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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还是多个: 认同极化与当代以色列的
身份政治困境∗ ∗

艾仁贵

　 　 内容提要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在主导性的以色列身份之外ꎬ 以色列

社会形成了多个特征鲜明的次认同群体: 极端正统派、 俄裔移民、 以色列阿

拉伯人、 外来边缘群体 (外籍劳工和非法移民) 等ꎮ 以这些次认同群体为基

础ꎬ 出现了身份政治的极化ꎬ 在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 宗教群体与世俗人

士之间、 新移民与老移民之间、 左右翼之间形成了四大主要社会裂缝ꎮ 认同

极化彰显了困扰已久的民族、 宗教、 族群、 意识形态等矛盾ꎬ 极大地影响着

以色列的政治稳定ꎬ 导致当前以色列政坛分化为五大政党势力: 右翼、 中左

翼、 宗教阵营、 阿拉伯人、 俄裔移民ꎮ 在此情况下ꎬ 政治的弹性空间日益压

缩ꎬ 各个党派合作妥协的余地不断缩小ꎬ 成为以色列政治僵局的深层次根源ꎮ
从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ꎬ 不到一年之内以色列三度举行大选ꎬ 在 “新
冠” 疫情和各种内外压力下才结束了 １８ 个月的看守状态、 组建联合政府ꎬ 但

各大政治力量之间的对立并未消除ꎮ 从根本上看ꎬ 以色列身份政治的核心悖

论和持久困境是ꎬ 在谋求单一犹太属性的理想和多元族群并存的现实之间存

在难以克服的矛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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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轮马拉松式的组阁谈判ꎬ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ꎬ 以色列议会两大主要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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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人内塔尼亚胡和甘茨达成组建 “紧急联合政府”(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Ｕｎ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的协议ꎻ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ꎬ 以色列第 ３５ 届内阁集体宣誓就职ꎬ 表明联合政府

正式组建成功ꎬ 从而结束了长达 １８ 个月的政治动荡ꎮ 在此期间ꎬ 以色列先后

经历了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９ 日、 ９ 月 １８ 日和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２ 日三次悬而未决的议会

大选ꎬ 联合政府迟迟无法完成组阁ꎮ 这是以色列自建国以来遭遇的前所未

有的政治僵局ꎬ 导致政治体系陷于停摆ꎬ 预算法案无法通过ꎬ 全球使领馆

关闭ꎬ 内外部压力陡增ꎮ 从乱局表象看ꎬ 一年之内三度大选、 联合政府屡

屡组阁失败ꎬ 是以色列各党派之间激烈斗争且互不让步的结果ꎮ 透过这场

政治乱局的表象背后ꎬ 以色列社会的深度对立和认同极化是此次政治僵局

的深层次根源ꎮ
事实上ꎬ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以色列就形成了极端正统派、 以色列阿拉

伯人、 俄裔移民群体、 外籍移民 (非法移民和外籍劳工) 等形形色色的次认

同群体ꎬ 他们与主体社会围绕民族、 宗教、 族群、 意识形态等领域形成了巨

大的社会裂缝ꎬ 以色列被称为 “一个深度分裂的社会 ” (ａ ｄｅｅｐｌｙ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①ꎮ 可以说ꎬ 社会裂缝源于不同身份政治之间的对立和斗争ꎬ 它深刻

反映了以色列社会内部的认同极化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ꎻ 并且ꎬ 认同的对立

和极化还导致政治极化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ｏ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这在大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ꎮ
可以说ꎬ 政治对立和僵局的出现是社会裂缝及其认同极化的外在体现ꎮ 认同

极化及其导致的政治极化ꎬ 给以色列政局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身份政治

的不确定性ꎬ 出现了 “以色列是一个还是多个” 的疑问ꎮ 学者本多尔耶

米尼在一篇题为 «以色列的政治极化威胁着它的历史成就» 的文章中写道ꎬ
“犹太复国主义计划取得了历史性的巨大成就ꎬ 但它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边缘

群体占据了政治中心ꎬ 以色列正处于极端状态的滑坡上ꎮ”②

本文拟从当代以色列身份认同的碎化入手ꎬ 分析认同极化导致以色列社

会存在的几对裂缝ꎬ 然后结合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年不到一年之内举行的三次议会选

举来具体探讨以色列的认同极化走势ꎬ 揭示当前以色列身份政治困境的内在

症结及深刻矛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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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以色列身份认同的碎化现象

当代以色列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ꎬ 堪称一幅色彩斑斓的马赛克ꎬ 东

方与西方交汇、 传统与现代杂糅、 宗教与世俗并存ꎬ 这片土地生活着诸多民

族 (犹太人、 阿拉伯人、 贝都因人、 亚美尼亚人、 切尔克斯人等) 且具有不

同的宗教 (犹太教、 伊斯兰教、 基督教、 巴哈伊教、 德鲁兹教等)ꎬ 彰显移民

社会的多元性特征①ꎮ 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数据ꎬ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１ 日ꎬ
以色列总人口为 ９１３ ６ 万ꎻ 其中ꎬ 犹太人 ６７７ ２ 万 (占总人口的 ７４ １％ )ꎬ 阿

