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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是阿尔及利亚国内宗教与世俗

权力斗争、 经济发展困境与贫富分化等问题的产物ꎮ 国际局势的变动则

为其提供了重要的外部契机ꎮ 经过从伊斯兰武装集团、 萨拉菲宣教与战

斗组织到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发展嬗变ꎬ 该组织致力于阿尔及利

亚的国内圣战乃至全球圣战ꎻ 组织体系在独立发展与获取外部资源、 集

权与自治间平衡ꎻ 人员来源在以阿尔及利亚人为主体的基础上ꎬ 力图实

现本土化用人策略ꎻ 行动则兼具政治与经济目的ꎮ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

组织的活动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ꎬ 严重冲击了其所在区域

的地缘政治、 地缘经济与地缘文化ꎬ 且这种负面影响呈扩大化趋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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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于西非和北非地区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武装组织ꎮ 多年来ꎬ 它针对政府机构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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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进行了多次袭击ꎬ 影响波及阿尔及利亚、 利比亚、 突尼斯、 摩洛哥、 毛里

塔尼亚、 马里、 尼日尔、 乍得和布基纳法索等国ꎬ 产生了巨大破坏力ꎮ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制造的马里酒店爆炸事件甚至牵涉到中国ꎬ 导

致 ３ 名中国公民丧生ꎮ① 作为非洲恐怖主义动荡弧最西边的一个环节ꎬ 其未来走

向关系到马格里布、 萨赫勒乃至西地中海地区的安全ꎮ 作为全球恐怖主义网络

中的重要一员ꎬ 它的发展与恐怖主义势力的盛衰关系密切ꎮ 本文以伊斯兰马格

里布基地组织为研究对象ꎬ 探讨其缘起、 组织发展演进及影响等问题ꎮ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兴起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是在 ２００７ 年成立的ꎮ 不过ꎬ 如果我们考察其产

生背景ꎬ 就会发现: 该组织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ꎬ 是阿尔及利亚过去 ５０ 多

年政治、 经济、 社会矛盾日益积累与激化的结果ꎮ
(一) 政治文化因素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缘起与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主义宗教政治文

化密切相关ꎮ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来ꎬ 随着阿尔及利亚人民族意识的逐渐觉醒ꎬ
伊斯兰复兴运动开始兴起ꎬ 伊斯兰主义作为建构民族认同、 反对法国殖民统

治的意识形态开始被广泛传播ꎬ 并促进 １９５４ 年阿尔及利亚民族独立战争的爆

发ꎮ 在战争中ꎬ 伊斯兰主义成为阿尔及利亚 “团结与行动革命委员会” (后改

称为 “民族解放阵线”) 意识形态的重要来源之一ꎮ②

１９６２ 年ꎬ 阿尔及利亚实现国家独立后ꎬ 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选择了

世俗化的发展道路ꎬ 并积极推进社会主义建设ꎮ 本贝拉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Ａｈｍａｄ
Ｂｅｎ Ｂｅｌｌａ) 政府逐渐与伊斯兰主义者拉开了距离ꎮ③ １９６５ 年ꎬ 政变上台的胡

阿里布迈丁 (Ｈｏｕａｒｉ Ｂｏｕｍｅｄｉｅｎｎｅ) 在阿尔及利亚确立了一党制并直接干涉

宗教事务ꎬ 进一步将伊斯兰主义者排挤出权力中心ꎮ④ １９６６ 年ꎬ 阿尔及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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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成立了隶属于宗教事务部的高级伊斯兰理事会ꎬ 用以指导伊斯兰教活动ꎮ
世俗主义最终支配了阿尔及利亚的政治乃至官方宗教事务ꎬ 甚至对伊斯兰教

义都进行了符合阿尔及利亚社会主义建设要义的修正ꎮ① 面对伊斯兰教被边缘

化的局面ꎬ 伊斯兰活动家谢赫艾哈迈德萨赫 (Ｓｈｅｉｋｈ Ａｈｍａｄ Ｓａｈｎｏｕｎ) 与

穆罕默德海德尔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Ｋｈｉｄｅｒ) 在 １９６４ 年成立了 “伊斯兰价值协

会”ꎬ 主张重建伊斯兰价值观与民族精神ꎬ 并批评外来文化使伊斯兰社会道

德沦丧ꎮ １９６６ 年ꎬ 他们因持有强烈的反世俗和反政府思想而遭到政府打压ꎮ
次年ꎬ 海德尔被暗杀ꎮ １９７０ 年ꎬ 阿尔及利亚政府正式宣布伊斯兰价值协会

为非法组织ꎮ②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ꎬ 伊斯兰主义思潮在对抗社会主义国有化政

策的背景下再次兴起ꎬ③ 随之产生了诸如 “伊斯兰召唤联盟” 和 “伊斯兰武

装运动” 等宗教组织ꎮ 其中ꎬ 前者首次明确了要在阿尔及利亚建立伊斯兰国

家的主张ꎬ 而后者则率先提出武装推翻现政权的设想ꎬ 并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初付诸行动ꎮ④ 这两个组织的理念为后来阿尔及利亚各个伊斯兰武装所继承ꎬ
并影响了此后 ３０ 多年伊斯兰主义者与阿尔及利亚政府的权力斗争格局ꎬ 伊斯

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产生正是这一长期权力斗争的延续ꎬ 彰显该国宗教政

治文化的特点ꎮ
(二) 社会与经济因素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阿尔及利亚经济的两极分化及随之引发的社会矛盾成为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滋生的社会、 经济因素ꎮ 阿尔及利亚独立以来的社

会主义计划经济改革以建立国有经济为抓手ꎬ 对国家社会经济生活进行了严

格管控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 逐渐孵化出一个经济官僚集团ꎬ 并最终导致经济体

制的僵化与发展受挫ꎮ 从分配结构上看ꎬ 作为阿尔及利亚财政支柱的石油出

口收入大多为精英集团所侵吞ꎬ 标榜公平的 “社会主义” 实验未能保障普通

民众的生活水平ꎬ 长期存在的高失业率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改观ꎬ 社会财富两

极分化严重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 沙德利本杰迪 (Ｃｈａｄｌｉ Ｂｅｎｄｊｅｄｉｄ) 政府

的经济自由化改革举措又进一步恶化了国内经济形势ꎮ 阿尔及利亚民众对国

家经济状况与自身处境的不满情绪日益积聚ꎬ １９８６ 年ꎬ 该国爆发全国性骚乱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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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断蔓延ꎬ 逐渐发展成波及全国 ２０ 多个省的全国性街头抗议运动ꎮ① 而阿

尔及利亚全国的清真寺为抗议者与失业者提供了庇护ꎬ 赢取了民众同情ꎮ 由

此ꎬ 大量新的清真寺在未经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建立起来ꎬ 吸纳对政府不满的

人员加入ꎬ 并趁势灌输反政府的伊斯兰极端思想ꎮ② 此后ꎬ 伊斯兰性质的反政

府武装纷纷涌现ꎬ 并不断发展嬗变ꎬ 其中就包括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ꎮ
(三) 外部环境因素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国际局势的演变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产生提供

