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讨论

“同质化联盟” 与沙特 － 卡塔尔交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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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传统联盟理论一般认为ꎬ 联盟内部成员相似的文化价

值、 政治制度、 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ꎬ 会增强联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ꎮ
这一假设难以解释为何高度同质的沙特和卡塔尔也会爆发激烈外交冲

突ꎬ 而美国与沙特、 俄罗斯和叙利亚等国情差异甚大的盟友之间却形成

了相对稳固的联盟ꎮ 基于 “同质化联盟” 和 “异质化联盟” 二分法ꎬ
战略资源和战略目标互补的国家更易于构建 “利益共同体” 和 “安全

共同体”ꎬ 从而形成相互依存的 “共生性关系” ——— “异质化联盟”ꎻ
战略资源和战略目标同构的国家缺乏可交换利益ꎬ 难以形成 “利益共

同体” 和 “安全共同体”ꎬ 最终易陷入恶性竞争的 “同质化联盟”ꎮ 沙

特阿拉伯和卡塔尔断交的深层原因在于两国的同质化ꎬ 即经济结构的相

似性、 政治诉求的趋同性、 威胁认知的错位性和替代联盟的多元性ꎬ 导

致两国在相似国情的表象下ꎬ 结构性矛盾难以调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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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 沙特阿拉伯以卡塔尔资助恐怖组织、 利用半岛电视台干涉

他国内政、 与伊朗发展关系等违背了 ２０１４ 年双方签订的 «利雅得补充协议»
为由ꎬ 宣布与卡塔尔断交ꎮ 沙特与卡塔尔交恶在阿拉伯 － 伊斯兰世界迅速产

生连锁反应: 阿联酋、 巴林、 埃及、 科摩罗、 马尔代夫、 毛里塔尼亚、 也门

哈迪政府、 利比亚东部托布鲁克政府、 塞内加尔和乍得等国相继步沙特后尘ꎬ
宣布与卡塔尔断交ꎻ 约旦、 吉布提和尼日尔降低与卡塔尔外交关系等级ꎻ 美

国特朗普总统和以色列政府也一度站在沙特一边ꎬ 支持对卡塔尔政治施压、
外交孤立、 交通封锁和贸易禁运ꎮ 伊朗和土耳其则力挺卡塔尔ꎬ 向其提供了

重要经济、 政治和安全援助ꎮ 在此事件的后续发展中ꎬ 为迫使卡塔尔回到

“正确轨道”ꎬ 沙特开出复交 １３ 项条件ꎮ 在沙特的胁迫面前ꎬ 卡塔尔不仅没有

屈服ꎬ 反而指责沙特等国违反国际法、 侵犯了其外交主权ꎬ 并于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全面恢复与伊朗的外交关系ꎬ 同时允许土耳其部署永久军事基地ꎮ 由此ꎬ 持

续数十年的沙特 －卡塔尔联盟关系寿终正寝ꎮ
沙特和卡塔尔断交引发中东地区权力结构的调整和转型: 由静态联盟转

向动态联盟ꎻ 由逊尼派与什叶派对垒转向各种力量分化组合ꎻ 海湾国家也由

转型的主体变成了转型的客体ꎮ 海合会、 阿拉伯联盟和逊尼派阵营因沙、 卡

断交而陷入分裂ꎬ 为伊朗、 土耳其和以色列趁机 “选边站” 提供了机会ꎬ 也

推动了美国、 俄罗斯和欧洲大国中东联盟战略的调整ꎮ 探讨沙特与卡塔尔交

恶的根源有助于理解中东地区权力转换的背后动因ꎮ

研究述评

海湾地区是世界上民族、 教派冲突较为集中的地区ꎬ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

先后发生了两伊战争、 海湾战争、 伊拉克战争、 ２０１６ 年沙特与伊朗交恶以及

２０１７ 年沙特与卡塔尔断交等事件ꎮ 其中ꎬ 沙特和卡塔尔断交为联盟理论研究

者探索联盟解体的根源提供了鲜活案例ꎮ
(一) 问题的提出与国内外研究现状

海湾合作委员会 (以下简称 “海合会”) 成立于 １９８１ 年ꎮ 其内部成员国

拥有相似的文化价值、 政治制度、 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ꎬ 其外部面临伊朗伊

斯兰革命和两伊战争的共同威胁ꎬ 一度形成了中东地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政

治和安全联盟ꎮ 然而ꎬ 自成立之日起ꎬ 海合会内部矛盾不断ꎬ 如前所述ꎬ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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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出现了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沙特等 １１ 国集体与卡塔尔断交的恶性事件ꎮ 为什么冷战

后拥有相似西方文化价值观、 政治制度、 意识形态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北
约) 即便在苏联解体、 外部威胁明显减弱后能够维持长期的稳定性ꎬ 而面临

多重外部挑战的海合会却危机四伏ꎬ 甚至到了绝交的地步?
沙特率众与卡塔尔断交ꎬ 目前在经典的联盟理论研究中很难找到令人信

服的答案ꎮ 建构主义联盟理论学派大多将观念、 认知等社会心理学概念引入

到联盟形成和管理的研究上ꎬ 普遍认为同质化国家选择结盟的可能性更大ꎬ
结盟后国家间关系也更加稳定ꎬ 因为具有相似政治制度和经济产业的国家相

互结盟ꎬ 可以增强这些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合法性ꎬ 也有利于形成一

致的对外政策ꎬ 从而使军事共同体变成政治共同体ꎮ①

首先ꎬ 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建构主义学派主张从规范 (Ｎｏｒｍ)、
认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和文化 (Ｃｕｌｔｕｒｅ) 等 “软基础” 的视角来认识联盟ꎬ 认为国

家的行为不是由 “有形结构” (即权力分配) 所决定ꎬ 而是被 “观念” (相互

作用和学习) 所左右ꎻ 相似国情更容易强化共同体意识ꎮ 除了物质结构以外ꎬ
国际政治领域还存在社会结构ꎮ 理解利益的构成有助于揭示理性主义所误解

和忽视的许多国际现象ꎮ② 温特还认为ꎬ 社会结构形成的关键是行为体的集体

认同ꎬ 而决定集体认同的因素有意识形态、 经济发展水平、 文化价值观等因

素ꎮ③ 正如多伊奇和布莱登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Ｂｌａｄｅｎ) 所指出的: 具有共同价值观

和政治制度的国家会进一步增加它们的凝聚力ꎬ 并向整合的方向发展ꎮ 各国

精英相互交往促进了信息的交流ꎻ 各国领导人行为的可预见性增强了社会共

同体意识ꎮ④ 这样ꎬ 联盟成员学会了相互妥协ꎬ 它们之间价值观的相互兼容性

也越来越强ꎮ 当共同体意识达到一定程度时ꎬ 成员之间的合作就会超出 “权
宜之计联盟” 的范围ꎬ 成为一种内在的需要ꎮ

其次ꎬ 托马斯里斯 － 卡彭 (Ｔｏｍａｓ Ｒｉｓｓｅ － Ｋａｐｐｅｎ) 借鉴了自由主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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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主义的主要思想ꎬ 并吸收了民主和平论的核心论点ꎬ 认为国情相似的国

家形成联盟ꎬ 有助于增强共同体意识和归属感 (Ａ 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ｂｅｌｏｎｇｉｎｇ)ꎮ 他以

北约的形成过程为个案ꎬ 系统考察了文化认同与共同理念等因素在建构主义

联盟关系构建中的作用ꎬ 并提出 ３ 个假设: 一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角色不是国