拉伯人 １９１ ６ 万 (占 ２１ ０％ )ꎬ 其他为 ４４ ８ 万 (占 ４ ９％ )ꎮ② 主体民族犹太

人的内部族群构成多元ꎬ 分为阿什肯纳兹人、 东方犹太人、 俄裔犹太人ꎬ 还

有黑肤色的埃塞俄比亚裔犹太人等等ꎻ 而在以色列阿拉伯人内部ꎬ 既有穆斯

林ꎬ 还有基督徒、 德鲁兹人和贝都因人ꎮ 此外ꎬ 以色列境内还有不少非犹太、
非阿拉伯的外籍边缘群体ꎬ 例如来自亚洲和非洲等地的外籍劳工和非法移民ꎮ
不仅如此ꎬ 有不少以色列公民几乎永久性地生活在海外ꎬ 这些海外以色列人

群体主要生活在纽约、 洛杉矶、 多伦多、 伦敦、 巴黎、 悉尼等地ꎮ
由于移民国家的特性ꎬ 以色列境内的人口来自许多国家ꎬ 文化习俗和社

会背景迥异ꎬ 移民来源地的不同使之在族群、 宗教等方面形成了复杂的多样

性ꎮ 建国初期ꎬ 以色列政府通过实施 “熔炉政策”ꎬ 致力于将来自不同文化背

景的移民整合进新兴的以色列国家认同之中ꎬ 但它存在着阿什肯纳兹族群的

文化霸权ꎮ １９７７ 年利库德上台引发的政治地震ꎬ 以及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私有

化革命、 后犹太复国主义思潮等撼动了犹太复国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ꎬ 促进

了以色列社会的多元化ꎮ 为了反抗阿什肯纳兹霸权ꎬ 许多族群进行了不同程

度的政治动员ꎬ 组建政党以捍卫自己的身份政治ꎮ 此外ꎬ 在全球化浪潮的推

动下ꎬ 许多非犹太人也进入以色列务工或定居ꎮ 与此同时ꎬ 不少以色列人离

开当地前往海外发展ꎬ 这都使建国初期的单一身份受到空前的挑战ꎮ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以色列出现了身份认同的碎化现象ꎮ 在主导性的以色列身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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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ꎬ 以色列社会形成了几大特色鲜明且具有一定人口规模的次认同群体ꎮ
(一) 极端正统派

以色列犹太人并不是非白即黑地分为宗教人士和世俗人士ꎬ 而是根据宗

教信仰程度的不同ꎬ 可以分为 “哈雷迪” (Ｈａｒｅｄｉꎬ 极端正统派)、 “达提”
(Ｄａｔｉꎬ 虔 诚 的 正 统 派 )、 “马索提” (Ｍａｓｏｒｔｉꎬ 传统主义者)、 “ 希 罗 尼 ”
(Ｈｉｌｏｎｉꎬ 世俗人士) ４ 个群体ꎮ 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 ２０１０ 年的数据ꎬ 在 ２０
岁及以上的以色列犹太人中ꎬ ８ ８％ 自认为是 “哈雷迪”ꎻ ９ ６％ 为 “达提”ꎻ
３８ １％自认为是 “马索提”ꎬ 遵守大部分犹太律法ꎻ 另外 ４３ ４％为完全不遵守

犹太律法的 “希罗尼”ꎮ① 另据皮尤研究中心 ２０１６ 年的数据ꎬ 以色列的 “哈雷

迪” 人数为 ９％ꎬ “达提” 占 １３％ꎬ “马索提” 占 ２９％ꎬ “希罗尼” 占 ４９％ꎮ②

从字面上看ꎬ 哈雷迪意为 “颤抖” 或 “敬畏上帝”ꎬ 他们主要集中在耶

路撒冷、 布内布拉克、 太巴列、 萨费德、 贝特谢梅什、 阿什杜德等地ꎮ
哈雷迪通常与其他人群相隔离ꎬ 形成了独特的群体身份ꎬ 他们严格遵守犹太

教规ꎬ 穿着保守ꎬ 男性头戴卡帕和浅顶软呢帽、 身穿黑色长大衣ꎬ 女性佩戴

假发和黑色头巾ꎮ③ 哈雷迪群体的生育率很高ꎬ 平均每个哈雷迪妇女育有 ７ １
个孩子 (是世俗犹太妇女的 ３ 倍多ꎬ 后者平均育有 ２ ２ 个孩子)ꎬ④ 导致他们

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增加ꎮ 绝大部分哈雷迪反对以色列国的建立ꎬ 不庆祝

独立日和其他国家节日ꎮ 依据对待以色列国态度的不同ꎬ 哈雷迪分为非犹太

复国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两大阵营ꎮ 非犹太复国主义阵营包括联合托拉犹

太教、 以色列正教党、 沙斯党ꎬ 代表着温和与实用的立场ꎬ 通过参与世俗政

治体制影响以色列政治ꎻ 这些宗教党派参加了多届联合政府ꎬ 致力于影响国

家和社会朝向更为宗教的方向发展ꎬ 争取并维持国家对宗教群体的资金赞助ꎮ
反犹太复国主义阵营以哈雷迪会众 ( Ｅｄａｈ ＨａＣｈａｒｅｉｄｉｓ) 和圣城保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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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ｔｕｒｅｉ Ｋａｒｔａ) 为代表ꎬ 他们拒绝承认以色列国ꎬ 把犹太复国主义视为异端ꎬ
反对参与以色列的世俗政治活动ꎮ①