了重要的外部契机ꎮ 首先ꎬ １９７９ 年ꎬ 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在伊斯兰世界激起

了强烈反响ꎮ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ꎬ 数百名阿尔及利亚青年志愿者前往阿

富汗参与该国的反苏圣战ꎬ 他们在此期间接受了严格的武装训练ꎬ 成为伊斯

兰极端主义的忠实信徒ꎮ③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ꎬ 这批人员陆续返回阿尔及利

亚ꎬ 被国内民众称为 “阿富汗人”ꎮ 他们构成了日后包括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

组织在内的众多伊斯兰武装组织的骨干力量ꎮ④ 其次ꎬ １９８５ 年以后ꎬ 苏联戈

尔巴乔夫的 “新思维” 改革思想也被传播到阿尔及利亚ꎮ 本杰迪政府在这一

国际变局下于 １９８６ 年 １ 月通过了新版 «国民宪章»ꎬ 淡化了有关 “社会主义”
的内容ꎮ １９８７ 年 ７ 月ꎬ 政府通过了 «结社法»ꎬ 为自由结社打开方便之门ꎮ
１９８９ 年 ２ 月ꎬ 阿尔及利亚修宪ꎬ 删除宪法中有关 “社会主义” 的表述ꎬ 废除

一党制ꎬ 并增加了 “保障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 的内容ꎮ⑤ 一批伊斯兰主义

性质的政党随之成立ꎬ 其中一些激进派组织发展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ꎮ
上述内外因素体现了阿尔及利亚政治发展中教俗矛盾复杂化与长期化的

特点ꎬ 而 １９９０ 年以来阿尔及利亚民主化进程的中断最终成为伊斯兰马格里布

基地组织产生的直接诱因ꎮ 经历席卷非洲大陆的多党制浪潮的洗礼ꎬ 阿尔及

利亚第一个伊斯兰主义政党 “伊斯兰救国阵线” (Ｆｒｏｎｔ Ｉｓｌａｍｉｑｕｅ ｄｕ Ｓａｌｕｔ) 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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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９ 年正式成立ꎬ 并在 １９９１ 年第一轮立法会议选举中赢得了多数席位ꎮ① 与

此同时ꎬ 阿尔及利亚国内的安全局势日趋恶化ꎮ “阿富汗人” 中的激进派组成

了数支武装团体ꎬ 将街头抗议活动发展为暴力武装冲突ꎮ
面对伊斯兰主义者的议会与武装斗争ꎬ 阿尔及利亚军方一方面抵制 “伊

斯兰救国阵线” 建立政教合一国家的可能前景ꎬ 另一方面也严厉镇压一切伊

斯兰暴力反抗运动ꎮ 军方中断民主化进程的行动激怒了 “阿富汗人” 及其他

伊斯兰激进派ꎬ 并将一批伊斯兰温和人士推向了激进派的怀抱ꎮ 他们对政治

和解与议会民主感到绝望ꎬ 发誓要通过军事手段夺取政权ꎮ １９９２ 年以后ꎬ 数

支伊斯兰性质的反政府武装成立ꎬ 其中就包括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前

身 “伊斯兰武装集团” (Ｇｒｏｕｐｅ Ｉｓｌａｍｉｑｕｅ Ａｒｍéꎬ ＧＩＡ)ꎮ
从 “伊斯兰武装集团” 到最终定名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ꎬ 实际上

是阿尔及利亚国内伊斯兰反政府武装分化重组的结果ꎮ １９９２ 年 １２ 月ꎬ 数支

“阿富汗人” 组成的小型武装集团整合为伊斯兰武装集团ꎮ １９９３ 年以后ꎬ 伊

斯兰武装集团多次发动针对政府与平民的攻击ꎬ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ꎬ 并受到

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关注ꎮ②

旷日持久的冲突与人员伤亡使阿尔及利亚国内民众逐渐倾向于支持伊斯

兰温和派的主张ꎬ 赞同与政府和解ꎬ 恢复和平ꎬ 伊斯兰武装集团陷入孤立ꎮ③

在政府军的集中打击下ꎬ 该组织位于卡比利亚 (Ｋａｂｙｌｉａ) 地区的领导人哈

桑哈达卜 (Ｈａｓｓａｎ Ｈａｔｔａｂ) 于 １９９８ 年 ５ 月宣布独立ꎬ 另组 “萨拉菲宣教与

战斗组织” (Ｇｒｏｕｐｅ Ｓａｌａｆｉ ｓｔｅ ｐｏｕｒ ｌａ Ｐｒéｄｉｃａｔｉｏｎ ｅｔ ｌｅ Ｃｏｍｂａｔꎬ ＧＳＰＣ)ꎮ④ 哈达

卜在汲取伊斯兰武装集团四面树敌的教训基础上ꎬ 对外宣称该组织是一个仅

与腐败政府为敌的组织ꎬ 袭击目标也只限定于政府机构与军事设施ꎬ 承诺保

障平民安全ꎮ 这样的理念与组织定位吸引了一大批既不愿向政府军投降、 又

不愿意滥杀无辜的伊斯兰温和派武装分子ꎮ 到 ２００２ 年初ꎬ 萨拉菲宣教与战斗

组织已发展为一个拥有超过 ４ ０００ 名战斗人员的强大武装ꎮ
随着 “九一一” 事件后全球恐怖主义势力的扩张以及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伊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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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战争的爆发ꎬ 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中以阿卜杜勒  德罗克戴尔

(Ａｂｄｅｌｍａｌｅｋ Ｄｒｏｕｋｄｅｌ) 为首的激进派开始倡导参与 “基地” 组织领导的 “全
球圣战”ꎮ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ꎬ 激进派夺取了组织领导权ꎬ 开始致力于通过全球范围

的恐怖袭击发展伊斯兰圣战运动ꎬ 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化则沦为这一运动中的

“斗争环节之一”ꎮ 该组织积极介入伊拉克事务ꎬ 与扎卡维 (Ａｂｕ Ｍｕｓ’ ａｂ ａｌ －
Ｚａｒｑａｗｉ) 领导的伊拉克恐怖主义集团携手对抗欧美 “入侵”ꎬ 积极向伊拉克输

入阿尔及利亚 “圣战者”ꎮ 据统计ꎬ 在 ２００５ 年ꎬ 伊拉克每 ４ 名自杀式袭击者中

就有一人来自阿尔及利亚ꎬ 由此扩大了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的国际影响ꎬ 并

得到大量的外部援助ꎮ① 至此ꎬ 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进入了发展的巅峰期ꎮ
２００５ 年初ꎬ 阿尔及利亚政府颁布 «和平与国家和解宪章»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ꎬ 加大了赦免力度ꎬ 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