家ꎬ 而是在社会背景下形成的个体ꎬ 包括政府、 国内社会和国际体制ꎻ 二是

政府在分析国家利益时表现出的倾向性既是对外部物质要素的反应ꎬ 也是国

内结构和社会需求的结果ꎻ 三是在国家利益判断、 政策倾向性和政策选择方

面ꎬ 由价值观、 规范和知识组成的观念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ꎮ①

再次ꎬ 泰德霍普 (Ｔｅｄ Ｈｏｐｅ) 在 «冷战后的联盟———单极的幻想» 一

文中首先提出了兼容理论 (Ｃｏｍｐａｔｉ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②ꎬ 认为相似的特性ꎬ 如地

缘邻近性、 共同的历史和文化记忆、 相似的国家规模、 经济发展水平和意识

形态可以在对外政策方面形成强烈的合作倾向性ꎮ 这正如卡尔多伊奇所认

为的ꎬ 相互依赖 ( Ｉｎｔｅｒ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命运共同体 (Ｃｏｍｍｏｎ Ｆａｔｅ)、 同质性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和自我约束 (Ｓｅｌｆ － Ｒｅｓｔｒａｉｎｔ) 能够强化集体认同ꎬ 使结盟成

为一种内在的需要ꎬ 即由自我思维模式 (Ｔｈ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Ｍ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向我们思

维模式 (Ｔｈ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Ｗｅ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的转变ꎮ
最后ꎬ 在中东联盟的案例研究中ꎬ 学者们也普遍认为ꎬ 盟友之间的共性

有助于联盟的稳定性ꎮ 麦克尔贝内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Ｎ Ｂａｒｎｅｔｔ) 在 «中东地区的

认同与联盟» 一文中详细阐述了认同与联盟构建的关系ꎬ 并从认同政治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出发ꎬ 认为认同与安全威胁的判断之间存在重要关联ꎮ③

贝内特不仅将决策者的意图看作是影响联盟构建的一个变量ꎬ 而且视作首要

变量ꎮ 他提出的理论假设是: 认同一致会促使国家选择加入与自己相同的共

同体ꎻ 认同冲突则会促使某些国家选择退出共同体ꎬ 认同的变化常常是由领

土边界、 政治经济和人口构成变化造成的ꎮ 于是ꎬ 贝内特以泛阿拉伯主义为

例ꎬ 论证了阿拉伯国家之间合作关系的建立与解体是阿拉伯集体认同变化的

结果ꎮ 此外ꎬ 贝内特以冷战时期的美国和以色列关系为个案ꎬ 通过研究后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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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美以特殊关系不是战略合作需要或两国国内政治发展的产物ꎬ 而是美、
以两国身份认同的结果ꎬ 这种认同是由三方面因素决定的: 宗教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民族主义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和历史上犹太人遭受的大屠杀 (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ꎮ①

如果按照上述联盟理论ꎬ 沙特和卡塔尔因为共同的文化传统、 历史记忆、
逊尼派宗教信仰、 海湾阿拉伯民族特性和地缘临近性ꎬ 应该形成更加牢固的

联盟关系ꎬ 至少比缺少共同的文化传统、 历史记忆、 宗教信仰、 民族共性和

地缘临近性的沙特和美国、 卡塔尔和美国联盟关系牢固ꎬ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ꎮ
沙特率众与卡塔尔断交的根源ꎬ 目前在政策研究中也很难找到令人信服

的答案ꎮ 以政策研究和媒体评论为例ꎬ 学界大体有以下几种不同解读: 一是

以朱威烈、 唐志超和前印度驻沙特大使艾哈迈德 (Ｔａｌｍｉｚ Ａｈｍａｄ) 等为代表

的学者认为ꎬ 美国特朗普政府 ２０１７ 年访问沙特、 并向沙特提供 １ １５０ 亿美元

的军火ꎬ 试图构建 “阿拉伯版的北约” 导致沙特和卡塔尔交恶ꎮ 特朗普本人

对事态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ꎬ 特朗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访问沙特以及与沙特等

国在反恐、 反对伊朗两大议题上达成共识ꎬ 是沙特毅然决定对卡塔尔 “痛下

杀手” 的重要推动力量ꎮ 这些学者认为ꎬ 美国的中东政策调整打破了海湾地

区的联盟体系ꎬ 造成了海合会成员国在伊朗政策上的分歧ꎬ 对沙特和卡塔尔

关系造成了影响ꎮ② 二是以丁隆为代表的学者认为ꎬ 沙特和卡塔尔外交危机ꎬ
阿联酋是始作俑者ꎬ 尤其是阿布扎比酋长本扎耶德认为ꎬ 卡塔尔复制阿联

酋迪拜和阿布扎比的发展模式ꎬ 成为新的经济、 贸易和航运中心ꎬ 引起阿联

酋的嫉恨ꎬ 故阿联酋 “公报私仇”ꎬ 借助沙特打压卡塔尔ꎬ 成为海湾搅局的

“小斯巴达”ꎮ③ 三是以殷罡、 刘中民、 李伟建、 余国庆、 王建等为代表的学

者认为ꎬ 卡塔尔支持穆兄会ꎬ 利用 “半岛电视台” 鼓动埃及和海湾阿拉伯国

家的反对派对抗政府ꎬ 在沙特和伊朗之间奉行 “骑墙政策”ꎬ 威胁到了沙特等

国的政权安全ꎮ④

２７

①
②

③
④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Ｎ Ｂａｒｎｅｔｔ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４１３ － ４３６
张全: «卡塔尔被 “拉黑”ꎬ 美国扮演啥角色»ꎬ 载 «解放日报»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８ 日ꎻ 唐志超:

«美国的中东伙伴危机持续加深»ꎬ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５ 期ꎬ 第 ４７ 页ꎻ Ｔａｌｍｉｚ Ａｈｍａｄꎬ “Ｔｒｕｍｐ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 Ｆｉｒｓｔ Ｃａｓｕａｌｔｙ”ꎬ Ｉｎｄｉａ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ꎬ Ｊｕｎｅ ７ꎬ ２０１７

丁隆: «阿联酋: 搅动海湾的 “小斯巴达”»ꎬ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６ 期ꎬ 第 ６０ ~ ６２ 页ꎮ
姜浩峰: «从诸国与卡塔尔断交ꎬ 看美国把中东带向何方?»ꎬ 载 «新民周刊» ２０１７ 年第 ２４

期ꎬ 第 ５６ ~ ６０ 页ꎻ 刘中民、 孙德刚: «八国 “拉黑” 卡塔尔ꎬ 中东地区进一步走向碎片化»ꎬ 载 «新
京报»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７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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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研究各有侧重ꎬ 本文则试图从联盟类型出发ꎬ 考察不同类型的联盟

在管理过程中出现的绩效差异ꎬ 以探索沙特与卡塔尔交恶的制度根源ꎮ
(二) 理论基础与概念阐释

１７ 世纪以来ꎬ 外交家和学者常用联盟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联合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 Ａｌｉｇｎｍｅｎｔ /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协约 ( Ｅｎｔｅｎｔｅ)、 阵营 ( Ｐａｃｔ)、 集团

(Ｂｌｏｃ) 等模糊词语来描述国家间结盟关系ꎬ 因为联盟的界定是个非常复杂的

问题ꎮ 联盟分为狭义和广义上的联盟ꎮ 狭义联盟强调盟约是载体ꎻ 广义上的

联盟强调联盟不需要载体ꎮ 目前ꎬ 持狭义联盟概念的学者占多数ꎬ 如奈杜

(Ｍ Ｖ Ｎａｉｄｕ) 从传统现实主义角度界定联盟ꎬ 认为联盟就是 “两个或两个以

上国家临时聚集在一起ꎬ 在保护国家利益的名义下ꎬ 通过签署协定来取得有

限的军事目标ꎬ 如赢得战争、 抵御现实或潜在的威胁”①ꎮ 按照狭义的定义ꎬ
海合会既是政治联盟ꎬ 又是军事联盟ꎮ

根据不同划分标准ꎬ 联盟可分为不同类型ꎮ 例如ꎬ 从攻防态势来看ꎬ 联

盟可分为进攻型和防御型联盟②ꎻ 从持续时间来看ꎬ 联盟可分为永久性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与临时性 (ａｄ ｈｏｃ) 联盟ꎻ 从安全机制来看ꎬ 联盟可分为机制化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与非机制化 (Ｎｏｎ －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 联盟ꎻ 从盟约适用范

