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讨论

失序的时代与中东权力新格局

唐志超

　 　 内容提要　 混乱而无序是当下国际形势发展的主要特征ꎮ 阿拉伯剧

变之后的中东可谓全球无序的典型ꎮ 动荡的中东呈现出大国竞争新常

态ꎬ 且正在孕育着新的地区格局ꎮ 美国独步天下的局面正在逐步被打

破ꎬ “后美国时代的中东” 开启大幕ꎮ 美国作用的缺失和弱化带来巨大

的权力真空ꎬ 群雄逐鹿中东ꎬ “美退俄进”、 “西退东进”、 “一降两升”
三大特征明显ꎮ 中东正由单级向多极化加速演进ꎮ 中东失序的根源在于

全球及地区范围内的权力失衡与转换ꎮ 中东最终走向有序ꎬ 仍需很长一

段时间ꎬ 既有赖于新制度和规范的确立ꎬ 亦有赖于全球及本地区的权力

再平衡ꎮ
关 键 词　 权力格局　 失序 　 “后美国时代的中东” 　 俄罗斯 　

新冷战

作者简介　 唐志超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东研究室主

任、 研究员 (北京　 １００００７)ꎮ

失序是当今时代的一个显著特征ꎮ 旧的国际秩序、 体系乃至与之紧密相

关的政治制度、 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面临颠覆式挑战ꎮ 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下

降ꎬ 全球权力呈现分散化和碎片化之势ꎬ 国际治理面临困局与颓势ꎬ 重大

“黑天鹅事件” 频发ꎮ 当前的这一历史性巨变实质上反映的是西方世界从政治

制度、 意识形态以及实力的褪色和衰落ꎬ 全球权力正发生历史性转移ꎮ 中东

历来是大国博弈的重要地区ꎬ 是最能反映当今世界变迁的一个缩影ꎮ 我们正

面对一个无序、 失衡、 失控的动荡中东ꎮ 阿拉伯剧变、 全球力量格局的转换

以及美国在全球及地区领导角色的转变ꎬ 强有力推动着中东地区秩序走向无

序ꎮ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ꎬ 美国坚持从中东持续战略收缩ꎬ 预示着中东正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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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美国时代”ꎬ 这是冷战结束后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最重大变化ꎮ 西方的退

却、 俄罗斯强势回归、 亚洲大国的进取、 域内大国作用和角色的转换ꎬ 以及

地区联盟的变幻重组ꎬ 显示出中东新秩序和地区权力新格局正在构建之中ꎮ

失序的时代: 从全球到中东

当今这个时代日益走向失序几乎已成不争的现实ꎮ ２０１７ 年初ꎬ 美国著名

学者理查德哈斯出版了新作 «失序的时代: 美国外交政策与旧秩序的危

机»ꎬ 提出了 “失序的世界” 这一概念ꎮ① 同年岁末ꎬ 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

俱乐部 ２０１７ 年会召开ꎬ 确立的主题为 “建设性破坏: 新世界秩序能否在冲突

中诞生”ꎮ 上述 “一书” 和 “一会” 对外传达的信息几乎高度一致: 当下的

世界ꎬ 是危机四伏的迷茫时代ꎬ 正从有序走向无序和失序ꎮ
所谓失序ꎬ 主要相对于有序而言ꎬ 指秩序的紊乱ꎬ 失去常规ꎮ 本文所指

的失序主要指世界秩序的紊乱和失调ꎮ 对稳定秩序的追求是人类的天性ꎬ 而

有序和无序总是相对的ꎬ 变动的ꎬ 没有一成不变的ꎮ 人类追求有序ꎬ 亦可能

造成意外的无序ꎮ 失序既是主观的ꎬ 也是客观的ꎬ 与人们的主观感知、 理解

以及价值观念等紧密相关ꎮ 失序主要具有五大特征: 其一是紊乱性ꎬ 这不仅

指功能性失调ꎬ 也指权力结构的失衡和瓦解ꎻ 其二是迷失性ꎬ 主要指方向的

迷失ꎻ 其三是不确定性ꎬ 有序代表着确定性ꎬ 无序则意味着不确定性ꎻ 其四

是焦虑性ꎬ 这主要是期望与现实的巨大落差造成的ꎬ 根源于不稳定和不确定

性ꎬ 普遍焦虑情绪亦可能引发冲突ꎻ 其五是动荡性ꎬ 大失序的后果就是混乱

和动荡ꎬ 有序是相对稳定的ꎬ 无序往往带来不确定性ꎬ 进而导致动荡ꎬ 也可

以说ꎬ 焦虑、 不确定和动荡既是失序的结果ꎬ 也是原因ꎮ
当下ꎬ 世界似乎正走进一个失序的时代ꎮ 既往的惯例和规则已被打破ꎮ

一个相对稳定的世界正走向动荡ꎬ 甚至被描绘为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

紧张局势ꎬ 大战一触即发ꎮ② 未来一切都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ꎮ 势头正盛的全

８２

①

②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ａａｓｓꎬ Ａ Ｗｏｒｌｄ ｉｎ Ｄｉｓａｒｒａ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ｌｄ Ｏｒｄｅｒꎬ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７

Ｊｕｌｉａｎ Ｓｎｅｌｄｅｒꎬ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Ｇｒｅａｔ Ｗａ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ｖｓ Ｃｈｉｎａ?”ꎬ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ｏｒｇ / ｂｌｏｇ / ｔｈｅ － ｂｕｚｚ / ｔｈｅ － ｎｅｘｔ － ｇｒｅａｔ － ｗａｒ －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ｖｓ － ｃｈｉｎａ － １２１６ꎬ
２０１７ － １０ － ２０



失序的时代与中东权力新格局　

球化似乎正在逆转ꎮ 大国领导作用弱化ꎬ 全球治理失去势力ꎬ “无人愿意出头

扛大旗”ꎮ 精英政治被大众政治取代ꎬ 全球民粹主义、 反建制主义兴起ꎮ 在全

球范围内ꎬ 精英与大众、 建制派与反建制派、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 城市与乡

村、 中心与边缘等等形成一对对新的尖锐矛盾和对抗ꎮ 对全球影响重大的

“黑天鹅事件” 频繁发生: 俄罗斯出兵乌克兰并吞并克里米亚ꎬ 苏格兰公投与

英国脱欧ꎬ 从阿拉伯剧变到叙利亚战争ꎬ 宗教极端主义的勃兴与 “伊斯兰国”
的兴衰ꎬ 库尔德人的公投ꎬ 加泰罗尼亚的分裂危机ꎬ 特朗普当选等等ꎬ 其中

最大的 “黑天鹅事件” 当数特朗普胜选ꎮ 在失序的时代ꎬ 我们既有全球的样

本ꎬ 也有区域和国家的模板ꎮ 从区域层次看ꎬ 无序的中东则是典型ꎮ 欧洲似

乎也正走向无序的道路ꎬ 或许成为新的地区样板ꎮ 从国家层面看ꎬ 伊拉克、
利比亚、 也门、 叙利亚、 阿富汗、 索马里等国ꎬ 都不同程度上面临政权瘫痪ꎬ
政局动荡ꎬ 国家陷入分裂或无政府状态等严峻挑战ꎮ 美国的未来前景也值得

玩味ꎮ 特朗普的当选不仅反映美国内部存在严重危机ꎬ 还给美国未来走向带

来巨大挑战ꎮ 内部日益撕裂的美国不再是世界的领导者ꎬ 也不再是世界的榜

样ꎮ 布热津斯基曾经在其著作 «大棋局» 中大胆预言: ２０１５ 年左右美国或将

失去世界霸权地位ꎻ 未来美国或许会面临解体ꎬ 甚至可能出现此伏彼起的

“城市游击战”ꎮ① 这一切似乎正在应验ꎮ
在 ２１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ꎬ 世界的发展突然失去了方向ꎬ 世人对世界的前

途和未来突然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焦虑感ꎮ 世界由有序到失序的转换ꎬ 保护主

义的盛行和全球化的逆向发展ꎬ 归纳起来主要有五方面原因: 其一ꎬ 世界主

要大国ꎬ 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维系旧秩序上的能力和意愿下降ꎬ
力不从心ꎻ 其二ꎬ 旧的国际体系和秩序难以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ꎬ 已经难以

为继ꎻ 其三ꎬ 国际权力分散化和去中心化日益发展ꎬ 非国家行为体影响力上

升ꎻ 其四ꎬ 经济全球化在各国内部以及全球带来了巨大分化ꎻ 其五ꎬ 科技高

速发展ꎬ 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来临ꎬ 以及由此带来全球性新问题与新挑战ꎮ
其中ꎬ 美国实力地位的变化以及角色和作用的转换是关键性因素ꎮ “在塑造当