内部不少成员因此 “叛离组织”ꎮ② 另外ꎬ 随着国际反恐战争的不断深入ꎬ 在

阿尔及利亚政府军与欧美反恐力量的联合打击下ꎬ 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不

得不将活动主战场从阿尔及尔暂时撤至南部沙漠山区ꎮ
为了扭转该组织面临的不利局面、 获取更多的外部支援ꎬ 萨拉菲宣教与

战斗组织领导人德罗克戴尔与 “基地” 组织方面展开了多次秘密谈判ꎬ 商讨

双方结盟的问题ꎮ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ꎬ 萨拉菲宣教与战斗组织正式向外界宣布加入

“基地” 组织的消息ꎬ 并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更名为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ꎮ
至此ꎬ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正式成立ꎮ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发展特点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成立后ꎬ 其发展经历了 ５ 个主要阶段ꎮ 第一阶

段ꎬ 在 ２００７ 年成立之初ꎬ 它致力于在阿尔及利亚境内进行恐怖袭击ꎬ 主要针

对总理办公室等政府要害部门ꎬ 以及联合国驻阿尔及利亚办公室等国际目标ꎬ
产生了巨大影响ꎮ 第二阶段ꎬ 随着政府反恐力度的加大ꎬ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

地组织在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１ 年间不得不暂时将主力转移至阿尔及利亚南部与马里、
尼日尔接壤的萨赫勒地区ꎬ 利用这里的 “治安真空” 赢得喘息之机ꎮ 期间ꎬ
该组织为了获取资金越来越多地介入绑架人质、 走私武器与毒品的 “生意”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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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因分赃不均而屡屡内讧ꎻ 而 “圣战袭击” 的次数却大大减少ꎬ “严重玷污了

其作为圣战者的形象”ꎮ 第三阶段ꎬ 受到始自 ２０１０ 年底中东变局引发的地区

动荡影响ꎬ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趁机进行了短暂扩张ꎮ 一方面ꎬ 它在阿

尔及利亚境内的袭击力度较之前有所扩大ꎻ 另一方面ꎬ 它也加强了与尼日利

亚、 乍得、 尼日尔、 索马里、 也门等国恐怖组织的联系ꎬ 成为从萨赫勒到非

洲之角 “恐怖主义动荡弧” 中的一个重要环节ꎮ① 尤为重要的是ꎬ 它借马里

内战之机ꎬ 与 “信仰捍卫者” (Ａｎｓａｒ Ｄｉｎｅ)②、 “西非圣战和统一运动”
(ＭＵＪＡＯ) 协同行动ꎬ 一度控制了占据国土面积 ２ / ３ 的马里北部地区ꎮ③ 第四

阶段ꎬ 即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 在法国出兵马里的强大军事压力下ꎬ 伊斯兰马

格里布基地组织势力从马里收缩ꎬ 组织发展的重心再次转回阿尔及利亚北部

沿海地区ꎬ 并逐渐介入利比亚内战ꎮ 而萨赫勒地区的这一 “真空” 则由从伊

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分离并重组的 “血盟旅” (ａｌ － Ｍｕｌａｔｈａｍｕｎ Ｂａｔｔａｌｉｏｎ)
所填补ꎮ④ 第五阶段则始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ꎬ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与 “血盟

旅” 协同行动ꎬ 对马里首都酒店进行袭击ꎮ １２ 月ꎬ 前者宣布收编 “血盟旅”ꎬ
这标志着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再次将势力渗入西非ꎮ 而它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和 ３ 月分别在布基纳法索和科特迪瓦制造的恐怖袭击ꎬ 则显示出伊斯兰马格

里布基地组织在该地区扩大影响的决心ꎮ⑤

纵观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发展历程ꎬ 可以看出以下 ４ 个主要特征:
第一ꎬ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理念诉求在全球伊斯兰圣战与阿尔及

利亚国内圣战两端间摇摆ꎬ 多次试图通过整合意识形态以保持组织的统一性ꎮ
自 ２００７ 年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成立以来ꎬ 萨拉菲主义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 就占

据了该组织意识形态的至高地位ꎮ 它要求实行严格的沙里亚法 (ａｌ － Ｓｈａｒｉ ‘ａｈ
ｌａｗ) 和清教徒式的伊斯兰教义ꎬ 具有反世俗、 反西方、 反民主、 反多元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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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ꎬ 主张通过 “圣战” 复兴伊斯兰教并净化社会ꎮ① 不过ꎬ 究竟是以阿尔

及利亚国内圣战还是全球圣战作为奋斗目标ꎬ 成为长期困扰其发展的一个核

心议题ꎮ 该组织奉行全球伊斯兰圣战的理念ꎬ 宣扬要对抗全世界的 “犹太人、
十字军与他们的叛教者政权”ꎬ② 并将阿尔及利亚国内斗争视作这一全球范围内

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ꎬ 且服从于前者ꎮ 基于这样的理念诉求ꎬ 伊斯兰马格里布

基地组织的发展定位便不再局限于阿尔及利亚ꎬ 而是积极向周边国家扩展影响

力ꎬ 特别是萨赫勒地区南部的国家ꎮ 这样的战略转型在一定时期内增强了伊斯

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国际影响力ꎬ 但消耗了它本身有限的资源ꎮ③ 因此ꎬ 该

组织内部斗争目标扩大化与斗争资源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则日益凸显ꎮ
２００８ 年后ꎬ 随着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活动重心转向萨赫勒地区ꎬ 以

穆赫塔尔贝尔莫克塔尔 (Ｍｏｋｈｔａｒ Ｂｅｌｍｏｋｈｔａｒ) 为代表的萨赫勒分支势力逐渐

壮大ꎬ 并最终衍生出一种新的 “泛萨赫勒主义”ꎮ 他们认为应把萨赫勒地区作为

发动圣战的重点区域ꎬ 并试图在该地区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ꎮ 由于与德罗克戴

尔 “全球圣战” 理念间存在巨大的意识形态差异ꎬ 贝尔莫克塔尔于 ２０１２ 年底决

定脱离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ꎬ 成立了新的圣战组织 “血盟旅”ꎮ④ 贝尔莫克

塔尔的分离ꎬ 也将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精锐部队 “蒙面旅” ( ｅｌ
Ｍｏｕｌａｔｈａｍｏｕｎｅ) 带走ꎬ 削弱了该组织的实力ꎮ 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ꎬ “血盟旅” 与

“西非圣战和统一运动” 开始联合行动ꎮ ８ 月ꎬ 两个组织进一步合并ꎬ 组成新

的、 统一的 “血盟旅”ꎬ 一度取代了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西非萨赫勒地

区的影响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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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Ｍｉｌｏｓｅｖｉｃ ａｎｄ Ｋ Ｒｅｋａｗｅｋꎬ Ｐｅｒｓｅｖｅ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Ｌｅａｄｅｒｓꎬ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ＩＯＳ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７０
Ｍａｔｈｉｅｕ Ｇｕｉｄｅｒｅꎬ “Ｔｈｅ Ｔｉｍｂｕｋｔｕ Ｌｅｔｔｅｒｓ : Ｎｅｗ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ａｂｏｕｔ ＡＱＩＭ”ꎬ Ｒｅ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ｉｓꎬ Ｖｏｌ ４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３７ 在这里ꎬ 笔者附带提一点ꎬ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马里首都酒店恐怖袭击发生后ꎬ 中国国内