围来看ꎬ 联盟可分为有限联盟 (缔约国承诺在特定条件下向盟友提供军事援

助) 与无限联盟 (缔约国无条件向盟友提供援助)ꎻ 从缔约国权力分布来看ꎬ
联盟可分为磋商型 (成员之间关系较为平等) 和威权型联盟 (成员之间存在

金字塔式的不平等关系) 等ꎮ③

本文从联盟成员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出发ꎬ 将联盟分为 “异质化联盟”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和 “同质化联盟” (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两类ꎮ 前

者系指联盟内部成员在文化价值、 政治制度、 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等方面差

异较大ꎬ 成员国在权力大小、 军事实力、 地缘位置和资源禀赋等方面具有不

对称性ꎬ 在对外战略目标的追求上具有互补性ꎬ 且面临共同的安全威胁ꎮ 由

３７

①

②

③

Ｍ Ｖ Ｎａｉｄｕꎬ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Ａ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Ｃｌａｒｉｔｙ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ａｃｍｉｌｉａｎꎬ
１９７４ꎬ ｐ ２０

罗伯特罗斯坦研究发现: １８１５ ~ １８５９ 年ꎬ 联盟主要是防御性的ꎻ １８５９ ~ １８７１ 年ꎬ 联盟主要

是进攻性的ꎻ １８７１ 年之后ꎬ 联盟主要是防御性的ꎮ Ｓｅｅ Ｒｏｂｅｒｔ Ｌ Ｒｏｔｈｓｔｅｉｎꎬ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ｍａｌｌ Ｐｏｗｅｒ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８ꎬ ｐ ４６

Ａｒｔｈｕｒ Ａ Ｓｔｅｉｎꎬ Ｗｈｙ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ｈｏｉｃｅ ｉ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Ｉｔｈａｃａ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０ꎬ ｐ １５１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于盟友之间形成了密切的相互依赖关系ꎬ 盟友突破联盟的限制、 转而选择其

他联盟的难度较大ꎮ “异质化联盟” 的例子如美国与土耳其、 美国与沙特、 美

国与卡塔尔、 俄罗斯与叙利亚、 土耳其与阿塞拜疆等ꎮ 正如查尔斯马歇尔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撰文指出的ꎬ 联盟是 “聚合到一起的政治实体ꎬ 它们可

能视联盟为资产ꎬ 在战略上具有互补性”ꎮ① “异质化联盟” 具有经济结构的

差异性、 政治诉求的互补性、 安全利益的一致性和替代联盟的有限性特点ꎬ
其中 “互补性” 是异质化联盟的最鲜明特征ꎮ

“同质化联盟” 系指联盟内部成员在文化价值、 政治制度、 意识形态和历

史传统等方面具有相似性ꎬ 盟国在权力大小、 军事实力、 地缘位置和资源禀

赋等方面较为接近ꎬ 在对外战略目标的追求上具有趋同性ꎬ 虽面对共同的安

全威胁ꎬ 但对威胁的感受程度不同ꎮ 由于盟友之间形成了松散的动态合作关

系ꎬ 盟友突破联盟的限制、 转而选择其他联盟的回旋余地较大ꎮ “同质化联

盟” 的例子如海合会框架下的沙特与卡塔尔、 马格里布联盟框架下的摩洛哥

与阿尔及利亚、 萨达姆时期同为复兴社会党执政的伊拉克和叙利亚、 冷战时

期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中国和苏联等ꎮ “同质化联盟” 具有经济结构的相似性、
政治诉求的趋同性、 威胁认知的错位性和替代联盟的多元性特征ꎬ 其中 “同
构性” 是 “同质化联盟” 最鲜明的特征ꎮ

表 １　 “异质化联盟” 与 “同质化联盟” 对比分析

“异质化联盟” “同质化联盟”

基本国情 差异性 相似性

政治诉求 互补性 趋同性

安全利益 一致性 竞争性

替代联盟 有限性 多元性

合作意愿 强 弱

联盟结构 稳定性 易变性

联盟关系 共生性 博弈性

　 　 　 　 　 说明: 基本国情包括经济结构、 文化价值、 政治制度、 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等基本要素ꎮ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 “异质化联盟” 和 “同质化联盟” 内涵自制ꎮ

４７

①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Ｂｕｒｔｏｎ Ｍａｒｓｈａｌｌꎬ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Ｆｌｅｄｇ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ｉｎ Ａｒｎｏｌｄ Ｗｏｌｆｅｒｓ ｅｄ ꎬ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ｌｄ Ｗａｒꎬ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ꎬ ＭＤ: Ｔｈｅ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５９ꎬ ｐ ２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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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１ 可以看出ꎬ “盟友” 不等于 “朋友”ꎬ 前者建立在共同的安全和利

益诉求之上ꎬ 后者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和情感之上ꎮ 联盟存在的基础是可交

换的互补利益ꎬ 而不是价值观或情感因素ꎮ “异质化联盟” 成员内部具有天然

互补性ꎬ 故合作的动力更强ꎻ “同质化联盟” 成员内部具有天然趋同性ꎬ 故彼

此竞争的动力更强ꎮ 例如ꎬ 在美国、 沙特、 卡塔尔三角关系中ꎬ 美沙、 美卡

属于 “异质化联盟”ꎬ 更容易合作ꎬ 而沙特和卡塔尔构成了 “同质化联盟”ꎬ
彼此竞争更激烈ꎮ 经济结构的相似性、 政治诉求的趋同性、 威胁认知的错位

性和替代联盟的多元性是 “同质化联盟” 最为突出的几个特征ꎮ 以下从沙特

和卡塔尔 “同质化联盟” 理论假设出发ꎬ 考察双方出现外交危机的结构性

根源ꎮ

沙特 －卡塔尔经济结构的相似性与 “利益共同体” 的弱化

联盟存在的主要基础ꎬ 一是成员国面临共同的安全威胁或安全关切ꎬ 二

是成员国拥有可交换的资源ꎮ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ꎮ 盟国之间经济结构差

异性越大ꎬ 互补性利益就越强ꎬ 就越有可能形成利益共同体ꎬ 其开展合作的

动力就越强ꎮ 相反ꎬ 成员国拥有相似的经济结构ꎬ 可供交换的利益就越少ꎬ
联盟的密切程度就越低ꎮ

沙特和卡塔尔在经济结构方面具有高度相似性ꎬ 不仅难以形成利益共同

体ꎬ 反而在经济层面形成竞争关系ꎮ① 首先ꎬ 双方都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ꎬ 油

气出口是各自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ꎮ 沙特是世界上第二大原油生产国ꎬ 原油

储量 ２ ６７０ 亿桶ꎬ 占世界的 ２５％ ꎬ ４０％ 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源于石油ꎮ 卡塔尔

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三位ꎬ 和伊朗共有南帕尔斯油气田ꎬ 两国天然气储量占

世界的近一半ꎮ 南帕尔斯天然气储量占世界的 １５ ５％ ꎬ 成为卡塔尔和伊朗形

成利益共同体的重要纽带ꎮ 由于沙特、 卡塔尔等海湾国家均是油气出口大国ꎬ
在贸易、 投资、 能源生产和定价等各方面合作程度相当有限ꎮ② 受此影响ꎬ 海

合会内部成员相互间贸易额非常小ꎬ 进口仅占六国进口总额的 １８ ３４％和出口

５７

①

②

Ｓｔｅｆｆｅｎ Ｈｅｒｔｏｇꎬ “Ｔｈｅ ＧＣＣ ａｎｄ Ａｒａｂ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Ａ Ｎｅｗ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１４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６０ － ６２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Ｎｕｒｕｚｚａｍａｎꎬ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Ａｒａｂ Ｓｔａｔｅｓ: 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ꎬ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ꎬ Ｖｏｌ ３６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５４８ － 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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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的 ２０ １％ ꎬ 而沙特仅 ３ ８％ 的贸易是在海合会成员国内部发生的ꎮ① 同