代世界秩序方面ꎬ 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发挥了如此决定性作用”ꎬ 不过如

今 “代表全人类行事” 的美国在领导世界秩序方面却 “心情复杂”ꎮ② 美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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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缔造者和领导者ꎬ 尤其在后冷战时代ꎬ
美国以全球领袖和世界警察自居ꎬ 打着国际主义、 自由主义、 普世主义的大

旗ꎬ 建立了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霸权秩序ꎮ 不过ꎬ 这一地位在 ２１ 世纪接连遭

遇各种强有力挑战: “九一一” 事件、 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 全球金融

危机等等ꎮ 盛极必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ꎬ 但美国的过度扩张以及诸多对

外侵略和干预加速了这一进程ꎮ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认为ꎬ
冷战结束后建立起的 “新世界秩序” 很快就陷入了危机ꎬ 这主要是因为从克

林顿、 小布什、 奥巴马到特朗普历届政府在巴尔干问题、 伊拉克问题、 索马

里问题、 阿富汗问题、 海地问题、 利比亚问题、 叙利亚问题等挑战秩序的严

重问题上采取了错误政策ꎬ 不仅严重损耗了美国的实力ꎬ 还对美国道德权威

造成致命侵蚀ꎮ 民族主义、 孤立主义和民粹主义在美国逐步起势ꎮ 对美国主

导创建的战后全球秩序不屑一顾的特朗普的胜选则使上述趋势达到了一个历

史顶点ꎮ 特朗普当选是一个历史转折性事件ꎬ “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在全

球事务中担当核心角色的时代就要终结ꎮ 其结果将不是形成新秩序ꎬ 而是出

现危险的失序ꎮ”① 美国 “欧亚集团”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Ｇｒｏｕｐ) 总裁伊恩布雷默哀

叹ꎬ “美国时代结束了美国已经成为全球不确定性的单一最大来源”ꎮ②

当前世界的失序ꎬ 反映的是国际秩序的转型ꎬ 是从旧秩序走向新秩序的

过渡期的失序ꎬ 其本质是以西方世界为中心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ꎬ 是

西方世界的没落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权力结构的再平衡ꎮ 在西方世界ꎬ 关于

“自由世界秩序” 走向终结的言论不绝于耳ꎮ③ 值得指出的是ꎬ 这一失序ꎬ 不

仅是物质层次的衰落ꎬ 也包含政治制度和思想形态层次上的危机ꎮ 布热津斯

基早在 １９９３ 年出版的 «失去控制: ２１ 世纪前夕的全球性混乱» 中就指出:
“几乎所有的既定价值标准ꎬ 特别是在世界先进地区大规模地瓦解了ꎮ” 世界

因此已陷入了 “全面的精神危机”ꎮ④ 面对西方世界的蜕变ꎬ 曾以 “历史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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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闻名的美国学者福山也不得不承认ꎬ 在亲手打造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

欧美国家ꎬ “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的舞台上ꎬ 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确面临非

常严重的威胁ꎮ”① 在当代ꎬ 主要由美国等西方确立的 “基于规则的” 国际体

系正面临诸多挑战ꎮ②

如果说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是一个 “失序的全球秩序”ꎬ③ 那么中东则无愧

于全球失序的 “典型”ꎮ 阿拉伯剧变爆发之初ꎬ 西方人士曾乐观高呼ꎬ “一个

新中东即将诞生ꎮ”④ 可惜好景不长ꎬ 所谓的 “阿拉伯之春” 变成了 “阿拉伯

之冬”ꎬ 中东很快再次陷入大面积动荡混乱之中ꎮ 以瓜分中东的 “塞克斯 － 皮

科协定” 为基础的中东旧秩序正遭遇重大冲击与挑战ꎮ 从叙利亚战争久拖不

决到 “伊斯兰国” 的兴起ꎬ 从库尔德人公投到卡塔尔 － 沙特断交危机ꎬ 从伊

拉克的困境到利比亚的分裂ꎬ 从 «伊核全面协议» ( ＪＣＰＯＡ) 到 “新土耳

其”⑤ꎬ 从埃及西奈半岛的失控到也门的战争ꎬ 传递出的都是同一信息ꎬ 即中

东的失序ꎮ 当前ꎬ 中东的无序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其一ꎬ 中东沦为全球最

动荡混乱之域ꎮ 大规模抗议浪潮引发地区政局震荡ꎬ 多国政权发生更迭⑥ꎮ 新

旧矛盾集中爆发ꎬ 从利比亚战争、 也门战争到叙利亚战争ꎬ 地区冲突与战争

不断ꎮ 极端主义、 恐怖主义、 民族主义和教派主义这四大主义泛滥成灾ꎬ 极

端组织 “伊斯兰国” 异军突起并割据 “建国”ꎮ 多国爆发大规模难民潮ꎬ 严

重危害地区安全ꎮ 其二ꎬ 地区秩序破立ꎬ 地区格局重组ꎮ 当下的中东正处于

旧秩序崩塌、 新秩序重塑的漫长而动荡的过渡阶段ꎮ 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风

雨飘摇ꎬ 地区力量对比出现严重失衡ꎮ 地区单级格局正朝向一超多强、 多极

化的格局演变ꎮ 旧秩序的坍塌往往导致无序和动荡ꎮ 其三ꎬ 地区秩序呈现不

确定性ꎮ 不确定性是当今全球及中东地区局势失序发展的一个共同特征ꎮ 中

东向何处去? 在经过血与火的洗礼之后能否迎来一个 “新中东”? 这一切都没

１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美国] 福山: «我们还生活在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吗»ꎬ 载观察者网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 １７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ｕａｎｃｈａ ｃｎ / ＦｕＬａｎｇＸｉＳｉ － ＦｕＳｈａｎ / ２０１７ ＿ ０４ ＿ １７ ＿ ４０４０３４ ＿ ｓ ｓｈｔｍｌ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ｕａｎｃｈａ ｃｎ /
ＦｕＬａｎｇＸｉＳｉ － ＦｕＳｈａｎ / ２０１７＿ ０４＿ １７＿ ４０４０３４＿ ｓ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１０ － ３１ꎮ

[美国] 亨利基辛格: 前引书ꎬ 序言ꎮ
菲利普斯蒂芬斯: «失序的全球秩序»ꎬ 载 [英国] «金融时报» 中文网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２５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ｙ / ００１０６８５９２? ｆｕｌｌ ＝ ｙꎬ ２０１７ － １０ － ３１ꎮ
鲁拉卡拉夫: « “阿拉伯之春 ” 的阴影»ꎬ 载 [英国] «金融时报» 中文网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ｙ / ００１０３７６２０ꎬ ２０１７ － １０ － ３１ꎮ
“新土耳其” 指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竭力打造的ꎬ 有别于 “国父” 凯末尔的土耳其ꎮ
这里指突尼斯、 埃及、 利比亚和也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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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答案ꎮ 某种程度上ꎬ 中东正处于漂流状态 (Ｄｒｉｆｔｉｎｇ)ꎬ 不仅中东这只大船失

去控制ꎬ 而且迷失了航向ꎮ 传统规则和机制失灵ꎮ 与此同时ꎬ 在中东ꎬ 没有

任何一个超级大国能够完全掌控地区局势发展ꎮ

从单极到多极: 中东地区格局的历史演变

阿拉伯剧变爆发至今已有七载ꎬ 它极大颠覆了原有的中东秩序ꎮ 自 １９ 世

纪末以来ꎬ 中东地缘政治秩序历经诸多重大变迁ꎬ 经历了一元多极、 多极、
两极、 单极的 ４ 个阶段演变过程ꎮ １９ 世纪末ꎬ 奥斯曼帝国的一元体系在欧洲

的殖民势力挤压下开始支离破碎ꎬ 帝国治下的领土或被分割或寻求自治ꎮ 第

一次世界大战后ꎬ 中东建立了英、 法、 俄、 意主导的殖民体系ꎮ 不过ꎬ 这一

体系很快被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摧毁ꎮ 二战后ꎬ 英国和法国逐步退出中东ꎬ 美

国和苏联开始长期争霸中东ꎬ 两极格局主导中东近半个世纪ꎮ 苏联解体后ꎬ
美国借海湾战争打造 “中东新秩序”ꎬ 开始一家独霸中东ꎮ 中东秩序的变动与

国际权力格局的演变紧密相关ꎮ 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 冷战、 两次伊拉克战

争等全球重大事件ꎬ 极大改变了中东历史进程以及地区政治面貌ꎮ 外部大国

在地区秩序演变中扮演了关键性角色ꎮ 一战中来自西欧的协约国摧毁了奥斯

曼帝国ꎮ 二战后ꎬ 美、 苏替代英、 法接管了中东ꎮ 苏联解体后ꎬ 美国开始在

中东一家独大ꎬ 直至 ２１ 世纪初ꎮ
进入 ２１ 世纪尤其是第二个十年ꎬ 以阿拉伯剧变为标志ꎬ 中东再度进入周

期性的新的历史阵痛期ꎮ 在阿拉伯剧变的巨大冲击下ꎬ 失序、 失衡、 失控、
动荡和不确定性正成为描绘当下中东特征的五大关键词ꎮ 当下ꎬ 已经延续 ２０
多年的美国治下的中东和平秩序正发生严重动摇ꎬ 地区格局由单极加速向多