媒体加大了报道力度ꎬ 但包括 «人民日报»、 «环球时报»、 «参考消息» 在内的报刊都普遍将该组织

误译为 “纳赛尔主义独立运动”ꎬ 网络上则以讹传讹ꎮ 这可能是由于两个组织的名称相似所导致的错

误: “血盟旅” 写为 “ａｌ － Ｍｕｌａｔｈａｍｕｎ Ｂａｔｔａｌｉｏｎ”ꎬ “纳赛尔主义独立运动” 写为 “ａｌ － Ｍｕｒａｂｉｔｏｕｎ”ꎬ 极

易混淆ꎮ 事实上ꎬ “纳赛尔主义独立运动” 成立于 １９５７ 年ꎬ 是一个活动于黎巴嫩的公开政党ꎬ 持世俗

主义主张ꎮ “血盟旅” 则是反世俗主义、 反纳赛尔主义的宗教极端主义组织ꎬ 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组

织名称上冠以 “纳赛尔主义” 一类的词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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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内部的保守派虽在 ２００７ 年后一度蛰伏ꎬ 但一直

密切关注形势发展ꎬ 伺机反击ꎮ 随着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斗争在萨赫勒

地区遭遇挫折ꎬ 保守派指出ꎬ “国内圣战” 乃是组织的立足之本ꎬ 将阿尔及利

亚改造为纯正的伊斯兰国家才是斗争的终极目标ꎮ ２０１３ 年以后ꎬ 德罗克戴尔

在组织内部保守派的压力与贝尔莫克塔尔制造的分裂面前ꎬ 改弦更张ꎬ 决定

将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活动重心转回阿尔及利亚北部沿海地区ꎬ 并优

先扩展在突尼斯、 利比亚的影响ꎮ 它一方面将位于萨赫勒的武装力量调往阿

尔及利亚 －突尼斯边界ꎬ 以强化在突尼斯的活动能力ꎻ 另一方面ꎬ 它与突尼

斯伊斯兰极端组织 “教法支持者” (Ａｎｓａｒ ａｌ － Ｓｈａｒｉａｈ) 建立合作关系ꎮ① 同

时ꎬ 它还积极配合基地组织在利比亚的行动ꎬ 向东扩张势力ꎮ② 如此ꎬ 伊斯兰

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暂时实现了全球圣战派与本土圣战派之间的微妙平衡ꎮ
２０１５ 年以后ꎬ 两个因素使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内部的全球圣战派势

力重新占据上风ꎮ 其一ꎬ “伊斯兰国” 在西非和北非的扩张已威胁到伊斯兰马

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利益ꎬ 后者为了与 “伊斯兰国” 对抗也强化了在这两个地

区的活动与影响ꎮ 其二ꎬ ２０１５ 年以来ꎬ 阿尔及利亚政府加大了反恐力度ꎬ 国

内的安全局势显著好转ꎬ 使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无机可乘ꎬ 反恐力量较

为薄弱的西非再次被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关注ꎮ 因而ꎬ 在 “伊斯兰国”
扩张与阿尔及利亚反恐的双重压力下ꎬ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与 “血盟旅”
的利益重新趋向一致ꎬ 并导致 ２０１５ 年底两者的合并ꎮ

第二ꎬ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制度建设上致力于实现在对外依附与

独立发展、 对内集权与分治之间的平衡ꎬ 试图以此来协调各方关系ꎮ ２００７ 年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成立之初ꎬ 就对外宣称是 “基地” 组织的一个分支ꎮ
其目的在于援引外部力量帮助自身渡过困境ꎮ 但在经历最初的危机之后ꎬ 如

何处理与 “基地” 组织的关系ꎬ 成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发展中面临

的重要议题ꎮ 一方面ꎬ 在加入 “基地” 组织后ꎬ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学

习、 吸收了 “基地” 组织的许多战斗经验ꎬ 并仿照 “基地” 组织建立起一套

相对完善的组织体系ꎮ 基于 “基地” 组织的模式ꎬ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８８

①
②

Ｍａｔｈｉｅｕ Ｇｕｉｄｅｒｅꎬ ｏｐ ｃｉｔ 
Ｌａｒｒｙ Ｐｒｏｖｏｓｔꎬ “Ｄｅａｄｌｉｅｓｔ Ｅｖｅｒ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Ａｔｔａｃｋ ｏｎ Ｔｕｎｉｓｉａｎ Ａｒｍｙ”ꎬ Ｔｏｗｎｈａｌｌꎬ Ｊｕｌｙ ２６ꎬ ２０１４ꎬ

ｈｔｔｐ: / / ｔｏｗｎｈａｌｌ ｃｏｍ / ｃｏｌｕｍｎｉｓｔｓ / ｌａｒｒｙｐｒｏｖｏｓｔ / ２０１４ / ０７ / ２６ / ｄｅａｄｌｉｅｓｔ － ｅｖｅｒ － ｉｓｌａｍｉｃ － ａｔｔａｃｋ － ｏｎ － ｔｕｎｉｓｉａｎ －
ａｒｍｙ － ｎ１８６７４３５ / ｐａｇｅ / ｆｕｌｌꎬ ２０１５ － ０３ －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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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中央最高权力机构首领委员会 (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Ｈｅａｄｍｅｎ)ꎬ 由各战区最高

指挥官组成ꎬ 负责推选组织最高领导人 “埃米尔” 并确定发展战略ꎮ “埃米

尔” 拥有一定的财权与人事权ꎬ 主持中央工作ꎬ 并由咨询委员会 ( ｔｈｅ
Ａｄｖｉｓｏｒ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 向其提供决策建议ꎮ 该委员会则是由首领委员会、 各技术

委员会 (通信、 立法、 军事、 对外关系) 的负责人及相关地区的代表组成ꎮ
该组织还将其主要活动区域划分为中央区 (阿尔及尔、 卡比利亚及北部沿

海)、 东部区 (阿尔及利亚东部与突尼斯)、 西部区 (阿尔及利亚西部) 与南

部区 (萨赫勒地区) ４ 个战区ꎬ 并分别配备一名战区指挥员以方便管理ꎮ 各

个战区及其下属的各基层武装部队 “旅” (ｋａｔｉｂａｓ) 都有较大自主权ꎮ①

此外ꎬ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又与 “基地” 组织保持了若即若离的关

系ꎮ 虽然处处效仿 “基地” 组织ꎬ 并从 “基地” 组织吸收资金ꎬ 但伊斯兰马

格里布基地组织在战略制订、 制度决策、 人员任免等方面ꎬ 都排除了 “基地”
组织的可能干预ꎬ 保持了相对独立ꎮ 一直以来ꎬ “基地” 组织都要求伊斯兰马

格里布基地组织在欧洲境内发动恐怖袭击ꎬ 并服从它的全球战略ꎬ 但伊斯兰

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以力量不足为由拒绝了ꎬ 仍将活动范围局限在阿尔及利亚

及周边ꎬ 从而避免了与欧美国家的正面对抗ꎮ② 具体到中东地区ꎬ “基地” 组

织要求其组织配合阿富汗、 伊拉克的 “基地” 组织分支ꎬ 着重在西亚地区扩

展影响ꎬ 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则将发展战略转向萨赫勒地区ꎮ 另则ꎬ
“基地” 组织也无法在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内部安插人手ꎮ 因而ꎬ “基
地” 组织在恼怒之余ꎬ 只好在利比亚发展一个新的 “北非分支”ꎬ 以执行其命