样ꎬ 卡 塔 尔 最 大 的 商 品 进 口 国 是 中 国 ( 占 比 １１ ９％ )ꎬ 其 次 是 美 国

(１１ ３％ )、 阿联酋 (９ ０％ )②、 德国 (７ ７％ ) 和日本 (６ ７％ )ꎬ 最大的商品

出口国则依次为日本 (２５ ４％ )、 印度 (１４ ６％ )、 中国 (８ ４％ )、 阿联酋

(６ ８％ ) 和新加坡 (５ ６％ )ꎮ 沙特与卡塔尔外交危机后ꎬ 卡塔尔能够被断的

只是路ꎬ 而非货源ꎮ③ 沙特和卡塔尔贸易额极为有限ꎬ 主要为日用品ꎬ 卡塔尔

基本可以找到进口替代国ꎮ
其次ꎬ 沙特和卡塔尔都在实现经济转型ꎬ 都提出了发展实体经济、 再工

业化、 科技创新、 优先发展港口、 建立科技城等ꎬ 两国发展战略也具有同构

性ꎮ 冷战结束后ꎬ 阿联酋率先实现经济转型ꎬ 摆脱对能源产业的依赖ꎬ 大力

发展非石油经济ꎬ 成为地区航运、 贸易和金融中心ꎬ 尤其是阿联酋航空、 迪

拜港务成为世界级龙头企业ꎮ 卡塔尔近年来也开始复制 “迪拜模式”ꎬ 重点发

展的也是航空和港口ꎮ 卡塔尔航空、 多哈哈马德机场等对阿联酋区域地位造

成了有力冲击ꎬ 成为阿联酋的重要竞争对手ꎬ 两国经济结构日益出现 “同构

性”ꎮ④ ２０１１ 年ꎬ 卡塔尔政府制定了国家首个五年发展计划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６
年)ꎬ 拟将卡塔尔建设成海湾地区的教育和医疗中心ꎬ 以及比肩迪拜的金融中

心和商业中心ꎮ
如果说卡塔尔发展战略复制 “迪拜模式”ꎬ 沙特未来发展则在某种程度上

是复制 “卡塔尔模式”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国际油价低迷和沙特石油出口收入大幅下

跌ꎬ 倒逼沙特推动经济体制改革ꎮ 时任沙特副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讲话指

出: “我们沙特已经对石油产生了严重依赖ꎮ 未来我们不允许自己成为国际大

宗商品价格波动和国外市场变化的受害者ꎮ”⑤ ２０１６ 年ꎬ 时任沙特副王储、 现

任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力排众议ꎬ 推出 «沙持 ２０３０ 愿景» (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３０)ꎬ 试图通过科技创新摆脱对传统石油化工产业的依赖ꎬ 发展多元经济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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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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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Ｎｕｒｕｚｚａｍａｎ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ａｕｄｉ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ａｈｒａｉｎ”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ｓｉａꎬ Ｖｏｌ ４３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３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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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短房: «卡塔尔外交危机: 做得下去和做不下去的生意»ꎬ 载 «南方都市报»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３ 日ꎮ
丁隆: 前引文ꎬ 第 ６０ ~ ６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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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１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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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亚、 欧、 非枢纽ꎮ 沙、 卡两国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高度相似性对当前卡

塔尔区位优势也将产生重大冲击ꎬ 两国 “利益共同体” 受到弱化ꎬ 从而对两

国联盟关系产生消极影响ꎮ
与卡塔尔和沙特经济结构高度同构化不同ꎬ 巴林和沙特形成了互补性

“利益共同体”ꎬ 因而联盟关系更加牢固ꎮ 巴林是贫油国ꎬ ２０１６ 年公共债务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上一年的 ６０ ３％上升到 ７２％ ꎬ 财政遇到了较为严重的

困难ꎮ 沙特成为巴林最重要的外援大国ꎬ 外援使巴林不仅维持了经济的正常

运转ꎬ 而且预防了政治危机的爆发ꎮ① 由于巴林油气资源储量有限ꎬ 沙特慷慨

地从阿布萨法 (Ａｂｕ Ｓａａｆａ) 油田向巴林输送了大量原油ꎬ 以满足后者的消

费需要ꎮ② 在沙特的大力支持下ꎬ 巴林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炼油厂———巴林石

油公司 －锡特拉 (ＢＡＰＣＯ Ｓｉｔｒａｈ)ꎬ 日消耗原油 ２６ ７ 万桶中仅 １ / ６ 来自巴林本

国ꎬ 其余 ５ / ６ 的原油全部来自于沙特ꎮ 沙特成为巴林最大的贸易伙伴ꎬ 巴林

２６ ７％的进口商品来自于沙特ꎬ 而巴林和伊朗的贸易额仅占 １％ ꎮ③ 沙特和巴

林的利益共同体强化两国相互依存的军事联盟关系ꎬ 与沙、 卡交恶形成鲜明

对比ꎮ

沙特 －卡塔尔政治诉求的趋同性与 “政治共同体” 的退化

除经济结构的相似性外ꎬ 沙特和卡塔尔的政治诉求也具有趋同性ꎬ 使两

国形成 “政治共同体” 的难度增大ꎮ 两国同为逊尼派海湾阿拉伯国家ꎬ 拥有

丰厚的主权财富基金ꎬ 都有拓展政治影响力、 培养代理人的雄心与抱负ꎮ 此

外ꎬ 两国同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ꎬ 都试图利用此优势提高在阿拉

伯 －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ꎬ 也都希望成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枢纽、 沟通伊斯

兰世界和美国的桥梁和纽带ꎮ 数十年来ꎬ 在 “以石油换安全” 的基本逻辑下ꎬ
沙特和美国形成了重要的政治相互依存关系ꎻ 沙特获得大量美式武器ꎬ 一度

成为美国中央司令部前沿总部所在地ꎬ 并获得美国在中东 “桥头堡” 的地位ꎻ
沙特也巩固了自己在阿拉伯 － 伊斯兰 － 逊尼派国家的地位ꎬ 这种地位因沙特

７７

①
②

③

ＥＩＵꎬ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Ｑａｔａｒ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３０
Ｅｍａｎ Ｒａｇａｂꎬ “Ｂｅｙｏｎｄ Ｍ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ａｎｄ ＵＡ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ꎬ Ｖｏｌ ２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４２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Ｎｕｒｕｚｚａｍａｎ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ａｕｄｉ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Ｂａｈｒａｉｎ”ꎬ ｐｐ ３６８ －３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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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麦加和麦地那两座圣城的守卫者角色而进一步得以强化ꎮ① “九一一” 事

件后ꎬ 美国将中央司令部的前沿总部从沙特迁往卡塔尔ꎬ 关闭了美国在沙特

的军事基地ꎬ 而卡塔尔成为美国在中东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东道国ꎮ 沙特和卡

塔尔在美国军事战略中的地位一升一降ꎬ 加剧了沙、 卡两国的地缘政治竞争ꎮ
卡塔尔人口仅为 ２６０ 万ꎬ 从体量上来看是中东地区的小国ꎬ 但近年来经

济增长强劲ꎬ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经济增长率分别为 ４ ４％ 、 ４％ 、 ３ ６％ 和 ２ ７％ ꎬ
２０１７ 年估计为 ３ ５％ ꎬ 国内生产总值估计达 １ ６７８ 亿美元ꎬ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达 ６８ １８４ 美元ꎬ 不仅远远超过沙特ꎬ 而且在海湾乃至世界上也遥遥领先ꎮ②