极化方向演化ꎮ 西方的退缩ꎬ 俄罗斯的强势回归ꎬ 中国和印度等亚洲大国积

极 “西进”ꎬ 埃及、 伊拉克、 土耳其、 沙特和伊朗等地区大国的身份与角色转

换ꎬ 地区敌我阵营与盟友体系的再组合ꎬ 使得中东格局与地缘政治秩序正呈

现出后冷战以来前所未有的新特征ꎮ
对中东事务发挥主导作用的各种力量正发生大分化ꎬ 角色大转换是当前

地区格局演化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ꎮ 当前地区内外各主要行为体的作用正面

临 “一降两升”、 “美退俄进”、 “西退东进” 的新变局ꎮ “一降”ꎬ 指美国在中

东实行战略收缩ꎬ 干预和主导地区事务的意愿和能力下降ꎬ 领导力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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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ꎮ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ꎬ 战略收缩构成了美国中东战略的中心路线ꎮ 这与

美国领导作用的全球退却是一致的ꎮ 它反映了国际格局与全球力量对比的历

史性变化与调整ꎮ 此外ꎬ “一降” 亦指包括美欧在内的西方在中东的影响力和

掌控力的下降ꎮ “两升”ꎬ 一方面指俄罗斯、 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大国在中东影

响力增大ꎬ 尤其是俄罗斯借力叙利亚战争强势重返中东ꎬ 在地区事务上发言

权明显增大ꎻ 另一方面指沙特、 伊朗、 土耳其等地区大国在地区事务中发挥

的作用不断上升ꎬ 意欲在地区格局再塑造中扮演新角色ꎮ 随着美国等西方的

退却ꎬ 俄罗斯顺势填补权力真空ꎬ 来自东方的亚洲新兴大国也积极加大对中

东投入ꎬ 如中国推出 “一带一路” 倡议ꎬ 而印度与日本联手推出了 “亚非增

长走廊” (ＡＡＧＣ) 倡议ꎮ①

区域外大国在中东的博弈当前正呈现 “新常态”ꎮ 首先ꎬ 美国的领导作用

在地区的缺失成为地区大国竞争的最大特点ꎮ 中东正进入 “后美国时代”ꎮ 自

２０ 世纪以来ꎬ 奥斯曼帝国的解体、 英国和法国在中东殖民统治的解体、 苏联

的崩溃ꎬ 先后掀起了对中东地缘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三波浪潮ꎬ 而当前美国

的退缩则构成了第四波浪潮ꎬ 其影响不可低估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美国国防部发布

报告ꎬ 公开承认二战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出现崩溃ꎬ 世界正进入一个新的

更具竞争性的后美国霸权主义秩序时代 (Ｐｏｓｔ － Ｐｒｉｍａｃｙ Ｗｏｒｌｄ)ꎮ② 其次ꎬ “西
退东进”、 “美退俄进” 成为大国竞争的新态势ꎮ 阿拉伯剧变爆发之初ꎬ 英国

前外交大臣戴维米利班德曾警告称ꎬ 西方的袖手旁观将导致中东十年的战

争转变为十年的无序ꎮ③ 不过ꎬ 西方国家对此早已力有不逮、 无力回天了ꎮ 冷

战后ꎬ 西方国家在政治、 经济、 安全和意识形态上主导中东的大一统局面正

逐步被打破ꎬ “西化” 模式的改革与发展道路受阻ꎬ 地区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

路信心增强ꎬ “埃尔多安主义” 凸显西方模式吸引力下降ꎬ 中国模式、 俄罗斯

模式受欢迎程度增大ꎮ 土耳其 “埃尔多安主义” 的兴起以及打造 “新土耳

其” 的努力ꎬ 本质上反映的是土耳其对已追随近一个世纪的西方模式和西方

道路的失望ꎮ 再次ꎬ 地区格局呈现由单级到两极再到多极的演变路径与特征ꎬ

３３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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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斯蒂芬斯: «防止中东走向 “无序十年”»ꎬ 载 [英国] «金融时报» 中文网 ２０１３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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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格局成为过渡性特征ꎮ 当前ꎬ 美、 俄两极竞争激烈ꎬ 尤其体现在围绕叙

利亚内战而展开的博弈ꎬ 中东再现两强相争的 “新冷战” 格局ꎮ 不同于冷战

时期美、 苏在中东的竞争从属于它们在全球的对抗ꎬ 当前美、 俄在中东的关

系有竞争的成分ꎬ 但这并非双方关系的主要方面ꎮ 俄罗斯加强在中东的存在ꎬ
其主要目标并非针对美国ꎮ 最后ꎬ 针对西方的颓势ꎬ 中东地区国家加大调整

对外政策ꎬ 积极推动多元化外交、 自主外交ꎮ 地区国家几乎集体一致推行

“向东看” 政策ꎬ 亚洲国家则以积极 “西进” 予以回应ꎬ 双方正逐步形成新

的战略依赖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ꎮ 俄罗斯在叙利亚 “一战成名”ꎬ 地区国家对

美国的安全依赖减低ꎬ 对俄罗斯的安全恐惧上升ꎬ 或加强与俄罗斯传统合作ꎬ
或主动与俄罗斯接近ꎬ 以与俄罗斯改善关系ꎮ

从区域内部看ꎬ 地区国家分化加剧ꎬ 新兴地区大国扮演新角色ꎮ 区域内

部力量对比呈现 “此降彼升” 新态势ꎮ 在阿拉伯人、 波斯人、 土耳其人、 犹

太人和库尔德人这中东五大主体民族中ꎬ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地位和作用相

对下降ꎬ 另外三大主体力量影响相对上升ꎬ 尤其是库尔德人和伊朗人的影响

格外突出ꎮ 从国别看ꎬ 随着中东传统秩序的垮塌ꎬ 埃及、 伊拉克、 叙利亚、
利比亚、 也门和阿尔及利亚等传统地区大国因内部问题缠身ꎬ 影响力式微ꎬ
而沙特、 卡塔尔、 阿联酋、 伊朗和土耳其的影响力上升ꎮ 在阿拉伯世界ꎬ “东
升西降” 尤为明显ꎮ 阿拉伯 “双雄并立” 时代 (埃及和沙特) 告一段落ꎬ 埃

及囿于内部事务一时难以自拔ꎬ 其领袖地位被沙特一家独占ꎮ 马格里布国家

疏远西亚国家和阿拉伯世界态势明显ꎮ 沙特、 阿联酋与卡塔尔等海合会国家

不满美国在中东的退缩政策ꎬ 视伊朗为当前最大威胁ꎬ 急切希望在地区扮演

领导角色ꎬ 对外政策日益主动ꎬ 先后出兵巴林、 利比亚、 叙利亚和也门ꎬ 并

加强海合会军事一体化以及扩充海合会ꎬ 以全面加强与伊朗对抗ꎮ 传统上ꎬ
埃及、 沙特和伊朗被视为中东的 “三驾马车”ꎮ 但阿拉伯剧变以来ꎬ 伊朗、 沙

特与土耳其 “新三驾马车” 已经取而代之ꎬ 此三国的一举一动对地区安全与

稳定起着重大影响ꎮ 当前ꎬ 中东地区内大国的博弈也主要聚焦土耳其、 沙特

和伊朗三国ꎬ 其中又以伊朗与沙特的战略竞争最为关键ꎬ 并将重构未来一段

时期影响中东战略稳定的一对主要矛盾ꎮ 沙特与伊朗在地区范围内展开全面

竞争ꎬ 从巴勒斯坦到黎巴嫩ꎬ 从伊拉克到叙利亚ꎬ 从巴林到也门ꎬ 双方不仅

爆发 “冷战”ꎬ 甚至还出现局部 “热战”ꎬ 开打 “代理人战争”ꎮ 当然ꎬ 这里

也不排除双方矛盾进一步升级并爆发直接军事对抗的可能性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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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ꎬ 随着区域内外各国作用的变化以及国家间关系的调整ꎬ 传统