令ꎬ 并牵制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行动ꎮ
在协调与 “基地” 组织关系的同时ꎬ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还面临着

内部运作机制的定位问题ꎮ 为了执行宏观发展战略ꎬ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

织在机制上有集权的特性ꎬ 但考虑到组织活动范围广、 行动时效性等问题ꎬ
又需要适当给予基层组织一定的行动自主权ꎮ 因此ꎬ 集权与自治的平衡考验

着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领导能力ꎮ ２００８ 年以后ꎬ 该组织在萨赫勒地区

的袭击行动十分有效ꎬ 且影响巨大ꎬ 这得益于贝尔莫克塔尔等萨赫勒分支指

挥官的自主决策力ꎮ 在毛里塔尼亚、 马里等国ꎬ 当地分支自主策划了对西方

９８

①

②

ＥＣＯＷＡＳꎬ 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Ｗｅｓｔ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３ꎬ
ｐ 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Ｔｈｏｒｎｂｅｒｒｙ ａｎｄ Ｊａｃｌｙｎ Ｌｅｖｙ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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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相关目标的攻击ꎬ 取得了巨大成功ꎮ 然而ꎬ 随着分支影响力的扩大ꎬ 伊

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中央领导层则越来越 “感到指挥失灵”ꎮ 德罗克戴尔担

任 “埃米尔” 后ꎬ 派出亲信阿卜杜勒哈米德阿布扎伊德 (Ａｂｄｅｌｈａｍｉｄ
Ａｂｕ Ｚｅｉｄ) 担任萨赫勒地区塔里伊本齐亚德旅 (Ｔａｒｅｇｈ Ｉｂｎ Ｚｉｙａｄ) 的指挥

官ꎬ 对贝尔莫克塔尔加以牵制ꎮ① 不过ꎬ 相互牵制导致了行动无效率ꎬ 并一度

迫使贝尔莫克塔尔脱离组织ꎮ 虽然目前 “血盟旅” 重新加入伊斯兰马格里布

基地组织ꎬ 但资源、 权力的分配等问题能否顺利解决ꎬ 仍需进一步观察ꎮ
综上所述ꎬ 我们可以看出ꎬ 无论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如何宣扬宗教

圣战的神圣目标ꎬ 但在实际操作中仍无法摆脱世俗权力斗争的影响因素ꎬ 其

组织建设则充分体现出对内外权力平衡的考量ꎬ 尽管这一制度设计并不是在

任何时候都能取得成功ꎮ
第三ꎬ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人员构成上ꎬ 形成以阿尔及利亚人为

主体、 兼顾人员本土化的思路ꎬ 试图在既保持阿尔及利亚人领导地位的同时ꎬ
又拓展组织的地区影响ꎮ 尽管对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规模与人员构成

缺乏精确的统计数据ꎬ 不过ꎬ 综合多方面材料仍可勾勒出一个基本情况ꎮ 首

先ꎬ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ꎬ 这一组织一直将阿尔及利亚作为最重要的活动

中心ꎮ 迄今为止ꎬ 在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约 １ ０００ 名战斗人员中ꎬ 阿尔及

利亚人仍占据了多数ꎮ② 其次ꎬ ２００８ 年以后ꎬ 随着向西非萨赫勒地区扩张ꎬ
该组织开始有意识地吸收一些西非本土黑人族裔成员ꎬ 以此建立与当地部落

的联系ꎬ 并不断减少阿尔及利亚人在国外分支机构中的比例ꎮ③ 例如ꎬ 在贝尔

莫克塔尔领导的 “蒙面旅” 中ꎬ 毛里塔尼亚人占到 １ / ３ 的人数ꎬ 马里人、 尼

日利亚人所占比例也不小ꎮ 截至 ２０１１ 年ꎬ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萨赫勒分

支的成员中ꎬ 有一半来自毛里塔尼亚和马里ꎮ④ 再次ꎬ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５ 年ꎬ 随着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向北非地中海沿线收缩势力ꎬ 它一方面加强了在阿

尔及利亚的人员招募ꎬ 另一方面也积极吸收来自突尼斯、 利比亚等国的 “新

０９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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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血液”ꎮ 最后ꎬ ２０１５ 年底以来ꎬ 随着 “血盟旅” 的加入ꎬ 伊斯兰马格里布

基地组织内部西非各族群成员的人数都将会有显著增加ꎮ
纵观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人员构成变化ꎬ 可以看出两个特点: 其

一ꎬ 该组织领导权始终掌握在阿尔及利亚人手中ꎮ 从第一任领导哈达卜到现

任的德罗克戴尔ꎬ 以及 “血盟旅” 的实际掌权人贝尔莫克塔尔ꎬ 均为阿尔及

利亚籍ꎬ 其下属的各分支领导人也多委派阿尔及利亚人司职ꎮ 这表明该组织

仍具有强烈的国别属性ꎬ 远非一个泛马格里布地区的伊斯兰圣战组织ꎮ 其二ꎬ
该组织致力于向阿尔及利亚周边地区拓展影响ꎬ 因而在邻国执行了一条人员

本土化的策略ꎮ 不过ꎬ 它虽然吸收了大量外国成员ꎬ 但由于语言、 宗教信仰、
族群认同等因素ꎬ 多将他们安置于基层组织ꎬ 非本土成员在组织内部的 “晋
升” 难度较大ꎮ

第四ꎬ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行动兼有政治性动机与经济性目的ꎬ
显示了其作为恐怖主义组织与武装犯罪集团的双重性质ꎮ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

地组织自 ２００７ 年成立之初ꎬ 便积极效仿 “基地” 组织的 “恐怖暴力范式”ꎬ①

学习其自杀式袭击、 同步攻击的做法ꎬ 并大幅提升炸弹在袭击中的使用比例ꎬ
加强了袭击的致命性与震慑性ꎮ 此举不仅引起广泛的社会恐慌ꎬ 而且给阿尔

及利亚政府施加了巨大压力ꎮ② ２００６ 年ꎬ 该组织前身制造的炸弹袭击仅为 ７
次ꎬ ２００９ 年增至 ２１ 次ꎻ 袭击平均伤亡人数也由 ２００６ 年的 ６ 人次增至 ２００８ 年