尽管卡塔尔从宗教影响力、 经济总量等方面无法与沙特相提并论ꎬ 但是 １９９５
年卡塔尔王储哈马德通过不流血政变上台后ꎬ 试图把卡塔尔打造成海湾地区

的 “瑞士”ꎻ 利用对外援助积极干预地区事务ꎬ 试图成为继沙特和伊朗之后的

“第三种力量”ꎬ 与沙特形成了激烈竞争关系ꎮ
在政治方面ꎬ 卡塔尔实施 “小国大外交”ꎬ 积极调解巴以冲突、 黎巴嫩内

战、 达尔富尔问题ꎬ 与哈马斯、 穆兄会、 伊朗、 甚至黎巴嫩真主党保持密切

往来ꎬ 开展 “零敌人” 外交ꎬ 发挥 “四两拨千斤” 的作用ꎬ 在沙特、 伊朗、
土耳其、 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玩平衡ꎮ③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ꎬ 在卡塔尔政府的大力斡

旋下ꎬ 黎巴嫩冲突各方达成 «多哈协议»ꎬ 为建立联合政府、 恢复黎巴嫩和平

与稳定铺平了道路ꎻ ２０１０ 年年底阿拉伯剧变爆发后ꎬ 卡塔尔以援助为筹码ꎬ
积极介入利比亚、 叙利亚、 也门和埃及内政ꎬ 在中东转型国家培养代理人ꎮ④

２０１３ 年ꎬ 叙利亚反对派推出的首位美籍 “总理” 实际上是由卡塔尔内定的ꎮ
２０１７ 年ꎬ 在卡塔尔和伊朗的调停下ꎬ 叙利亚北部实施了部分什叶派和逊尼派

穆斯林的对等迁移ꎮ 沙特对此显然不满ꎬ 对卡塔尔和伊朗的合作早已生厌ꎮ⑤

在文化方面ꎬ 卡塔尔修建伊斯兰艺术博物馆ꎬ 提升在伊斯兰世界的文化

软实力ꎬ 试图改变沙特一家独大的局面ꎻ 在体育赛事方面ꎬ 卡塔尔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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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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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见端: «沙特掌控下的阿盟宣布开除卡塔尔: 卡塔尔究竟做了什么?»ꎬ 载 «文汇报»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７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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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会ꎬ 并获得 ２０２２ 年世界杯举办权ꎮ 卡塔尔还多次承办国际和地区组织大

会ꎬ 包括召开每年一度的多哈论坛ꎮ 在媒体层面ꎬ 卡塔尔积极支持半岛电视

台ꎬ 提升卡塔尔的国际话语权ꎬ 为阿拉伯世界各国的反对派颠覆现政权发挥

了推波助澜的作用ꎮ① 半岛电视台每年获得卡塔尔政府超过 ４ 亿美元的拨款ꎬ
驻全球各地的记者站增至 ６０ 个ꎬ 充当阿拉伯各国反对派和政治伊斯兰力量对

外发声的最大集散地和高频解码器ꎬ 报道力度与效果远超西方主流媒体ꎮ② 卡

塔尔软实力的综合提升ꎬ 加上以援助为杠杆ꎬ 提升了与沙特全面竞争的资本ꎮ
卡塔尔还积极培养穆兄会、 哈马斯等政治伊斯兰力量ꎬ 与沙特支持的传

统伊斯兰力量相抗争ꎮ③ ２０１２ 年 ８ ~ １２ 月ꎬ 卡塔尔向埃及穆尔西政府提供 ５０
亿美元援助 (含 １０ 亿美元无偿援助)ꎬ 同时向加沙的哈马斯提供 ４ 亿美元ꎮ④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ꎬ 沙特和卡塔尔均支持叙利亚反对派ꎮ 由于反对派鱼龙混

杂ꎬ 沙、 卡两国逐渐选择了各自代理人ꎮ 卡塔尔扶植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中穆

兄会力量———不仅提供重要经济援助ꎬ 而且提供了必要的武器装备ꎬ 而沙特

则支持全国委员会中萨拉菲力量ꎬ 如 “伊斯兰军” (Ｊａｙｓｈ ａｌ － Ｉｓｌａｍ)ꎮ⑤

沙特在政治上也毫不示弱ꎬ ２０１６ 年和 ２０１７ 年分别与伊朗和卡塔尔断交ꎮ
为积极拉拢伊斯兰合作组织成员国ꎬ 沙特向苏丹、 索马里、 吉布提、 埃及、
利比亚东部政府、 巴林、 马尔代夫和塔吉克斯坦等国提供了大量援助ꎮ⑥ 由于

卷入地区纷争ꎬ 长期以丰厚的石油美元著称的 “土豪” 沙特在财政上日渐捉

襟见肘ꎬ 外汇储备持续下降ꎮ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年中ꎬ 其外汇储备仅剩 ４ ９００ 亿美

元ꎬ 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以来最低水平ꎮ⑦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 沙特宣布与卡塔尔断交后ꎬ 利用自己的影响力ꎬ 对卡塔尔

采取经济封锁、 政治孤立、 外交打压的 “组合拳”ꎬ 共联合毛里塔尼亚、 科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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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马晓霖: «断交风暴: 沙特聚众群殴卡塔尔的台前幕后»ꎬ 载 «华夏时报»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２ 日ꎬ
第 ６ 版ꎮ

王猛: «卡塔尔 ＶＳ 沙特: 谁才是阿拉伯新时代的领头羊?»ꎬ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３
期ꎬ 第 ４１ 页ꎮ

[巴勒斯坦] 马哈茂德加纳: «分析: 海湾危机的影响以及哈马斯和卡塔尔关系对巴勒斯坦问

题的影响» (阿拉伯文)ꎬ 巴勒斯坦新闻社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ꎮ
王猛: 前引文ꎮ
Ｋｉｍ Ｓｅｎｇｕｐｔａꎬ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ｗｉｌｌ ｂｅ Ｉｎｆｕｒ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Ｑａｔａｒ’ 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ｓｕｍｅ 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Ｉｒａｎ”ꎬ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４ꎬ ２０１７
[索马里] 卡迈勒阿丁谢赫穆罕默德阿拉伯: «海湾危机对非洲的影响解读国家立场»

(阿拉伯文)ꎬ 半岛电视研究中心研究报告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ꎮ
孙德刚: «沙特国王访俄　 中东外交 “天平摇摆”»ꎬ 载 «新民晚报»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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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乍得、 埃及、 阿联酋、 也门、 巴林、 利比亚、 毛里求斯和马尔代夫 １０ 个

国家与卡塔尔断交ꎮ 此外ꎬ 沙特还利用与埃及的特殊关系ꎬ 终止卡塔尔在阿

盟的成员资格ꎬ 并将卡塔尔逐出干涉也门内战的伊斯兰多国联军ꎮ① 随着沙特

和卡塔尔矛盾的进一步激化ꎬ 不排除今后沙特将卡塔尔从海合会逐出ꎬ 相似

的政治诉求导致两国离政治共同体渐行渐远ꎮ

沙特 －卡塔尔威胁认知的错位性与 “安全共同体” 的淡化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和 １９８０ 年两伊战争的爆发ꎬ 使沙特和卡塔尔意识

到: 海湾阿拉伯国家唯有抱团取暖、 形成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的 “神圣同盟”ꎬ
才能维护政权安全ꎮ② 海合会一度在地区安全一体化中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ꎮ
然而ꎬ 阿拉伯剧变爆发后ꎬ 沙特和卡塔尔对各自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存在不