地区联盟体系开始出现瓦解ꎬ 新的地区联盟体系正在生成ꎮ 阿拉伯剧变之前ꎬ
中东的联盟体系基本有 ４ 个层次: 围绕巴勒斯坦问题ꎬ 分成两大阵营: 一方

以色列ꎬ 另一方阿拉伯国家与伊斯兰世界ꎻ 围绕伊朗ꎬ 分成两大阵营: 一方

是以美国、 以色列和沙特为主的反伊朗联盟ꎬ 另一方是以伊朗为首ꎬ 成员主

要包括叙利亚、 黎巴嫩真主党ꎻ 围绕教派分野ꎬ 分成逊尼派与什叶派两大阵

营: 前者以沙特为首ꎬ 后者为伊朗为首 (伊朗、 伊拉克、 叙利亚、 也门胡塞

武装、 黎巴嫩真主党构成了所谓的 “什叶派轴心”)ꎻ 围绕对美国的态度ꎬ 分

成亲美和反美两大营垒ꎮ 绝大多数地区国家属于前者ꎬ 包括海合会国家、 土

耳其、 埃及、 约旦、 突尼斯和摩洛哥ꎬ 只有伊朗、 叙利亚和利比亚等国属于

少数阵营ꎮ 个别国家处于中间游离状态ꎬ 如阿尔及利亚、 也门、 黎巴嫩、 伊

拉克等ꎮ 自阿拉伯剧变发生以来ꎬ 地区内外关系剧烈变化ꎬ 国家间关系重新

分化组合ꎬ 旧地区联盟体系发生重组ꎬ 并生成新的联盟ꎮ 旧联盟体系发生裂

变与分化ꎬ 如围绕巴勒斯坦问题而形成的两大阵营中ꎬ 以色列与沙特由于反

伊朗的共同立场而日益接近ꎬ 暗地里进行合作ꎮ 在反伊朗联盟中ꎬ 卡塔尔退

出ꎬ 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等国保持中立ꎬ 而苏丹、 索马里主动向沙特靠拢ꎮ 海

湾联盟发生严重分裂ꎬ 形成沙特、 阿联酋和巴林为一方、 卡塔尔为另一方、
科威特和阿曼中立的内部格局ꎬ 海合会的前途令人担忧ꎮ 近年来ꎬ 中东地区

形成的新地区联盟更值得关注ꎮ 比如ꎬ 沙特牵头组建的 “阿拉伯北约”ꎬ 既是

为了反恐ꎬ 也带有明显反伊朗的意味ꎮ 为了遏制共同的敌人———伊朗ꎬ 以色

列与沙特结成了准战略联盟ꎮ 围绕沙特和卡塔尔危机ꎬ 卡塔尔明显与伊朗走

近ꎬ 土耳其则选择远离沙特ꎬ 卡塔尔、 土耳其与伊朗三国明显带有意识形态

联盟的色彩ꎮ 在叙利亚问题上ꎬ 俄罗斯不仅推动了它与伊朗、 叙利亚、 黎巴

嫩真主党以及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新地区联盟ꎬ 在叙利亚战场开展了强有力

的军事协作ꎬ 还与伊朗、 土耳其组建三国干涉联盟ꎬ 发起 “阿斯塔纳进程”ꎬ
有力地推动了叙利亚停火和政治进程的启动ꎮ 围绕打击极端组织 “伊斯兰

国”ꎬ 中东地区形成分别由美国、 俄罗斯和沙特牵头的三大反恐联盟ꎮ 打击

“伊斯兰国” 的斗争ꎬ 不仅未能使中东诸国走向团结ꎬ 反而走向更加分裂ꎮ①

５３

① Ｔｙ Ｊｏｐｌｉｎꎬ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Ｇｏｔ ｉｔ Ｗｒｏ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ｒ ｏｎ ＩＳＩ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Ｔｏｒｅ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ｐａｒ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ｂａｗａｂａ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 ｗｒｏｎｇ － ｔｈｅ － ｗａｒ － ｏｎ － ｉｓｉｓ － ｔｏｒｅ － ｍｉｄｄｌｅ － ｅａｓｔ －
ａｐａｒｔ － １０３６０１２ꎬ ２０１７ － １１ －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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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库尔德问题上ꎬ 土耳其与伊拉克、 伊朗开展合作ꎬ 而以色列则公开支持库

尔德人独立建国ꎬ 支持在中东建立 “第二个以色列”ꎮ① 近一个世纪以来ꎬ 土

耳其在对外结盟问题上坚持 “脱亚入欧”ꎬ 希望加入西方世界并成为北约成员

的土耳其ꎬ 如今却与欧美关系渐行渐远ꎬ 与昔日的宿敌俄罗斯则越走越近ꎬ
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ꎮ②

从上述变化可以看出ꎬ 当前中东地区联盟的分化重组主要有以下特点:
其一ꎬ 美国的地区联盟体系弱化ꎬ 盟友 “脱美化” 明显ꎮ 其中以沙特、 卡塔

尔、 土耳其三国的多元自主外交为典型ꎬ 这三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疏离ꎬ 同时

加强了与俄罗斯以及亚洲大国的关系ꎮ ２０１７ 年以来ꎬ 沙特国王萨勒曼对中国、
日本、 印度以及俄罗斯的访问ꎬ 沙特国王历史上首次访俄并签署能源、 军事

大单ꎬ 更是凸显地区地缘政治的转型ꎮ 其二ꎬ 俄罗斯在中东的作用日益突出ꎮ
冷战结束后ꎬ 俄罗斯在中东的联盟基本解体ꎬ 如今又开始重建ꎮ 其三ꎬ 反以

色列色彩淡化ꎬ 如沙特等海湾国家与以色列走近ꎬ 土耳其与以色列重修旧

好③ꎮ 其四ꎬ 意识形态色彩增浓ꎮ 阿拉伯剧变爆发后ꎬ 地区国家针对卡扎菲、
巴沙尔先后结成所谓 “民主联盟”ꎮ 卡塔尔与土耳其战略伙伴关系得以建立ꎬ
主要源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与卡埃米尔塔米姆的思想接近ꎮ 其五ꎬ 民族

主义和教派主义色彩日浓ꎬ 这在沙特与伊朗的对抗结盟ꎬ 以色列与库尔德人

抱团取暖中表现得最为突出ꎮ 其六ꎬ 各联盟体系的界限日益模糊ꎬ 相互交叉ꎮ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 持续战略收缩

美国入主中东及其地位变迁是推动当代中东格局演变的最主要驱动力之

一ꎮ 早在 １９ 世纪ꎬ 美国就开始进入中东ꎬ 不过当时美国主要是出于商业与宗

教热情ꎬ 对政治介入表现犹豫ꎮ 一战后ꎬ 美国参与世界事务的热情很快消退ꎮ
尽管美国对英、 法在中东的作为非常失望ꎬ 但并不热衷参与中东事务ꎬ 而只

关注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利益ꎮ １９３１ 年ꎬ 美国石油公司开始进入沙特市场ꎮ 二

６３

①
②

③

Ｏｆｒａ Ｂｅｎｇｉｏꎬ “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 Ｔ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ｓ”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１４ꎬ ｐ １
唐志超: «俄罗斯与土耳其关系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３ 页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土耳其与以色列结成了战略联盟关系ꎮ ２００２ 年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

党上台后ꎬ 在巴勒斯坦等诸多问题上与以色列发生冲突ꎬ 双方关系趋于恶化ꎮ ２０１５ 年双方开始恢复关

系谈判ꎬ ２０１６ 年底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ꎬ 两国关系再度走上正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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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期间ꎬ 因政治和军事需要ꎬ 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开始真正进入中东ꎬ 在将

德国纳粹从北非驱逐出去的过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ꎮ 随着沙特石油对美国战

略价值的上升ꎬ 罗斯福总统公开称保卫沙特对保卫美国至关重要ꎮ 而且ꎬ 伊

朗也成为美国援助苏联的重要战略通道ꎮ 事实上ꎬ 美国在中东的势力急剧扩

张是在冷战爆发后ꎮ 冷战期间ꎬ 长期主宰中东事务的英、 法两国在中东主导

地位逐步旁落ꎬ 美国为阻止苏联在中东势力扩张ꎬ 开始大举进军中东ꎮ １９４５
年ꎬ 美国与沙特缔结了基于 “以石油换安全” 的特殊伙伴关系ꎮ １９４９ 年ꎬ 杜

鲁门推出 “第四点计划”ꎬ 援助中东国家ꎬ 抵御苏联渗透ꎮ １９５２ 年ꎬ 美国吸

纳土耳其加入北约ꎮ １９５３ 年ꎬ 美国中情局策划伊朗政变ꎬ 推翻亲苏的摩萨台

政府ꎮ １９５７ 年ꎬ 艾森豪威尔主义出笼ꎬ 美国扩大了对中东国家的军事和经济

援助ꎮ 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ꎬ 美国已在中东迅速建立了强大根基ꎮ 冷战期间ꎬ
美、 苏各自扶持亲己阵营ꎬ 争霸中东ꎮ ７０ 年代末期ꎬ 随着伊朗爆发伊斯兰革