的 １５ 人次ꎮ③ 在袭击目标的选择上ꎬ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继续攻击阿

尔及利亚政府机构的同时ꎬ 还加大了对西、 北非地区来自西方国家机构或亲

西方目标的袭击力度ꎮ 在该组织前身制造的袭击中ꎬ 仅有 １２％是指向西方目

标ꎬ 而 ２００７ 年以来ꎬ 这一比例上升到 ８８％ ꎬ④ 其中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在毛里塔尼

亚制造的多起袭击直接导致当年达喀尔国际汽车拉力赛 (Ｐａｒｉｓ － Ｄａｋａｒ Ｒａｌｌｙ)
被迫取消ꎮ⑤ 它对联合国驻阿尔及利亚办公室及对以色列驻毛里塔尼亚使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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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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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张金平: « “伊斯兰国” 突起及西亚北非恐怖活动的变化»ꎬ 载 «国际观察» ２０１５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３０ 页ꎮ

在 ２００７ 年以前ꎬ 阿尔及利亚境内的自杀式炸弹袭击次数极少ꎬ 之后变得较为密集ꎮ Ｓｅｅ
Ｈ Ｏｓｍａｎ Ｂｅｎｃｈｅｒｉｆ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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袭击更是在国际上造成巨大影响ꎮ① 此外ꎬ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还借鉴

“基地” 组织的经验ꎬ 频繁利用网络媒体扩大自身影响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它在网络

上发布的声明仅有 ２１ 条ꎬ ２００９ 年已增至 ４０ 条ꎮ② 同时ꎬ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

组织还积极发展同其他恐怖主义组织的联系ꎬ 先后与 “西非圣战和统一运

动”、 尼日利亚 “博科圣地” (Ｂｏｋｏ Ｈａｒａｍ)、 “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
(ＬＩＦＧ)、 “教法支持者” (Ａｎｓａｒ ａｌ － Ｓｈａｒｉａｈ) 以及 “索马里青年党” (ａｌ －
Ｓｈａｂａａｂ) 等建立了合作关系ꎮ 恐怖袭击、 网络宣传与国际合作成为伊斯兰马

格里布基地组织实现其政治目标的 ３ 种主要行动方式ꎮ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还积极介入萨赫勒地区的违禁品走私与绑架

“生意” 之中ꎮ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１ 年间ꎬ 它从毒品走私中获利 ５ ０００ 万欧元ꎬ 并与

“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ＦＡＲＣ) 建立了合作关系ꎬ 充当 “哥伦比亚革命

武装力量” 向欧洲的毒品中转站ꎮ③ 该组织萨赫勒分支的头目贝尔莫克塔尔也

因广泛参与烟草、 毒品走私而成为西方媒体眼中富有的 “万宝路先生”
(Ｍｒ Ｍａｒｌｂｏｒｏ)ꎻ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也一度成为 “最富裕的基地组织分

支”ꎮ④ 同时ꎬ 与 “基地” 组织将绑架西方人质作为 “圣战手段” 不同的是ꎬ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是通过绑架西方人质勒索赎金ꎮ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ꎬ 它绑

架一名英国记者ꎬ 为了获取赎金而对 “基地” 组织要求其处决人质的命令一

拖再拖ꎮ⑤ 同年ꎬ 中国新疆 “七五” 事件后ꎬ 虽然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

织也响应 “基地” 组织的号召ꎬ 发出对中国的报复威胁ꎬ 但迄今并未采取任

何实质行动ꎮ⑥ 对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而言ꎬ 经济目的甚至超过政治目

标ꎬ 走私、 绑架变成组织的 “赢利手段”ꎬ 其所得也不再支持政治行动ꎮ 从某

种意义上讲ꎬ 恐怖主义活动反而沦为该组织非法赢利活动的掩护ꎮ⑦

由此可见ꎬ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政治行动使其具有恐怖主义组织

的性质ꎬ 而其经济动机则更彰显了它作为一个武装犯罪集团的特征ꎮ 这样的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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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产生的背景、 特点及影响　

双重特性一方面显示出该组织的策略灵活性ꎬ 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组织内部的

矛盾ꎮ 一批主张发动 “纯洁” 圣战的成员ꎬ 对该组织进行的走私活动严重不

满ꎬ 这也是西非圣战和统一运动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中分裂出来的一

个重要因素ꎮ 因走私分赃不均所导致的内部火拼也 “严重玷污了其作为圣战

组织的声誉”ꎮ①

２０１４ 年以来ꎬ 随着 “伊斯兰国” 在中东的迅猛崛起ꎬ 引发全球伊斯兰极

端组织势力格局的剧变ꎮ 在非洲萨赫勒地区ꎬ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 与伊斯兰马格里

布基地组织有密切联系的 “博科圣地” 宣誓效忠 “伊斯兰国”ꎻ② ４ 月底ꎬ
“博科圣地” 又改名为 “伊斯兰国西非省”ꎬ 进一步加强了与 “伊斯兰国” 的

联系ꎮ③ “血盟旅” 的一名领导人也曾在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的一段录音中誓言效忠

“伊斯兰国”ꎮ④ 同年 ９ 月ꎬ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位于阿尔及利亚中部的分

支 “安萨尔营” (Ａｌ Ａｎｓａｒ Ｂａｔｔａｌｉｏｎ) 的部分成员也加入 “伊斯兰国”ꎮ⑤ 青年

党的前精神领袖谢赫阿布杜卡迪尔穆米 (Ｓｈｅｉｋｈ Ａｂｄｕｌｑａｄｉｒ Ｍｕｍｉ) 也在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宣布效忠 “伊斯兰国”ꎮ⑥ 各个组织尽相 “倒戈”ꎬ 势必会对伊斯

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下一步行动方向产生影响ꎮ 而早在 ２０１４ 年年中ꎬ 伊斯

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网络上的一个视频声明中就表达了与 “伊斯兰国” 合

作的意愿ꎬ 并委婉批评了 “基地” 组织ꎮ⑦ 不过ꎬ 未来一段时间ꎬ 伊斯兰马

格里布基地组织无论是继续追随 “基地” 组织ꎬ 还是改弦更张转投 “伊斯兰

国”ꎬ 都不会成为组织发展的重大拐点ꎮ 首先ꎬ 这种组织上的从属关系决定了

其宣传意图大于其他目的ꎬ “伊斯兰国” 派人接管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ꎬ
将其纳入自己管辖的可能性不大ꎮ 其次ꎬ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与 “基地”

３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Ｈａｎｓ Ｋｒｅｃｈꎬ “Ｔｈ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Ａｌ － Ｑａｅｄａ ｏｎ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ꎬ Ａｆｒｉｃａ Ｓｐｅｃｔｒｕｍ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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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之间仅是一种资源与人员的相互支援与利用关系ꎮ 就伊斯兰马格里布基