同认知ꎬ 甚至视对方为实现本国安全的威胁和潜在挑战ꎬ 两国难以形成心心

相印的 “安全共同体”ꎮ
阿拉伯剧变从北非蔓延到西亚ꎬ 沙特、 阿联酋和巴林形成了共同安全观ꎬ

并认为新时期君主制国家主要面临三类威胁: 一是伊朗利用地区什叶派力量、
干涉阿拉伯国家内政ꎬ 包括 ２０１１ 年策动巴林街头政治ꎬ 军事介入叙利亚内

战、 支持巴沙尔政府ꎬ ２０１４ 年指使也门胡塞武装推翻逊尼派哈迪政府ꎬ 并长

期 “非法占据” 阿联酋的大小通布岛和阿布穆萨岛ꎮ １７８３ 年以前ꎬ 巴林曾是

波斯统治下的领土ꎬ 故巴林现政府视伊朗为头号威胁ꎮ 阿拉伯剧变发生以来ꎬ
中东地区沙特和伊朗军备竞赛升级ꎬ 有学者称海湾将迎来战争的 “４ ０”
版ꎮ③ 尤其是 ２０１７ 年特朗普访问沙特、 两国签订 １ １５０ 亿美元军火大单后ꎬ 美

国和俄罗斯分别宣布将向沙特出售 “萨德” 系统和 “Ｓ － ４００” 系统ꎬ 伊朗加

紧研发射程为 ２ ０００ 公里的 “霍拉姆沙赫尔” 弹道导弹ꎬ 海湾地区军备竞赛

进一步升级ꎮ 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 (Ａｄｅｌ ｂｉｎ Ａｈｍｅｄ Ａｌ Ｊｕｂｅｉｒ) 指出: “伊朗

是本地区最好战的国家ꎬ 谋求地区霸权ꎬ 并把其他国家的缓和姿态视为软弱

０８

①
②

③

马晓霖: 前引文ꎮ
[伊拉克] 艾哈迈德: «在变化的安全环境下的新战略平衡» (阿拉伯文)ꎬ 巴格达: 学术界出

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９８ ~ １４８ 页ꎮ
Ｂｅｎ Ｒｉｃｈꎬ “Ｇｕｌｆ Ｗａｒ ４ ０: Ｉｒａｎꎬ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Ｇｕｌｆ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ꎬ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Ｖｏｌ ２３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４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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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欺”ꎻ 巴林驻英国大使法瓦兹 (Ｆａｗａｚ ｂｉｎ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Ａｌ Ｋｈａｌｉｆａ) 也认为:
“伊朗支持下的什叶派武装是巴林、 黎巴嫩、 科威特和也门局势动荡的根源ꎬ
这些武装也是伊朗扩张主义者的工具ꎮ”① 为共同应对也门胡塞武装ꎬ ２０１５ 年

阿联酋在厄立特里亚部署了军事基地ꎬ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在索马里兰部署了军事基

地ꎮ ２０１６ 年沙特与吉布提达成协议ꎬ 宣布将在后者也部署军事基地ꎬ 以从红

海对岸打击胡塞武装ꎮ
相比之下ꎬ 卡塔尔奉行 “第三条道路”ꎬ 乐见沙特和伊朗相互制衡ꎮ 卡塔

尔埃米尔塔米姆、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 阿布扎比酋长本扎耶德虽都为 ８０ 后

和年轻一代王室成员ꎬ 但危险认知却迥异ꎮ 卡塔尔并不认为伊朗对其构成了

现实威胁ꎮ 沙特东部省属于什叶派为主的地区ꎬ 是沙特重要产油区ꎻ 巴林

７０％的人口属于什叶派ꎻ 阿联酋与伊朗有岛屿争端ꎬ 而卡塔尔什叶派人口较

少ꎬ 并不担心伊朗构成的威胁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９ 日ꎬ 鲁哈尼再次当选伊朗总

统ꎬ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与其通话ꎬ 表示希望与伊朗建立 “超越以往” 的密

切合作关系ꎮ 鲁哈尼对此给予积极回应ꎮ 此后不久ꎬ 卡塔尔新闻社援引埃米

尔在一场军方庆典上的讲话ꎬ 表示伊朗是 “不容忽视的伊斯兰强国”ꎬ 并且

“对伊朗怀有敌意是不明智的”ꎬ 一度引起沙特政界一片哗然ꎮ 尽管卡塔尔政

府称其受到了黑客攻击ꎬ 但消息传出后ꎬ 沙特等国立即宣布与卡塔尔断交ꎮ②

二是穆兄会ꎮ 沙特和阿联酋认为穆兄会的威胁与伊朗的威胁同样严峻ꎬ
包括穆兄会在巴勒斯坦的分支机构哈马斯以及在也门的分支机构革新党

(ａｌ － Ｉｓｌａｈ)ꎬ 后者多次要求沙特、 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君主制国家推动政治变

革ꎮ③ 穆兄会和哈马斯被沙特列为恐怖组织ꎬ 因为前者否定沙特的君主制ꎬ 但

受到卡塔尔的资助ꎮ 卡塔尔和土耳其一道积极扶植各国穆兄会力量ꎬ 不仅未

将穆兄会视为威胁ꎬ 反而为穆兄会上层人物提供庇护所ꎬ 在半岛电视台开辟

专栏ꎬ 为穆兄会宣传政治思想提供平台ꎮ④

１８

①

②

③

④

Ｓｉｍｏｎ Ｍａｂｏｎꎬ “Ｍｕ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ｕｍｐｅｔｓ ｏｆ Ｓａｂｏｔａｇｅ: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ꎬ ｔｈｅ Ｕ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Ｑｕｅｓｔ ｔｏ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ｚｅ
Ｉｒａｎ”ꎬ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１７

王水平、 于杰飞: «中东局势再起波澜ꎬ 沙特等国集体与卡塔尔断交»ꎬ 载 «光明日报»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６ 日ꎮ

Ｅｍａｎ Ｒａｇａｂꎬ “Ｂｅｙｏｎｄ Ｍ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ａｎｄ ＵＡ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ꎬ Ｖｏｌ ５２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４１

Ｅｒｉｃ Ｔｒａｇｅｒꎬ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Ｉｓ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ｏｆ ｔｈｅ Ｑａｔａｒ Ｃｒｉｓｉｓ”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ｓ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ｒｇꎬ ２０１７ － １１ －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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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沙特、 阿联酋和也门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 “街头政治”ꎬ 对外部力量

尤其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鼓动反对派上街游行示威、 颠覆政权保持高度警惕ꎮ
自 ２０１１ 年巴林发生骚乱以来ꎬ 上述三国形成了安全共同体ꎬ 在叙利亚、 也

门、 打击 “伊斯兰国” 组织等方面ꎬ 形成了一致政策ꎮ① 阿拉伯剧变爆发后ꎬ
上述三国均发生街头政治ꎬ 但是卡塔尔并未发生ꎬ 不能感受到反对派对现政

权的冲击和威胁ꎬ 甚至对半岛电视台鼓动反对派上街游行持默许态度ꎮ 沙特

和卡塔尔对威胁的错位认知ꎬ 导致双方 “安全共同体” 的淡化ꎮ

沙特 －卡塔尔替代联盟的多元性与 “命运共同体” 的虚化

在联盟的管理中ꎬ 成员国之间往往存在支配与从属、 牵连与抛弃、 依附

与自主、 控制与反制的矛盾ꎬ 从而使成员国之间存在 “退出联盟” 的机会主

义风险ꎮ 如果成员国在结盟问题上无替代选择ꎬ 其维持联盟稳定性的可能性

就较大ꎻ 如果成员国有其他的结盟选择ꎬ 且能够获得更多的收益ꎬ 其退出联

盟的可能性则会大大增加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中东地区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ꎬ
“忽敌忽友、 亦敌亦友” 的动态联盟不断出现ꎬ 美国、 俄罗斯、 伊朗、 土耳