命以及苏联入侵阿富汗ꎬ 美国加强了在中东尤其是海湾的军事存在ꎬ １９８３ 年

设立统辖整个大中东地区的美军中央司令部ꎮ 随着冷战结束、 苏联解体ꎬ 美

国积极填补地区权力真空ꎬ 并通过海湾战争筹建 “中东新秩序”ꎬ 美国主导的

中东秩序正式确立ꎮ 克林顿当政时期ꎬ 美国推行 “东遏两伊、 西促和谈” 的

中东政策ꎬ 积极输出西方价值观和民主模式ꎬ 打压地区反美势力ꎮ ２００１ 年

“九一一” 事件后ꎬ 小布什政府视来自中东的恐怖主义为美国的最紧迫威胁

和国家安全的首要挑战ꎬ 针对中东推出了高度意识形态化的 “自由议程”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Ａｇｅｎｄａ)ꎬ 认为 “民主和自由的赤字” 是导致中东恐怖主义蔓延的

根本原因ꎬ 希望将中东彻底改造为 “民主” 地区ꎮ 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ꎬ 小

布什政府接连发动两场战争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ꎬ 推行 “大中东计

划” (ＧＭＥＩ)ꎬ 对中东进行系统 “改造”ꎮ 到 ２００９ 年奥巴马总统上台之前ꎬ 冷

战后历届美国政府在中东推行的均是进攻性外交ꎬ 小布什政府时期更是达到

顶峰ꎮ 期间ꎬ 美国发动两次伊拉克战争ꎬ 极大改变了中东格局ꎮ 不过ꎬ 这两

场战争不仅严重危及美国在中东及伊斯兰世界的形象ꎬ 还严重拖累美国经济ꎬ
并进一步动摇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ꎮ

２００９ 年奥巴马总统上台后ꎬ 他大幅调整美国全球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ꎬ
恢复受两场战争以及金融危机沉重打击的美国经济成为奥巴马政府聚焦的中

心任务和最高优先目标ꎮ 在对全球事务干预上ꎬ 美国由充当全球公域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ｍｏｎｓ) 的保护者降身为做一个 “选择性超级大国”ꎬ 在非事关美国核心利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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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问题上采取 “浅脚印” 策略ꎮ “美国仍是对世界各个角落都很重要的唯一大

国ꎬ 但华盛顿方面不再认为世界各个角落对美国都很重要ꎬ 美国不再认为本

国利益与国际整体利益高度吻合ꎮ”① 在对外战略上ꎬ 奥巴马政府下调了对恐

怖主义威胁的评估ꎬ 上调了对来自传统地缘政治对手的挑战和威胁评估ꎮ 美

国的全球战略和中东政策亦随之改变ꎮ 奥巴马政府认为伊拉克战争是一场错

误的战争ꎬ 耗费了美国太多的资源ꎬ 损害了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ꎮ 为此

对外战略重点由中东转移至亚太ꎬ 以图实现 “脱中东、 入亚太” 的战略目

标ꎮ② 同时ꎬ 他希望修补因两场战争受损的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奥巴马在开罗发表的演讲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ꎮ 对奥巴马而言ꎬ 中东在

美国外交全局和安全战略中地位已大大下降ꎬ 为此他开始推行战略收缩政策ꎬ
在中东事务上发挥领导作用、 进行军事干预的能力、 意愿和热情大大下降ꎮ

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ꎬ 美国的中东政策虽不甚明晰ꎬ 但已初露端倪ꎮ 其

一ꎬ 特朗普的 “美国第一” 外交带有强烈的孤立主义色彩ꎬ 对美国过度参与

国际事务并不热心ꎬ 无意充当世界警察ꎮ 与奥巴马相比ꎬ 特朗普让美国退出

世界领导角色的意愿更强烈ꎮ 特朗普反对全球主义ꎬ 提出 “我们的每一个决

定、 每一步行动ꎬ 都以美国为优先考量ꎮ”③ 由此ꎬ 著名新保守主义思想家罗

伯特卡根称ꎬ 特朗普对承担维护世界秩序责任不感兴趣ꎬ 这意味着长达 ７０
年的美式世界秩序接近终结ꎮ④ 其二ꎬ 特朗普考虑的最优先事务是经济繁荣ꎬ
在这一点上与奥巴马相似ꎮ 特朗普将促进经济繁荣作为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

略的核心支柱ꎮ 在他看来ꎬ 国家安全始于国内ꎬ “一个不能保证国内繁荣的国

家ꎬ 亦不能保护其在国外的利益ꎮ”⑤ 其三ꎬ 特朗普对中东并不待见ꎬ 认为中

东是美国的拖累ꎬ 批评小布什和奥巴马在中东搞 “政权更迭” 破坏了中东稳

定ꎬ 造成了中东动荡ꎬ 损害了美国利益和国家安全ꎬ 浪费了美国纳税人的钱

财ꎮ 特朗普聚焦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竞争ꎮ 其四ꎬ 特朗普中东政策较为

８３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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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实ꎬ 对输出西方民主制度和价值观缺乏兴趣ꎬ 强调不会搞 “国家建设”ꎮ 与

此前的美国政府相比ꎬ 特朗普对于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的界定更加狭隘ꎬ
“美国第一” 在中东更多表现为 “安全第一”ꎬ 聚焦于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ꎮ
特朗普有着浓郁的反伊斯兰和反伊朗情结ꎮ 除以色列外ꎬ 特朗普对于中东地

区盟友的利益以及地区盟友是否团结似乎并不特别关注ꎮ 从特朗普的首个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可以看出ꎬ 他对中东首要关注的就是恐怖主义以及伊朗

的威胁ꎮ 其描绘的中东政策目标主要有三点: 防止中东成为恐怖分子的安全

天堂和滋生地ꎻ 确保该地区不被任何敌视美国的力量所控制ꎻ 有助于建立稳

定的全球能源市场ꎮ 但该文件未提及保护美国朋友的安全这一核心利益ꎮ① 英

国 «金融时报» 专栏作家斯蒂芬斯慨叹: “美国在中东 ‘一朝被蛇咬ꎬ 十年

怕井绳’ꎬ 从干预主义转向了冷酷的现实主义ꎮ 以前谴责美国挥舞军力的人ꎬ
现在可能哀叹其对叙利亚不肯动兵ꎮ”②

从奥巴马到特朗普ꎬ 战略收缩是美国对中东政策的主线ꎮ 这一政策不仅反

映了美国国内从民众到政界各个阶层对美国深度陷入中东的普遍担忧ꎬ 还反映

了国际格局的变迁、 美国对自身国家力量的认知与研判以及其在全球事务中角

色的新变化ꎮ 因此ꎬ 这一政策的选择虽带有奥巴马或特朗普的个人因素ꎬ 但本

质上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路径和大时代演变的一个必然结局ꎮ 美国从中东的撤

离是不可避免的选择ꎬ 这不仅基于战略拖累ꎬ 也是超级大国的历史宿命ꎮ 美国在

中东的地位沉浮本身也是主导战后数十年的西方自由世界秩序开始坍塌的一个缩

影ꎮ 正如马丁沃尔夫所言ꎬ “我们既处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经济时期的终点ꎬ 也

处于以美国领导的全球秩序后冷战 ‘单极时刻’ 地缘政治时期的终点ꎮ”③

美国从中东 “撤离” 不仅严重冲击美国在地区的威望与形象ꎬ 破坏了美

国与盟友关系的稳定ꎬ “美国的影响力减退ꎬ 其最低限度干预政策使美国失去

了在中东曾经享有的光环”④ꎬ 而且该地区带来 “权力真空”ꎬ 打破了既有地

区力量和地缘政治关系的平衡ꎬ 并给该地区带来新一轮地缘政治大调整ꎮ 美

９３

①
②

③

④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７ꎬ ｐ ４８
菲利普斯蒂芬斯: «美国从伊拉克战争中汲取了错误的教训»ꎬ 载 [英国] «金融时报» 中

文网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ｙ / ００１０４９５２４? ｆｕｌｌ ＝ ｙꎬ ２０１７ － １１ － ０３ꎮ
马丁沃尔夫: «通向世界失序的痛苦旅程»ꎬ 载 [英国] «金融时报» 中文网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０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ｙ / ００１０７１０７２? ｐａｇｅ ＝ ｒｅｓｔꎬ ２０１７ － １１ － ０１ꎮ
杰夫代尔: «多极化世界中的美国外交困局»ꎬ 载 [英国] «金融时报» 中文网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ｙ / ００１０５６６３９ꎬ ２０１７ － １１ － 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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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战略收缩与阿拉伯剧变是影响当代中东发展的两大关键性事件ꎬ 且前者影

响不亚于后者ꎬ 由此使中东逐步进入 “后美国时代”ꎮ 其主要特征是美国主导

地位开始发生动摇ꎬ 对中东地区事务的领导、 控制、 引导、 塑造能力衰退、
弱化ꎬ 对中东国家政局、 地区发展方向、 地区安全与稳定、 地区秩序安排等

方面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下降ꎮ① 更重要的是ꎬ 美国的中东政策发生变化ꎬ 虽有

战略、 策略调整的因素ꎬ 但其背后实质上反映了大时代和在历史长河中西方

力量的演变以及长期由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正经历深刻调整ꎮ 美国的退却不

仅造成地区性大动荡ꎬ 还使得冷战后由西方一手建立并主导的中东旧秩序处

于风雨飘摇之中ꎮ “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败笔、 大衰退、 ‘阿拉伯剧变’ 以

