ 实现

黎巴嫩毒品问题的有效治理不仅需要采取更多禁毒措施ꎬ 关键是要在相对和

平稳定的地区环境下解决黎巴嫩国内深层次的政治经济问题ꎮ
第一ꎬ 积极推进黎巴嫩经济转型和毒品替代经济的发展ꎮ 解决黎巴嫩毒

品问题的核心在于解决黎巴嫩的经济发展问题ꎬ 尤其是培育经济造血能力ꎬ
促进经济转型和毒品替代经济发展ꎮ 当前ꎬ 黎巴嫩经济存在增长乏力、 高度

的外部依赖性和国内各地区发展严重不平衡等问题ꎮ 只有实现黎巴嫩经济复

苏和发掘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ꎬ 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ꎬ 这对实现黎巴嫩

毒品问题的最终解决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ꎮ 此外ꎬ 黎巴嫩政府在关注大城市

发展的同时ꎬ 应该适当加大对乡村地区发展的投入ꎬ 特别需要落实社会保障

措施ꎬ 在铲除大麻和罂粟植株后保障农民的生计ꎬ 并加大对农业的投资ꎬ 加

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ꎬ 提升农业发展水平ꎮ 然而ꎬ 由于受到 ２００８ 年欧洲次贷

危机和 ２０１１ 年中东变局的外溢作用的叠加影响ꎬ 黎巴嫩当前正陷入严重的经

济危机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ꎬ 黎巴嫩总理哈里里宣布国家进入经济紧急状态ꎮ 据媒

体报道ꎬ 麦肯锡公司向黎巴嫩政府建议将药用大麻种植合法化作为 “一揽子

经济计划” 中的一项内容ꎬ 预计每年可为国家财政收入贡献 １０ 亿美元ꎬ 大约

相当于 ２０１８ 年黎巴嫩财政收入的 ８３％ ①ꎬ 以缓解黎巴嫩当前面临的经济危机ꎮ
然而ꎬ 大麻合法化必须以政府具有绝对控制大麻种植的能力为基础ꎬ 否则很

可能导致大麻种植的泛滥和种植者之间的恶性竞争ꎮ 黎巴嫩政府显然并不具

备这样的绝对控制力ꎬ 此举一旦推行ꎬ 恐将进一步加剧黎巴嫩毒品问题ꎮ
第二ꎬ 弥合黎巴嫩政治分歧ꎬ 有利于有效推进禁毒工作ꎮ 黎巴嫩政治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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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的缓和有助于加强中央政府权威ꎬ 将大大提高政府治理毒品问题的能力ꎮ
而实现各派别间的政治和解更是有利于弱化毒品经济长期存续的制度因素ꎬ
打破存在于农民、 毒贩和民兵组织三者之间的毒品经济体系ꎬ 并且减少禁毒

工作受到的阻力ꎮ 随着什叶派势力的不断上升ꎬ 黎巴嫩各政治派别之间的

“脆弱平衡” 已经被打破ꎬ 特别是在总理哈里里再度辞职后ꎬ 黎巴嫩政治不稳

定因素密集出现ꎮ 黎巴嫩民众对于长期的社会政治分化已经感到厌倦ꎬ 爆发

了大规模示威抗议活动ꎮ 大毒枭栽特在当地新闻网站上发布了一段视频ꎬ 公

开支持在巴尔勒克地区举行的反腐败游行ꎬ 在贝鲁特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

“让栽特当总统” 的涂鸦内容ꎮ① 哈桑迪亚卜在真主党等什叶派力量的支持

下成为黎巴嫩新一任总理后ꎬ 更进一步加剧了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政治分

歧ꎮ 由于民众对新任总理人选不满ꎬ 黎巴嫩出现新一轮抗议示威活动ꎬ 民众

与安全部门发生激烈冲突ꎮ 黎巴嫩政局走向仍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ꎬ 在客观

上为毒品生产和走私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ꎮ
第三ꎬ 缓和中东地区安全局势ꎬ 为黎巴嫩禁毒工作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ꎮ

推动地区矛盾与冲突和平解决对于缓解黎巴嫩毒品问题具有重要意义ꎮ ２０１７
年宗教极端组织武装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被击溃后ꎬ 为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创

造了积极的条件ꎮ 叙利亚政治和解进程的稳步推进将有利于舒缓当前黎巴嫩

面临的政治、 经济、 社会和安全问题ꎬ 特别是叙利亚难民未来安置问题的妥

善解决ꎬ 将大大减轻黎巴嫩的压力和负担ꎮ 然而ꎬ 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进

程进展缓慢ꎬ 导致近两年来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冲突加剧ꎮ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ꎬ 以色列国防军在空袭黎巴嫩真主党据点时两架侦察机坠毁ꎬ 黎巴嫩真主

党武装与以色列国防军发生激烈交火ꎬ 这是自 ２００６ 年以来最为激烈的冲突状

态ꎬ 黎巴嫩方面称以色列越境打击的行为等同宣战ꎮ 与此同时ꎬ 由于美国不

断升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措施ꎬ 伊朗经济形势每况愈下ꎬ 能够向真主党提供

的物质支持相当有限ꎮ 为了应对与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升级ꎬ 黎巴嫩真主党可

能将进一步扩大毒品走私和生产规模ꎬ 以筹措充足的资金ꎮ
当前ꎬ 黎巴嫩政局走向仍将承受地区局势动荡不安的消极影响ꎮ 沙特与

伊朗对于地区领导权的博弈披上了教派冲突的外衣ꎬ 对阿拉伯世界的冲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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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ꎬ 黎巴嫩面临的外部环境并不乐观ꎮ 黎巴嫩复杂的教派政治使其注定成为