地组织的未来发展而言ꎬ 更具意义的因素将是组织自身战略定位的转换ꎬ 即

能否从全球圣战中脱身ꎬ 回归阿尔及利亚国内的斗争目标上来ꎮ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影响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自成立以来ꎬ 所制造的袭击、 绑架事件已导致

超过 ２ ０００ 人伤亡ꎬ 间接伤亡数目更大ꎮ① 据不完全统计ꎬ 它还造成了至少上

百亿美元的经济损失ꎮ②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与境外恐怖主义组织相互协

调、 跨境行动ꎬ 至今仍无彻底解决的希望ꎮ 而为了防控该组织的威胁ꎬ 阿尔

及利亚政府的军事开支居高不下ꎬ 影响了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ꎮ 至今ꎬ 阿尔

及利亚的失业率常年维持在 １０％以上ꎬ 全国 ２０％的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

下ꎬ③ 这在客观上阻碍了阿尔及利亚国家的整合与经济发展ꎮ 其影响具体而言

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ꎬ 从地缘政治视角看ꎬ 作为一个活跃在马格里布与萨赫勒地区的恐

怖组织ꎬ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对西、 北非乃至地中海地区的地缘政治格

局产生了巨大冲击ꎮ 首先ꎬ 它加剧了周边国家的族群矛盾ꎬ 造成政治动荡的

连锁反应ꎮ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积极为萨赫勒地区图阿雷格人 (Ｔｕａｒｅｇ)
反叛组织提供资金与武器资助ꎬ 鼓励其从事分离主义活动ꎬ 激化了马里国内

业已存在的族群矛盾ꎬ 诱发了 ２０１３ 年的马里内战ꎮ④ 它还资助利比亚境内的

柏柏尔人 (Ｂｅｒｂｅｒ) 武装集团ꎬ 致使利比亚族群冲突持续至今ꎮ⑤ 其次ꎬ 它与

其他恐怖主义组织遥相呼应ꎬ 使其恶劣影响呈几何级数倍增ꎮ 一方面ꎬ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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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活动地区处于北非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通道、 非洲与欧洲

的纽结点上ꎬ 使其影响因地缘位置而放大ꎻ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它和其他恐怖

组织的联系ꎬ 形成国际恐怖组织网络ꎬ① 产生了 “蝴蝶效应” 式的后果ꎮ 伊

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同萨赫勒地区的西非圣战和统一运动、 尼日利亚 “博
科圣地”、 “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 “教法支持者” 以及 “索马里青年党”
等均形成合作或竞争关系ꎬ 客观上形成了一条从萨赫勒到非洲之角的 “恐怖

主义动荡弧”ꎮ 目前ꎬ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 (Ｈｏｕｔｈｉｓ) 的异军突起ꎬ 这一动荡

弧已从非洲之角延伸至阿拉伯半岛ꎮ② 若将其置于这一背景下来看ꎬ 伊斯兰马

格里布基地组织呈强势反弹态势③ꎬ 其影响不可低估ꎮ “伊斯兰国” 已成为国

际反恐联合打击的重点ꎬ 它迫切需要打破现有封锁ꎬ 开辟新战场ꎮ 目前看来ꎬ
萨赫勒与也门将是国际恐怖主义网络两个可能的突破口ꎬ 而突破的目的地则

是非洲之角与西、 北非地区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 突尼斯博物馆爆炸事件可以被视

作 “伊斯兰国” 转战北非、 开辟新 “圣战战场” 的一个重要标志ꎮ 据统计ꎬ
“伊斯兰国” 派往北非的成员已超过 １ ０００ 人ꎮ④ 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正处于这一前沿地带ꎬ 一旦恐怖袭击的影响出现叠加效应ꎬ 将产生更大的

威胁ꎮ
阿尔及利亚政府面对此危局ꎬ 已将自身塑造为 “反恐前沿” 与欧洲安全

门户ꎬ 得到国际社会的日益重视ꎮ ２００５ 年ꎬ 欧盟出台了 «欧洲 － 地中海反恐

行为守则» (Ｅｕｒｏ － 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Ａｎｔｉ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Ｃｏｄｅ 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ꎬ 宣布将阿尔

及利亚纳入欧洲反恐范围之中ꎬ 加强了对阿尔及利亚的援助ꎮ⑤ ２００７ 年ꎬ 美

国提出 “泛撒哈拉反恐伙伴计划” (ＴＳＣＴＰ)ꎬ 为阿尔及利亚提供资金、 武器

装备与军事培训ꎮ 阿尔及利亚政府多年的反恐努力获得国际社会认可ꎬ 成为

欧美反恐的重要伙伴国家ꎬ 并借此获得大笔外援资金ꎮ 如今ꎬ 相对于混乱的

埃及、 利比亚与地处边缘的突尼斯、 摩洛哥而言ꎬ 阿尔及利亚已成为整个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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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反恐的中心国家ꎮ
面对共同的威胁ꎬ 马格里布与萨赫勒地区的国家也已在地缘政治安全与

反恐问题上逐步开展安全合作ꎮ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ꎬ 阿尔及利亚与毛里塔尼亚、 马

里、 尼日尔的联合军事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果ꎬ 大大压缩了伊斯兰马格里布基

地组织的活动空间ꎮ 同年 ９ 月ꎬ 四国领导人举行会谈ꎬ 就恐怖主义问题协调

行动ꎮ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ꎬ 阿尔及利亚倡导召开了萨赫勒国家军事首脑峰会ꎬ 并邀

请布基纳法索、 利比亚等国参与ꎮ 此后ꎬ 萨赫勒地区国家间的情报共享计划

顺利开展ꎬ 以政治、 军事合作为基础的地区合作已经开启ꎮ①

第二ꎬ 从地缘经济影响方面考量ꎬ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阻滞了其活

动区域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ꎮ 首先ꎬ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活动区域横

亘撒哈拉沙漠ꎬ 从自然环境来看ꎬ 西非与北非就是两个性质差异很大的地缘

经济区ꎬ 二者在历史上的联系多属于跨区域性质ꎬ 缺乏地区经济整合的基础ꎮ
该地区尚未建立能够囊括该地区所有国家并有能力推进西、 北非经济一体化

的组织ꎬ 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该地区所从事的毒品、 武器走私ꎬ 绑

架活动ꎬ 甚至于垄断某些商品的物流ꎬ 已使自身成为一种体制外的利益集团ꎬ
扮演了流动军阀性质的经济实体角色ꎬ 破坏了西、 北非地区地缘经济整合的

可能性ꎮ② 其次ꎬ 这一地区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均比较低下ꎬ 在经济结构上的

互补性较差ꎬ 本就缺乏经济一体化的内在动力ꎬ 加之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

织等极端组织的活跃ꎬ 迫使各国政府将有限的资源从发展领域转移到安全领

域ꎬ 延误了发展的步伐ꎮ 例如ꎬ 理应作为萨赫勒地区经济一体化支柱的萨赫

勒 －撒哈拉共同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ｏｆ Ｓａｈｅｌ －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Ｓｔａｔｅｓ) 自 １９９８ 年成立后便