及美国能源独立的前景这些变化ꎬ 使得美国以老方式主导这一地区变得不再

现实ꎬ 甚至不再可取ꎮ 西方主导中东的时代进入尾声”ꎮ② 德国前外长菲舍尔

指出ꎬ 美国的强大足以摧毁原有的地区秩序ꎬ 却无法建立地区新秩序ꎮ③

俄罗斯: 强势回归中东

俄罗斯借叙利亚战争ꎬ 强势回归中东ꎬ 成为近年来中东地缘政治发展的

突出特点ꎮ 从沙俄时代开始ꎬ 俄罗斯就对中东虎视眈眈ꎬ 长期垂涎奥斯曼帝

国、 恺加王朝 (伊朗) 的领土ꎬ 并多次发动战争ꎬ 以开疆辟土ꎬ 打通南部出

海口ꎮ １９ 世纪末ꎬ 围绕瓜分奥斯曼帝国领土ꎬ 沙俄与欧洲列强一手酿成了

“东方问题”ꎬ 并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ꎮ 二战结束后ꎬ 苏联很快又与西方阵营

围绕土耳其、 伊朗等展开激烈争夺ꎬ 苏联不仅对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ꎬ 还赖

在伊朗不想撤军ꎬ 推动伊朗和土耳其加入反苏的西方阵营ꎮ 冷战期间ꎬ 苏联

大力支持中东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ꎬ 反对西方的殖民主义和侵略干涉政策ꎬ
并建立了自己的势力范围ꎬ 培育了一大批地区盟友ꎬ 如埃及、 叙利亚、 利比

亚、 巴勒斯坦、 伊拉克、 南也门、 阿尔及利亚、 苏丹等国ꎮ 在 ２０ 世纪五六十

年代ꎬ 苏联在中东的影响达到顶峰ꎮ 自 ７０ 年代末开始ꎬ 苏联在中东地区的影

０４

①
②

③

唐志超: «中东进入后美国时代»ꎬ 载 «环球时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４ 日ꎮ
吉迪恩拉赫曼: «西方主导中东的时代进入尾声»ꎬ 载 [英国] «金融时报» 中文网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ｆ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ｙ / ００１０５０９９０? ｐａｇｅ ＝ ２ꎬ ２０１７ － １０ － ３０ꎮ
Ｊｏｓｃｈｋａ Ｆｉｓｃｈｅｒꎬ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 Ｌｏｓｔ Ｄｅｃａｄｅ”ꎬ Ｍａｒｃｈ １８ꎬ ２０１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ｐｒｏｊｅｃｔ －

ｓｙｎｄｉｃａｔｅ ｏｒｇ /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 ｗｉｎｎｅｒｓ － ａｎｄ － ｌｏｓｅｒｓ － ｏｆ － ｔｈｅ － ｉｒａｑ － ｗａｒ － ｂｙ － ｊｏｓｃｈｋａ － ｆｉｓｃｈｅｒ? ｂａｒｒｉｅｒ ＝
ａｃｃｅｓｓｒｅｇꎬ ２０１７ － １０ － 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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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开始走下坡路ꎮ 埃及总统萨达特决心弃苏投美、 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伊

朗伊斯兰革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重挫苏联在中东影响力ꎮ １９９０ 年南、 北也门

统一ꎬ １９９１ 年海湾战争爆发ꎬ 苏联在中东再遭最后重击ꎮ 冷战结束后ꎬ 随着

苏联的解体ꎬ 作为苏联的继承者ꎬ 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骤降ꎬ 其传统盟友

和伙伴大多倒向西方或面临西方重压ꎮ 俄军开始撤出中东ꎮ １９９２ 年ꎬ 作为苏

联在中东及地中海地区重要军事威慑的地中海舰队遭解散ꎮ 俄军只在叙利亚

保留了其在中东的最后一个军事基地 (塔尔图斯港)ꎮ 俄罗斯在中东势力的锐

减ꎬ 一方面与其实力衰落相关ꎬ 另一方面也与叶利钦在执政初期推行全面融

入西方的外交政策紧密相连ꎮ 不过ꎬ 在叶利钦政权后期ꎬ 由于北约加紧东扩ꎬ
俄罗斯与西方关系逐步恶化ꎬ 加之俄罗斯车臣问题愈演愈烈ꎬ 俄罗斯不仅与

西方围绕一系列国际和地区问题展开新的热烈交锋ꎬ 还力图在中东事务上重

新发挥大国作用ꎮ 但囿于实力ꎬ 虽然有专家称俄罗斯正在 “重返中东”①ꎬ 但

实际上其在中东并无多大作为ꎬ 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重返ꎮ 总体而言ꎬ 叶利钦

时期ꎬ 中东地区并非俄罗斯外交的优先选项ꎬ 中东在俄罗斯外交中地位大幅

下降ꎬ 远远排在西方、 独联体、 中国之后ꎮ 在俄罗斯独立后的第一个十年里ꎬ
俄罗斯主要关注的是与中东国家如土耳其、 伊朗和沙特在中亚的竞争ꎬ 以及因

车臣战争而与伊斯兰世界产生的摩擦ꎮ ２０００ 年普京上台ꎬ 直至阿拉伯剧变爆发ꎬ
这一个新的十年里俄罗斯对中东政策并无重大变化ꎬ 连续性要大于变动性ꎮ

不可否认的是ꎬ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ꎬ 俄罗斯加大中东外交力度ꎬ 并在伊拉克

问题、 巴以问题、 伊朗核问题等地区问题上发力ꎬ 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ꎮ
不过ꎬ 囿于其实力限制以及与西方关系ꎬ 其发挥作用有限ꎮ 俄罗斯在中东影

响力下滑趋势并未得到根本扭转ꎮ 因担心受美国制裁ꎬ 俄罗斯与伊朗的布什

尔电站建设一拖再拖ꎮ 事实上ꎬ 直至 ２０１０ 年底的阿拉伯剧变爆发ꎬ 俄罗斯在

中东一直保持影响力持续下滑态势ꎮ 与俄罗斯保持不错关系的利比亚卡扎菲

政权、 埃及穆巴拉克政权和也门萨利赫政权相继垮台ꎮ 伊朗与西方趋向和解ꎬ
并达成核协议ꎮ 俄罗斯在该地区的最忠实盟友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也岌岌可危ꎬ
并严重危及俄罗斯在中东的唯一海军基地ꎮ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ꎬ 巴沙尔政权

摇摇欲坠ꎬ 俄罗斯日益担心ꎮ 它担心的不只是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基地ꎬ 失去

传统盟友ꎬ 更担忧因政权更迭带来的连锁反应ꎬ 担忧 “颜色革命” 的扩散与

１４

①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Ｊ Ｂｌａｎｋꎬ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Ｍｉｄｅａｓｔ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ꎬ Ｏｒｂｉｓꎬ Ｖｏｌｕｍｅ ４０ꎬ Ｉｓｓｕｅ ４ꎬ Ａｕｔｕｍｎ １９９６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蔓延ꎮ 为此ꎬ 俄罗斯打破以往在南斯拉夫、 利比亚等地的节节退缩惯例ꎬ 从

格鲁吉亚到乌克兰ꎬ 再到叙利亚ꎬ 开始强势反击ꎮ 普京在叙利亚出重手ꎬ 采

取咄咄逼人的行动ꎬ 实际上是背水一战似的最后反击ꎮ 这一狙击取得了重大

战略成果ꎬ 成功遏制了俄罗斯在中东影响力不断下滑的颓势ꎬ 确保了俄罗斯

在中东利益ꎬ 阻击了恐怖主义向俄罗斯及其周边的蔓延扩散ꎬ 重新树立了大

国形象ꎬ 转移了因乌克兰危机等造成西方持续向俄罗斯实施制裁的压力ꎮ 普

京总统以叙利亚战争为契机ꎬ 多方着手ꎬ 扩大了俄罗斯在中东的存在ꎬ 提升

了俄罗斯在地区事务中的话语权ꎬ 重振了俄罗斯在中东地区的大国威望ꎮ
第一ꎬ 俄罗斯力保地区唯一盟友巴沙尔政权的生存ꎬ 确保俄罗斯在叙利

亚的利益ꎮ 俄罗斯坚决反对叙利亚政权更迭ꎬ 在政治、 军事和经济上为巴沙

尔政权提供支持ꎬ 多次在安理会否决相关提案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ꎬ 以打击

“伊斯兰国” 等恐怖主义为由ꎬ 俄罗斯正式军事介入叙利亚ꎮ 这是冷战结束以

来俄军首次进入中东ꎬ 此举不仅逆转了叙利亚战局ꎬ 稳固了巴沙尔政权ꎬ 还

极大震慑了地区对手ꎬ 提升了俄罗斯在叙利亚以及地区安全问题上的话语权ꎬ
使美、 俄在中东战略竞争进入新阶段ꎮ

第二ꎬ 俄罗斯多方面加强在中东的军事存在ꎬ 以军事促政治ꎮ 俄罗斯加

强军事存在的途径有多种方式ꎬ 包括签署军事合作协议、 出兵叙利亚、 建立

军事基地、 重建地中海舰队、 参与亚丁湾打击海盗军事行动、 联合军演以及

军售等ꎮ 叙利亚战争期间ꎬ 俄罗斯对其在叙利亚的军港进行了改、 扩建ꎬ 并

签署了长期租借协议ꎮ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ꎬ 俄罗斯宣布重建黑海舰队地中海分舰队ꎮ
出售武器是俄罗斯向中东拓展影响力的另一重要途径ꎮ① 阿尔及利亚、 伊朗、
叙利亚、 伊拉克和埃及是俄罗斯在中东的主要武器出口对象ꎮ 近年来ꎬ 俄罗