沙特与伊朗矛盾的关键博弈点之一ꎮ ２０１７ 年黎巴嫩总理哈里里在出访沙特期

间宣布辞职并指责伊朗干涉黎巴嫩内政ꎬ 一度引发其被沙特 “软禁” 或 “扣
留” 的质疑ꎮ 随着地区局势的持续紧张ꎬ 黎巴嫩政治局势不稳表现出显著的

外部干预特征ꎬ 教派矛盾有再次爆发的可能性ꎮ 这也势必将进一步阻碍黎巴

嫩经济恢复和发展ꎬ 并影响黎巴嫩毒品经济的治理成效ꎮ
第四ꎬ 加强禁毒工作的国际合作ꎮ 黎巴嫩毒品问题治理是全球毒品问题

治理实践中的重要源头环节ꎬ 基于毒品经济产、 供、 销的内在关联性ꎬ 黎巴

嫩毒品问题的治理需要与相关国家、 国际组织进行协调与合作ꎮ 由于沙特是

芬乃他林的主要需求市场ꎬ 黎巴嫩与沙特在打击芬乃他林走私活动上进行了

良好合作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 黎巴嫩与沙特合作检获 ８０ 万片芬乃他林ꎬ 价值 １
２００ 万美元ꎮ 此外ꎬ 美国也曾向黎巴嫩禁毒项目提供资金援助和人员技术培

训ꎬ 但由于美国指责黎巴嫩存在侵犯人权的现象ꎬ 自 ２０１３ 年起美国停止向黎

巴嫩提供与禁毒相关的一切物质援助ꎮ 未来ꎬ 黎巴嫩与周边国家和相关国际

组织的禁毒合作需进一步加强ꎮ
综上所述ꎬ 毒品问题是黎巴嫩因经济困顿和政治碎片化而产生的一种畸

形社会现象ꎬ 特定的政治团体和社会群体对毒品和毒品经济的依赖反过来又

加深了毒品问题的复杂性ꎬ 而复杂紧张的外部环境更加深了黎巴嫩毒品问题

的严峻性ꎮ 近年来ꎬ 黎巴嫩经济受地区局势动荡不安影响持续衰退ꎬ 黎巴嫩

的政治和社会分裂情况依然严重ꎬ 在短期内无法弥合各派分歧ꎬ 实现政治和

解遥遥无期ꎮ 黎巴嫩的教派冲突仍在严重影响政府的组建和有效运行ꎬ 使得

黎巴嫩在禁毒问题上 “有心无力”ꎬ 反而在某些时期进一步刺激了毒品非法生

产和走私活动ꎮ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 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再次考验和延宕黎巴嫩政

府治理毒品问题的机会与努力ꎮ 此外ꎬ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４ 日ꎬ 黎巴嫩贝鲁特港口

发生大爆炸事件ꎬ 给黎巴嫩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各方面带来灾难性的影响ꎬ
预计 ２０２０ 年黎巴嫩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 ２０ ７％ ꎮ ① 这些不利因素决定了黎巴

嫩毒品问题治理在短期内很难实现根本解决ꎮ 从外部环境来说ꎬ 黎巴嫩周边

国家的政治动荡和经济重建前景也不容乐观ꎬ 各国应对毒品问题冲击的措施

并不完备ꎬ 基本没有协调行动的机制ꎬ 黎巴嫩毒品问题的外溢仍将对中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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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乃至全球的禁毒形势带来冲击ꎮ 总而言之ꎬ 黎巴嫩毒品经济在相当长的一

段时期内仍将保持活跃ꎬ 禁毒工作依然任重道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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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ａｎｔｉ － ｄｒｕｇ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ｗｈｅｎ Ｈｅｚｂｏｌｌａｈ ｈａｓ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ｄｒｕｇ
ｔｒａｄｅ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ｏｕｔｂｒｅａｋ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ｉｎ ２０１１ꎬ Ｌｅｂａｎｏｎ’ｓ ｄｒｕｇ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ｈａｓ
ｂｏｏｍｅｄ ａｇａｉｎ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ｔｓ ｆｒａｇｉｌ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Ｈｅｚｂｏｌｌａｈ’ｓ ｒｉｓ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Ｌｅｂａｎｏｎ’ｓ ｄｒｕ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ｍｏ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ｏｎ ｄｒｕ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ｎｅｅｄｓ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ｅｂａｎｏｎ’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ａ
ｐｅａｃｅｆｕｌ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ｌｅ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ｌｌｉｃｉｔ Ｄｒｕｇ Ｉｓｓｕｅꎻ Ｌｅｂａｎｏｎꎻ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ꎻ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ꎻ Ｈｅｚｂｏｌｌａｈꎻ
Ｓｙｒｉａｎ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ꎻ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Ｄｒｕｇ Ｃｏｎｔｒｏ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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