因恐怖主义问题等因素陷入困境ꎬ 近年来已几乎停止运转ꎮ 而在地缘经济整

合乏力的情况下ꎬ 地缘政治领域的合作也很难向纵深推进ꎮ
第三ꎬ 从地缘文化角度看ꎬ 与伊斯兰文明世界内部极端组织所处环境不

同的是ꎬ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地处欧洲基督教文明、 中东伊斯兰文明与

非洲黑人文明的交汇地ꎬ 这一地区不仅是政治权力的真空带ꎬ 而且也是各大

文明区的边界ꎬ 缺乏主导性的文化整合力量ꎬ 难以塑造一种对抗恐怖主义势

力的统一文化认同ꎬ 这无疑增加了化解冲突、 实现和平发展的难度ꎮ 阿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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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是一个二元文化特征显著的国度ꎬ 其北方地中海区域已较好地实现了欧

洲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融会ꎬ 而南方现在还处于黑人文化、 伊斯兰文化博弈

的局面中ꎬ 并受到萨赫勒地区黑白种族文化冲突的波及ꎮ①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

地组织利用这种文化上的对立ꎬ 并挑动新的部落间对抗ꎬ 积极向南方地区渗

透ꎬ 扩大势力范围ꎬ 严重割裂了阿尔及利亚南北关系ꎬ 损害了统一国家文化

的建构进程ꎮ② 总之ꎬ 无论基于国家层面ꎬ 还是地区层面ꎬ 我们都不难发现: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利用该地区地缘文化的差异乃至对立性特征以寻求

自身的发展机会ꎬ 同时它还顺势强化了这些特征ꎬ 在不同族群、 不同伊斯兰

教派的成员间实施差别化待遇ꎬ 严重撕裂了本已矛盾重重的萨赫勒地区社会ꎬ
制造了文化对立的鸿沟ꎬ 使图阿雷格人、 柏柏尔人、 班巴拉人 (Ｂａｍｂａｒａ) 和

马林凯人 (Ｍａｌｉｎｋｅ) 等族群间的矛盾更加尖锐ꎬ 也加剧了萨赫勒地区苏菲派

信徒与萨拉菲主义信徒、 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隔阂ꎮ③

综上所述ꎬ 作为地缘变量角色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ꎬ 它深刻影响

了该地区地缘格局的变化ꎮ 一方面ꎬ 就地区安全模式而言ꎬ 由于西非和北非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 地区联系滞后ꎬ 这一地区的安全体系呈现孤立、
断裂的特征ꎮ 每个国家与周边国家的安全互动都是以自我为中心ꎬ 多是以国

内问题为出发点ꎻ 在地区层面上ꎬ 则缺乏一个能建构出有效保障整个地区安

全系统的强有力的国家ꎬ 因而缺乏建构地区复合安全互动体系的能力ꎬ④ 为伊

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影响力的拓展提供了条件ꎮ 另一方面ꎬ 就地区安全议

题的层次而论ꎬ 西非和北非地区国际关系中缺乏明晰的权力层次分配ꎮ⑤ 因

而ꎬ 无论是在军事、 政治安全等领域ꎬ 还是在文化、 社会等领域ꎬ 伊斯兰马

格里布基地组织都释放出巨大的影响力ꎬ 扮演了地区国际关系中举足轻重的

角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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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通过对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分析ꎬ 我们似可以得出几点基本认识:
第一ꎬ 具有宗教背景的一些反政府武装或极端组织在产生之初ꎬ 为了得到广

泛支持ꎬ 常常打着宗教的旗号ꎬ 迎合一些民众的诉求ꎬ 满足一定人群的利益ꎮ
然而ꎬ 在发展过程中ꎬ 这些组织由于基本理念所致ꎬ 其中的大多数无法完成

它们所预期的由破坏者向建设者转型的使命ꎬ 渐渐与社会变革大潮脱节ꎬ 逐

步丧失民众支持ꎬ 甚至沦为 “为反对而反对” 的暴力犯罪集团ꎮ 事实上ꎬ 这

类极端组织所秉持的极端宗教意识形态ꎬ 严重曲解了宗教教义ꎬ 滥用教法ꎮ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目前的状况印证了这一点ꎮ 第二ꎬ 反政府武装或极

端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常常会经历分化与重组的裂变ꎬ 形成一个由原班人马中

的激进派组成的新组织ꎬ 在 “改名换姓” 后继续运作ꎬ 其中的变量因素值得

关注ꎮ 非洲许多武装组织都经过这样的发展过程ꎮ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

就曾有多个前身ꎬ 其成立后也陆续分化出一些新的、 更为极端的组织ꎬ 如

“西非圣战和统一运动”、 “血盟旅” 等ꎮ 刚果 (金) 的 “三月二十三日运动”
(Ｍ２３) 在重组后走上绝境ꎬ 被政府军收编ꎬ 乌干达的 “圣灵抵抗军” (ＬＲＡ)
在几次分化重组后顽抗至今ꎮ① 不过ꎬ 无论这类组织如何演变ꎬ 一国经济发展

水平的落后、 社会各阶层的分化、 政府政策失误及治理能力不足、 外部恐怖

主义势力的影响等情况ꎬ 都是我们研究这些反政府武装走向极端化甚至发展

为恐怖组织的重要关注点ꎮ 第三ꎬ 随着恐怖主义组织的全球网络化趋势愈发

明显ꎬ 各个组织间合流的情况越来越多ꎬ 这是作为单纯的反政府武装不曾有

过的新情况ꎮ 事实上恐怖主义组织在发展受挫时ꎬ 往往通过依附一些更具影

响力的组织以摆脱困境、 获取新资源ꎬ 从而寻求出路ꎮ ２００７ 年伊斯兰马格里

布基地组织的成立ꎬ 正是依附于 “基地” 组织的结果ꎮ 从后果来看ꎬ 这突破

了恐怖主义组织间联盟的层次ꎬ 造就了拥有众多分支的 “巨无霸型” 恐怖主

义组织ꎮ 这样的发展究竟是会壮大恐怖主义的声势、 助成恐怖主义发展的新

高潮ꎬ 抑或因其对不同组织的整合以及 “建国” 功能的凸显而降低行动效率

与灵活性ꎬ 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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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产生的背景、 特点及影响　

若要从根本上铲除恐怖主义组织ꎬ 我们需要从其宗旨诉求、 组织结构、
国际联系等方面找寻反恐突破点ꎮ 这是因为ꎬ 宗旨诉求涉及国家内部政治、
经济、 族群、 宗教关系的再协调问题ꎬ 这是这类组织产生的重要 “土壤”ꎻ 组

织结构与国际联系则关乎各国政府制订合乎时宜的政策ꎬ 因此我们需要考量

国内与国际反恐因素ꎬ 把建立全球反恐统一战线与对各个组织的分化瓦解结

合起来ꎬ 依具体情况有所侧重ꎮ 唯有如此ꎬ 才能标本兼治解决反恐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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