斯在伊朗、 土耳其、 埃及、 阿尔及利亚、 伊拉克、 利比亚以及海湾国家等国

都有重要斩获ꎮ 俄罗斯重返伊拉克和埃及军火市场ꎬ 与美国军事盟友沙特和

土耳其达成 “Ｓ － ４００” 导弹交易格外引人注目ꎬ 被视为有可能改变地区军事

平衡的行动ꎮ② 沙俄达成 “Ｓ － ４００” 军售协议更被视为 “世纪交易”ꎮ

２４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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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ꎬ 俄罗斯重建在中东的盟友体系ꎬ 加强战略合作ꎮ 这里面包含多个

层次的关系ꎬ 如俄叙关系、 俄埃关系、 俄伊 (伊朗) 关系、 俄阿 (阿尔及利

亚) 和俄利 (利比亚) 关系等ꎮ 俄罗斯采取的主要做法是: 其一ꎬ 重建盟友

体系ꎬ 强化与传统盟友埃及、 阿尔及利亚的战略伙伴关系ꎮ 俄罗斯与埃及关

系保持恢复上升势头ꎮ 塞西上台后积极重建与俄罗斯关系ꎬ 并很快访俄ꎬ 向

西方发出明确信号ꎮ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年间ꎬ 塞西 ３ 次访俄ꎮ ２０１４ 年ꎬ 普京会见塞

西时提出要加强军事合作ꎬ 双方签署自贸协定ꎮ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ꎬ 普京访埃ꎬ 达

成帮助埃及建设首座核电站的协议ꎬ 并表示帮助埃及建立完整核工业体系ꎮ ６
月ꎬ 俄罗斯与埃及举行两国海军历史上首次军演ꎮ ８ 月ꎬ 梅德韦杰夫总理出席

新苏伊士运河开通仪式ꎮ 此外ꎬ 俄罗斯还与埃及达成在埃及建立自由贸易区、
工业区的协议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 俄罗斯外长和国防部长同时访埃ꎬ 并举行 “２ ＋
２” 会谈ꎬ 就地区形势进行了讨论ꎮ 据悉ꎬ 埃及拟向俄罗斯提供空军基地ꎮ 随

着埃及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弃苏投美” 转向 “弃美投俄” 政策以来ꎬ 该国

“回归母港”ꎬ 俄埃关系正在复兴ꎮ① 其二ꎬ 深化与伊朗战略合作ꎬ 构建以

俄罗斯 －伊朗 －叙利亚为核心的新地区伙伴体系ꎮ 例如ꎬ 俄罗斯加强与伊朗

在叙利亚的军事协调ꎬ 开展军事合作ꎬ 举行联合军演ꎬ 决定向伊朗出售

“Ｓ３００” 防空导弹ꎬ 支持伊朗加入上海合作组织ꎬ 扩大与伊朗在核能及经贸等

方面的合作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 俄罗斯国防部长访伊ꎬ 双方签署军事合作协议ꎬ
并决定在里海举行联合军演ꎮ １０ 月ꎬ 俄罗斯能源部长访伊ꎬ 达成俄罗斯在伊

布什尔修建两座核电站以及石油、 天然气互换的协议ꎮ １１ 月ꎬ 俄罗斯表示将

向伊朗提供 ７０ 亿 ~ ８０ 亿美元贷款ꎬ 用于实施合作项目ꎮ 据悉ꎬ 俄罗斯还有意

吸收伊朗加入欧亚经济联盟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由俄罗斯主导的包括俄罗斯、
伊朗、 伊拉克、 叙利亚和真主党在内的新地区联盟正隐约成型ꎮ 尤其是在俄

罗斯军事卷入叙利亚后ꎬ 伊朗破天荒为俄罗斯空军提供过境通道和转场的空

军基地ꎮ 这在俄、 伊数百年关系史上非常罕见ꎬ 显示了双方战略合作的深度ꎮ
第四ꎬ 俄罗斯积极介入地区热点问题ꎬ 展现大国地位ꎮ 近年来ꎬ 俄罗斯

在伊朗核问题、 叙利亚问题、 巴以问题、 利比亚和解、 也门战争、 卡塔尔 －
沙特外交危机、 库尔德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上多方出手ꎬ 显示了俄罗斯在地区

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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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ꎬ 对相关事务影响力在上升ꎮ 比如ꎬ 在叙利亚

问题上ꎬ 俄罗斯排挤美国ꎬ 已建立了自己的主导权ꎮ 俄罗斯还积极参与利比

亚事务ꎬ 与地方实力派建立合作关系ꎮ 卡扎菲垮台后ꎬ 俄罗斯在利比亚政治、
军事和商业利益严重受损ꎬ 近 ６５ 亿美元商业合同打了水漂ꎮ 为维护俄罗斯在

利比亚的利益ꎬ 俄罗斯积极与利比亚东部实力派武装 “利比亚国民军” 司令

哈利法哈夫塔尔建立关系ꎮ ２０１６ 年ꎬ 哈夫塔尔两次访俄ꎬ 寻求支持ꎮ 据悉ꎬ
俄罗斯向该组织提供了军事援助ꎮ 该组织还希望俄罗斯在利比亚采取类似在

叙利亚的反恐军事行动ꎮ 俄罗斯突然成为当初反俄将军的盟友ꎬ 这让西方难

以接受ꎮ “俄罗斯在利比亚的存在为西方带来了新挑战ꎮ”① 卡塔尔与沙特爆

发危机后ꎬ 俄罗斯还积极进行斡旋调解ꎮ
第五ꎬ 俄罗斯利用地区国家对美国不信任态度的加深ꎬ 抢夺美国地区盟

友和伙伴ꎮ 其中ꎬ 俄罗斯与沙特、 土耳其这两个美国战略盟友关系的走近对

地缘政治和地区安全具有重大影响ꎮ 俄罗斯与沙特虽然在伊朗、 叙利亚问题

上存在严重分歧ꎬ 但并不妨碍它们在地区事务以及能源问题上的合作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沙特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罕见访俄ꎬ 双方签署大规模投资

合作协议ꎬ 沙特拟向俄罗斯投资 １００ 亿美元ꎮ 双方还联手减产抬升油价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沙特后不久ꎬ 穆罕默德副王储再次访俄ꎬ
并与普京总统进行会谈ꎮ 双方高度评价在能源市场上的合作ꎬ 并强调要克服

分歧ꎬ 加强政治与军事、 经济合作ꎮ 穆罕默德副王储称 “两国关系正处于历

史最好时期”ꎮ② １０ 月ꎬ 萨勒曼国王访俄ꎮ 这是沙特国王历史上首次访问俄罗

斯ꎬ 具有标志性意义ꎮ 访问期间ꎬ 双方签署了能源和军售等多项重要协议ꎬ
其中包括俄向沙特出售 “Ｓ － ４００” 导弹防御系统的协议ꎮ 长期以来ꎬ 作为西

方牵制和遏制苏联的桥头堡ꎬ 土俄关系一直较为冷淡ꎮ 普京和埃尔多安上台

后ꎬ 双方关系不断升温ꎬ 尤其是 ２０１０ 年以来ꎬ 双方关系更是突飞猛进ꎬ 在政

４４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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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经济、 能源等领域合作持续深入ꎮ 土耳其已成为俄罗斯在中东的最大贸

易伙伴ꎮ ２０１０ 年ꎬ 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访问俄罗斯期间ꎬ 双方签署了 “全方

位优惠伙伴关系” (也称战略伙伴关系) 文件ꎮ ２０１１ 年ꎬ 两国外长双方签署

了战略合作协议ꎮ 近年来ꎬ 虽然双方在叙利亚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ꎬ 且双边

关系受到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 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遭枪杀等事件的严重

冲击ꎬ 但是双方关系很快重新回到合作轨道ꎮ 俄罗斯在土耳其实施了一系列

有利于加深战略合作的重大项目ꎬ 如修建核电站、 兴建 “土耳其流” 天然气

管道①ꎮ 双方还在叙利亚问题上由对抗走向合作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ꎬ 俄罗斯与土耳