其、 以色列等试图将海合会成员国纳入到自己的战略轨道ꎬ 对沙特和卡塔尔

关系造成了巨大冲击ꎬ 两国难以形成 “命运共同体”ꎮ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沙、 卡断交后ꎬ 沙特等国开出了复交条件ꎬ 称根据卡塔尔与

海合会其他成员国签订的 ２０１３ 年 «利雅得协议» 和 ２０１４ 年的 «利雅得补充

协议»ꎬ 卡塔尔承诺不对周边海湾国家以及埃及和也门境内的反对党和敌对政

府的组织提供支持ꎮ 沙特等国敦促卡塔尔停止支持恐怖组织如哈马斯和穆兄

会ꎬ 关闭涉嫌煽动阿拉伯国家反对派的 “半岛电视台”ꎬ 停止与伊朗的关系

等ꎬ 但是沙特等国的最后通牒并不能形成有效的胁迫力量ꎮ 相反ꎬ 卡塔尔积

极改善与土耳其、 伊朗、 阿曼和摩洛哥的关系ꎬ 接受土耳其和伊朗提供的重

要生活日用品ꎬ 感谢伊朗对卡塔尔开放领空ꎬ 宣布阿曼成为卡塔尔新的航运

中转站等ꎬ 使沙特等国对卡塔尔的立体封锁难以迫使其放弃 “外交主权”ꎮ②

２８

①

②

Ｅｍａｎ Ｒａｇａｂꎬ “Ｂｅｙｏｎｄ Ｍ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ｏｆ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ａｎｄ ＵＡＥ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ꎬ Ｖｏｌ ５２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４５

[巴勒斯坦] 易卜拉欣弗里哈特: «海湾危机是否重塑了中东地区的政治地图?» (阿拉伯

文)ꎬ 半岛研究中心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０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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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ꎬ 卡塔尔与阿曼签订合作备忘录ꎬ 卡塔尔航运公司 (Ｑａｔａｒ
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 宣布将自己的运营枢纽从阿联酋的杰布阿里港迁移到阿曼的苏哈

港 (Ｐｏｒｔ Ｓｏｈａｒ)ꎮ① 多元化的替代联盟ꎬ 使卡塔尔对沙特的制裁有恃无恐ꎬ 甚

至加剧了其离心离德行为ꎮ
美国是卡塔尔替代联盟的首选ꎮ 如前所述ꎬ “九一一” 事件后ꎬ 美国中

央司令部从沙特转移到卡塔尔ꎬ 乌代德空军基地驻有美军 １ １ 万人ꎬ 是美国

在中东最大、 也是最重要的军事基地ꎮ② 沙、 卡外交危机爆发后ꎬ 尽管特朗普

总统力挺沙特ꎬ 但是国务卿蒂勒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均宣布支持卡塔尔ꎬ 美

卡联盟关系进一步升温ꎮ③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和 １０ 月ꎬ 蒂勒森两度访问卡塔尔ꎬ 两

国不仅达成了 «打击恐怖主义融资协议»ꎬ 而且签订了卡塔尔从美国购买 １０
架 “Ｆ － １５” 战机的军事协议ꎬ 协议额达 １２０ 亿美元ꎬ 这增强了卡塔尔与沙特

斗争的决心ꎮ
土耳其是卡塔尔替代联盟的第二选项ꎮ 沙特率众与卡塔尔断交ꎬ 并从海、

陆、 空全方位封锁卡塔尔ꎬ 导致中东逊尼派阵营的分化ꎮ 埃尔多安领导下的

土耳其政府未像埃及那样与卡塔尔断交ꎬ 反而抱怨沙特等国封锁卡塔尔的政

策是不明智的ꎮ④ 土耳其和卡塔尔一道支持穆兄会ꎬ 与穆兄会在巴勒斯坦的分

支机构———哈马斯交往甚密ꎮ 在卡塔尔受到沙特全面封锁后ꎬ 土耳其伸出援

助之手ꎬ 不仅向卡塔尔提供了重要食品等生活物资ꎬ 而且保证在卡塔尔军事

基地完工后将驻卡塔尔军事力量增加至 ３ ０００ 人ꎬ 使卡塔尔增强了与沙特讨价

还价的筹码ꎮ⑤

伊朗是卡塔尔替代联盟的第三选项ꎮ 尽管沙特警告卡塔尔不要与伊朗关

系走近ꎬ 但在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５ 日ꎬ 卡塔尔以捍卫 “外交主权” 为由ꎬ 在沙特

等国与伊朗断交一年半后ꎬ 向伊朗重新派出了大使阿里 (Ａｌｉ ｂｉｎ Ｈａｍａｄ ａｌ －
Ｓｕｌａｉｔｉ)ꎬ 卡塔尔与伊朗关系全面改善ꎬ 伊朗对卡塔尔出口贸易额增加了

３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ＥＩＵ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２２
Ｉｂｉｄ ꎬ ｐ ２
Ｋｉｍ Ｓｅｎｇｕｐｔａꎬ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ｗｉｌｌ ｂｅ Ｉｎｆｕｒｉａｔｅｄ ｂｙ Ｑａｔａｒ’ ｓ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ｏ Ｒｅｓｕｍｅ 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 Ｉｒａｎ”ꎬ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４ꎬ ２０１７
[埃及] 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卡德尔哈立勒: «错误的偏见———土耳其对海湾危机的态度»

(阿拉伯文)ꎬ 埃及金字塔报政治和战略研究中心报告ꎬ ２０１７ 年ꎮ
孙德刚: «土强化军事存在加剧海湾动荡»ꎬ 载 «中国国防报»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２３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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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ꎮ① 卡塔尔主动改善与伊朗的关系ꎬ 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ꎬ 也加剧了与

沙特的矛盾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ꎬ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萨勒曼宣布: 鉴于卡塔尔的

不合作态度并向伊朗重派大使ꎬ 沙特将终止与卡塔尔的一切对话ꎮ②

俄罗斯是卡塔尔的第四选项ꎮ 目前ꎬ 卡塔尔是海合会成员国中唯一对俄

罗斯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国家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 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访问俄罗斯ꎬ
就能源合作和天然气定价问题展开磋商ꎮ 根据俄、 卡两国元首达成的协议ꎬ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卡塔尔投资局 (Ｑａｔａ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与英国伙伴公司合作ꎬ
联合投资俄罗斯能源产业的上游项目ꎬ 总投资额达 １１３ 亿美元ꎮ③

同样ꎬ 沙特的结盟外交选项也具有多元性ꎬ 包括与美国的军事联盟、 与

亚洲大国的经济联盟和与俄罗斯和以色列的政治联盟ꎮ 首先ꎬ 中、 日、 印、
韩等亚洲经济体成为沙特重要的能源合作伙伴ꎬ 东亚与西亚的经贸联系日益

密切ꎮ 随着美国原油产量增加ꎬ 其对沙特石油进口依赖度下降ꎬ 沙特对东方

国家比对西方国家更重要ꎮ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ꎬ 沙特国王萨勒曼率领 １ ５００ 人的豪

华代表团访问了东南亚的印尼、 马来西亚、 文莱和东亚的中国、 日本等ꎮ 沙

特的 “向东看” 战略旨在拓展与亚洲经济体的经贸和能源合作关系ꎬ 实施

“远交近攻”ꎮ
其次ꎬ 沙特积极巩固与美国的联盟关系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ꎬ 美国总统特朗普

上任后首次出访选择了沙特ꎬ 对美沙特殊关系进行 “再确认” 和 “再保证”ꎮ
两国元首进行了高规格对话ꎬ 并签署了 “共同战略愿景协议”ꎬ 总价值超过

３ ８００亿美元ꎮ 访问沙特期间ꎬ 特朗普还集体会见了阿拉伯 － 伊斯兰国家的领

导人ꎬ 也巩固了沙特作为伊斯兰世界 “领头羊” 的地位ꎮ
再次ꎬ 沙特加强与俄罗斯的政治协调ꎮ 多年来ꎬ 俄罗斯支持中东地区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ꎬ 这一原则立场符合沙特利益ꎮ④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ꎬ 沙特国

王萨勒曼首次访俄ꎬ 加强同俄罗斯的关系ꎮ 基于 “求同存异” 的原则ꎬ 沙特

以能源和防务合作为两大推动力ꎬ 期望在同伊朗的地区安全竞争中ꎬ “中立”

４８

①
②

③

④

ＥＩＵ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２１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Ｓｕｓｐｅｎｄｓ Ａｎｙ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Ｗｉｔｈ Ｑａｔａｒ: ＳＰＡ”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８ꎬ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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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ｕｌｆ － ｃｒｉｓｉｓꎬ ２０１７ － １１ －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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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ꎬ Ｖｏｌ ５２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１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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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ꎬ 阻止俄罗斯与伊朗的战略和防务合作持续升级ꎬ 包括停止向伊朗出

售 “Ｓ － ３００” 防空系统ꎮ① 沙特希望以投资和经贸为诱饵ꎬ 说服俄罗斯放弃

对伊朗的支持ꎬ 并敦促伊朗在 “后伊斯兰国” 时代从叙利亚和伊拉克撤出所

有武装力量ꎬ 停止伊朗干涉黎巴嫩、 科威特、 也门和巴林等阿拉伯国家的

内政ꎮ
最后ꎬ 面对共同威胁ꎬ 沙特还与以色列建立了心照不宣的 “准联盟关

系”ꎮ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ꎬ 以色列通信部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支持恐怖主义、 宣扬宗

教极端主义和煽动暴力活动为由ꎬ 宣布将关闭设在以境内的半岛台办公室ꎬ
在战略上配合沙特打压卡塔尔ꎮ② 卡塔尔断交事件后ꎬ 以色列公开支持沙特等

国反对卡塔尔ꎬ 并以实际行动证明以色列与沙特、 埃及、 约旦、 阿联酋和巴

林等拥有共同安全利益ꎬ 属于所谓 “温和阵营”ꎬ 指责伊朗、 卡塔尔、 叙利亚

巴沙尔政府属于 “支持恐怖主义阵营”③ꎬ 进一步恶化了沙特和卡塔尔的

纷争ꎮ

结　 论

联盟形成后ꎬ 接下来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根据国际和地区形势的发展

需要管理联盟ꎬ 尽可能满足盟友之间的安全和利益诉求ꎮ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

攻破”ꎮ 本文通过沙特和卡塔尔交恶的个案研究发现ꎬ 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

说ꎬ 文化价值、 政治制度、 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的相似性不一定能够增强联

盟的凝聚力ꎬ 联盟的类型差异是向心力强弱的关键要素ꎮ 这一理论假设是否

适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联盟政治ꎬ 如北约、 美日、 美韩、 美澳联盟等ꎬ 有待

进一步的学术探讨ꎮ
“同质化联盟” 的国家尽管在文化价值、 政治制度、 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

等方面拥有相似国情ꎬ 但是受经济结构的相似性、 政治诉求的趋同性、 威胁

认知的错位性和替代联盟的多元性的共同影响ꎬ 联盟往往出现 “空心化”ꎬ 结

构性矛盾突出ꎮ 从冷战时期到今天ꎬ 同为复兴社会党执政的伊拉克和叙利亚、

５８

①
②

③

孙德刚: «沙特国王访俄　 中东外交 “天平摇摆”»ꎬ 载 «新民晚报»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ꎮ
[巴勒斯坦] 阿德南哈萨尼: «海湾危机是以色列报复卡塔尔的切入口» (阿拉伯文)ꎬ 阿拉

伯研究与政策研究中心报告ꎬ ２０１７ 年第 ６ 期ꎮ
孙德刚: «以色列关闭半岛台引发中东地缘政治重组»ꎬ 载 «中国国防报» 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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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为阿拉伯君主制国家的沙特和卡塔尔、 同为马格里布组织的摩洛哥和阿尔

及利亚不仅爆发冲突ꎬ 而且最终分道扬镳ꎬ 乃至相互敌对ꎮ 甚至在非国家行

为体层面ꎬ 如在埃及穆兄会和沙特瓦哈比主义之间ꎬ 以及在土耳其正义与发

展党与居伦运动之间ꎬ 意识形态的同质化和追求目标的相似性都导致了竞争

而不是合作ꎮ 这些案例无不说明: 在缺乏充足的可交换利益、 并行不悖的政

治诉求、 共同的安全认知ꎬ 同时又面临多种结盟选择的背景下ꎬ “同质化联

盟” 的脆弱性与不稳定性迟早会暴露出来ꎮ
“异质化联盟” 的互补性有助于盟友之间扬长避短、 各取所需ꎬ 从而有助

于联盟关系的维系和强化ꎮ 美国与沙特、 美国与卡塔尔、 土耳其与阿塞拜疆、
俄罗斯与叙利亚、 印度与阿富汗之间ꎬ 尽管文化价值、 政治制度、 意识形态

和历史传统等方面差异甚大ꎬ 甚至爆发过阶段性危机ꎬ 但能够形成可预期的

相互依存结构ꎬ 最终在可交换的利益驱动下ꎬ 又能够回到合作的原点ꎮ① 当

然ꎬ 强调联盟类型对联盟绩效的影响ꎬ 并不否认其他因素ꎬ 如领导人个性特

征、 国际体系结构的张力等也会对联盟的兴衰产生影响ꎬ “同质性联盟” 或

“异质性联盟” 只是增大了国家之间的交好或者交恶的可能性ꎮ
未来ꎬ 沙特和卡塔尔关系的改善ꎬ 需从经济、 政治、 安全和制度 ４ 个层

面入手ꎬ 多管齐下ꎬ 充分认识到 “同质化联盟” 对双边关系产生的负面影响ꎮ
尽管在短期内沙、 卡 “同质化联盟” 的基本属性不会发生改变ꎬ 但是两国可

以通过错位发展尽力避免过早落入 “修昔底德陷阱”ꎮ 在经济层面ꎬ 双方应避

免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构性ꎬ 在产业规划层面形成错位竞争和优势

互补ꎬ 构筑相互依存的 “利益共同体”ꎻ 在政治层面ꎬ 双方应在叙利亚、 伊拉

克、 也门、 埃及、 利比亚、 索马里等国放弃寻找代理人的做法ꎬ 避免恶性竞

争和内耗ꎬ 应求同存异ꎬ 相向而行ꎬ 形成 “政治共同体”ꎻ 在安全层面ꎬ 双方

应避免大众传媒卷入国家间政治ꎬ 避免媒体的 “工具化” 和 “政治化”ꎬ 相

互理解各自的安全关切ꎬ 形成 “安全共同体”ꎻ 在海合会制度化建设层面ꎬ
沙、 卡需将海合会放在对外关系的优先位置ꎬ 而不是放在与大国关系之后ꎬ
通过机制化建设ꎬ 形成统一的政治、 经济、 金融和安全政策ꎬ 从而将海合会

打造成沙特和卡塔尔相互依存的 “命运共同体”ꎮ 如果沙特和卡塔尔不能从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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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４ 个层面下功夫ꎬ 历史上因 “同质化联盟” 而导致的兄弟国家自相残杀、
萁豆相煎的悲剧或许在海湾地区再次上演ꎮ

“Ｈｏｍｏｇｅｎｏｕ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Ｓａｕｄｉ －Ｑａｔａｒ Ｄｉｓｃｏｒｄ

Ｓｕｎ Ｄｅｇａｎｇ ＆ [Ｅｇｙｐｔ] Ｈｅｎｄ Ｅｌｍａｈｌ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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