其、 伊朗三国外长和国防部长在莫斯科举行三边会晤ꎬ 发表 “莫斯科宣言”ꎬ 就

叙利亚停火事宜达成一致并充当协议保证国ꎬ 推动建立了解决叙利亚问题的一

个新机制———阿斯塔纳进程ꎮ 此举在西方掀起轩然大波ꎮ 一些专家甚至称ꎬ 俄

罗斯、 土耳其和伊朗三国缔结了轴心联盟ꎬ 并改变了地区战略平衡ꎮ② 俄罗斯还

利用美国与伊拉克之间的裂缝ꎬ 深化与伊拉克合作关系ꎮ 普京强调伊拉克是俄

罗斯在中东地区长期、 可靠的伙伴ꎮ 俄、 伊在反恐、 军事、 石油和投资等领域

开展了合作ꎮ ２０１３ 年以来ꎬ 俄罗斯向伊拉克出售价值 ５０ 多亿美元的军火ꎮ 俄罗

斯企业在伊拉克投资额达几十亿美元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俄罗斯、 伊拉克、 伊朗和

叙利亚四国联合在伊拉克建立信息中心ꎬ 共享有关 “伊斯兰国” 的情报ꎬ 引发

美国的强烈不满ꎮ 俄罗斯与土耳其双边关系进一步向战略伙伴关系发展ꎮ
叙利亚战争是俄罗斯与中东关系的重要转折点ꎮ 俄罗斯对叙利亚的直接

军事介入非但未增加地区国家对俄罗斯的离心力ꎬ 反而增加了向心力ꎬ 地区

国家纷纷向俄罗斯示好ꎬ 比如土、 俄重归于好ꎬ 沙特国王历史性访俄ꎮ 从目

前来看ꎬ 借助地区危机尤其是叙利亚战争ꎬ 俄罗斯在时隔 ２５ 年后已成功以

“地区大玩家” 面目实现重返中东ꎮ 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达到了冷战结束以

来的顶峰ꎬ 在中东安全事务上的话语权和发言权大增ꎮ 中东国家日益认识到

俄罗斯作为唯一能够且敢于挑战美国的全球性大国所具有的不凡实力ꎬ 以及

敢于实施其战略和政策的意识和决心ꎮ 对于俄罗斯在中东影响力的上升ꎬ 美

国 “后共产主义和恐怖主义研究所” 所长莱尼弗里德曼评价说ꎬ 普京对中

５４

①

②

２０１４ 年普京访问土耳其时提出倡议ꎮ 该项目计划从俄罗斯ꎬ 经黑海海底抵达土耳其ꎬ 然后输

往希腊和欧洲ꎮ 计划投资 １３０ 亿美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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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的投资正在升值ꎬ 而奥巴马的投资则在贬值ꎮ①

结　 语

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认为ꎬ 事物是永恒发展变化的ꎮ 一个事物的发展往往

是一个从不平衡到平衡ꎬ 再从新的不平衡到新的平衡的波浪式前进、 循环往

复式上升的过程ꎮ 世界也可被看作是一个永恒发展的事物ꎮ 所谓时移世易ꎬ
时代变化了ꎬ 国际力量对比变化了ꎬ 相应地国际秩序的调整也势在必行ꎮ 从有

序到失序ꎬ 从无序到有序ꎬ 这既是秩序的重构过程ꎬ 也是世界权力结构的再平

衡过程ꎮ 就当今世界而言ꎬ 也是 “去西方化” 的新国际秩序的再造过程ꎮ 当今

时代的无序ꎬ 既是 “发展” 的问题ꎬ 也是一个转型与价值重建的问题ꎮ 虽然失

序潜藏不确定性和动荡ꎬ 但也孕育着建立相对稳定有序新秩序的重大机遇ꎮ
在相当长时期里ꎬ 中东将处于旧秩序崩溃ꎬ 新秩序重建ꎬ 新旧秩序交替

的过渡阶段ꎮ 如何去除旧秩序的弊端ꎬ 尽快重建一个对地区稳定与发展有益

的新秩序ꎬ 是当前摆在中东地区国家面前的重大挑战与任务ꎮ 事实上ꎬ 一战

以来中东秩序的演进与调整ꎬ 都与外部大国的兴衰进退紧密相关ꎮ 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ꎬ 中东新秩序的构建需要注入新的积极因素ꎮ 虽然难以彻底摆脱外

部大国的影响ꎬ 但本地区国家和人民能否在构建地区作用中扮演关键性角色

对建立一个稳定而有序的地区秩序至关重要ꎮ 一个多世纪以来ꎬ 外部大国尤

其是西方主导了中东秩序的构建ꎬ 它带有天然的殖民主义、 霸权主义色彩以

及强加于人的不公正、 不合法等特征ꎬ 这也是旧中东秩序的致命性缺陷ꎬ 也

是其脆弱性的重要基础ꎮ 因此ꎬ 在中东新秩序构建中ꎬ 积极引入外部正能量ꎬ
对构建一个更公正ꎬ 可持续ꎬ 促稳定的新秩序也有积极意义ꎮ

经过长期努力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ꎬ 这是中国发展新的历

史定位ꎮ 在这一新时代ꎬ 推行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ꎬ 承担国际责任义务ꎬ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ꎬ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ꎬ 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任务ꎮ
２０１６ 年初ꎬ 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时提出ꎬ 中国将以中国理念、 中国方案和中

国方式来解答困扰中东百年的 “中东之问”ꎬ 提出中方将确立和平、 创新、 引

领、 治理、 交融的行动理念ꎬ 做中东和平的建设者、 中东发展的推动者、 中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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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工业化的助推者、 中东稳定的支持者、 中东民心交融的合作伙伴ꎮ① 中国的

历史性崛起ꎬ 全球性大国及其大国外交的全新定位ꎬ “一带一路” 倡议的推

进ꎬ 以及中国在中东利益的不断拓展ꎬ 决定了中国必须也能够在中东新秩序

重构中扮演新角色ꎬ 发挥更大作用ꎮ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Ｔａｎｇ Ｚｈｉｃｈａ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ｕｓｉｏｎ ｉｓ ａ ｒｅｍａｒｋａｂｌ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Ｔｕｒｍｏｉｌ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ｓ ｐｒｅｇｎａｎｔ ｗｉｔｈ ｎｅｗ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Ｔｈｅ ｓｅｅｍｉｎｇｌｙ ｒａｎｄｏｍ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ｓ ｓｈｏｗ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ｎｏｒｍ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ｂｉｇ ｐｏｗｅｒｓ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 ｉｓ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ｂｅｉｎｇ ｂｒｏｋｅｎꎬ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ｅｒａ” ｉｓ ａｌｓｏ ｌｏｏｍ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ａｎｄ 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Ｕ Ｓ ’
ｒｏｌｅ ｌｅａｄｓ ｔｏ ａ ｈｕｇｅ ｖａｃｕｕｍ ｏｆ ｐｏｗｅｒꎬ ｗｈｉｃｈ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ｕｌｔｉ －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ｉｓ ｒｅｇ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ｉｓ
ｐｒｏｃｅｓｓ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ｏｌｅ ｉｓ ｍａｒｇｉｎａｌｉｚｅｄꎻ Ｒｕｓｓｉａ’ ｓ ｓｔｒｏｎｇ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ｇｉｏｎ ｍａｋｅ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ｃｈｏｏｓｅ ｔｏ ｂｅ ｃｌｏｓｅｒ ｔｏ
Ｒｕｓｓｉａꎻ Ｃｈｉｎａꎬ Ｉｎｄｉａꎬ Ｊａｐａｎ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ｓｉ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ｃｔｉｖｅｌｙ “Ｍａｒｃｈ Ｗｅｓｔ”ꎬ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ｆｆａｉｒｓꎻ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ꎬ
Ｉｒａｎꎬ Ｑａｔａｒꎬ ＵＡ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ｆｉｎｄ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ｐｌａｙ ｎｅｗ
ｒｏｌｅｓꎻ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ａｎｄ Ｉｒａｎ ｓｔａｒｔ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ｏｌｄ ｗａｒ”  Ｆｒｏｍ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ｏｒｄｅｒꎬ ｉｔ
ｗｉｌｌ ｔａｋｅ ａ ｌｏｎｇ ｔｉｍｅꎬ ｄｅｐｅｎ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ｏｆ ｐｏｗ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ꎻ Ｄｉｓｏｒｄｅｒꎻ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Ｅｒａ”ꎻ Ｒｕｓｓｉａꎻ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ｏｌｄ Ｗａｒ”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冯基华)

７４

① 习近平: «共同开创中阿关系的美好未来———在阿拉伯国家联盟总部的演讲»ꎬ 载新华社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２２ / ｃ＿ １１１７８５５４６７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７ － １１ － ０５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