(二) 以色列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是以色列境内最大的少数民族ꎬ 通常指生活在绿线以内的阿拉

伯人ꎮ 从宗教信仰看ꎬ 绝大部分以色列阿拉伯人是穆斯林 (占 ８１ ７％ )ꎬ 尤

其是逊尼派ꎬ ８ ６％为基督徒ꎬ ９ ７％为德鲁兹教徒ꎮ② 绝大部分以色列阿拉伯

人口生活在北部地区、 三角区域 (Ｔｒｉａｎｇｌｅ)、 内格夫地区以及混合城市 (例
如耶路撒冷、 海法、 雅法、 阿克、 拉马拉、 罗德等)ꎬ 大多位于以色列的边远

地区ꎮ 除德鲁兹人和贝都因人以外ꎬ 阿拉伯公民不能参加以色列国防军ꎬ 也

不能担任国家高级职务ꎮ
虽然占总人口 ２１％左右的以色列阿拉伯人拥有公民权ꎬ 但他们远离权力

中心ꎬ 与犹太多数群体在地理上、 文化上、 经济上、 政治上都保持相当距离ꎬ
遭受了不同形式的歧视ꎮ 以色列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不在同样的学校就读ꎬ 他

们绝大部分人居住在阿拉伯人占多数的城镇ꎮ 以色列阿拉伯人的身份认同是

一个高度政治化的议题ꎮ 他们处于国家意识与民族感情相冲突的两难境地ꎬ
“我们在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之间左右为难”③ꎮ 一方面ꎬ 他们是以色列的公民ꎬ
有义务、 有责任忠诚于以色列ꎻ 另一方面ꎬ 他们又是阿拉伯民族大家庭中的

一员ꎬ 通过收音机、 电视与其他媒体ꎬ 他们深刻地感受到周边阿拉伯国家的

民族主义浪潮ꎮ
(三) 俄裔犹太移民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大批苏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ꎮ 从 １９８９ 年至 ２００６
年ꎬ 大约 １６０ 万苏联犹太人及其非犹太亲属、 配偶离开了苏联ꎬ 其中 ９７ ９ 万

人 (占 ６１％ ) 移民以色列ꎮ④ 俄裔移民集中居住在阿什杜德、 佩塔提克瓦、
海法以及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ꎮ 绝大部分俄裔犹太移民受过良好的教育ꎬ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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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之在经济上较为成功地整合到以色列社会之中ꎮ 俄裔移民为以色列提供了

大量高技术人才ꎬ 包括 １ ３ 万名科学家、 ８ ２ 万名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以及 １ ５
万名医生ꎻ 仅在 １９８９ ~ １９９２ 年ꎬ 苏联移民的涌入就使得以色列的工程师数量

翻了一倍ꎬ 医生数量增加了 ７０％ ꎮ① 作为高技术移民群体ꎬ 俄裔移民在以色

列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的经济腾飞和创新创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②

涌入以色列的 １００ 多万俄裔移民足以改变以色列现有的人口格局ꎬ 约占

以色列总人口的 １５％和犹太人口的 ２０％ ꎮ 他们在进入以色列社会后继续保持

着独特的身份认同和文化特征ꎬ 即带有俄罗斯特征的次文化认同ꎮ 尽管政府

为每个移民都提供了希伯来语课程ꎬ 但许多俄裔移民宁愿讲俄语ꎬ 他们拥有

俄语报纸、 广播、 电视台等文化机构ꎮ 到 ２０１３ 年ꎬ 仅有 ５１％的俄裔移民具有

较好的希伯来语口语能力ꎬ 而 ２６％ 的人很少讲或完全不讲希伯来语ꎮ③ 值得

注意的是ꎬ 绝大部分俄裔移民都是世俗人士ꎮ 根据 ２０１６ 年一项对俄裔移民宗

教情况的调查报告ꎬ 仅有 ４％ 的俄裔移民自认为是哈雷迪ꎬ 高达 ８１％ 的俄裔

移民自认为是世俗人士ꎮ④ 俄裔移民的世俗特征使之在进入以色列后仍试图保

持其原来的饮食习惯ꎬ 并且俄裔移民与非犹太人通婚的比例较高ꎮ 这些状况

引起了以色列正统派犹太教徒的极度不满ꎮ
(四) 外来边缘群体 (外籍劳工与非法移民)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开始ꎬ 以色列涌入了大批外籍劳工ꎬ 既包括临时劳

工ꎬ 也包括非法入境和非法滞留的无证劳工ꎮ “六日战争” 后ꎬ 以色列通过引

入巴勒斯坦劳工来解决建筑业和农业领域的劳动力匮乏问题ꎮ 到 １９８７ 年ꎬ 巴

勒斯坦劳工人数占以色列建筑业雇工总数的 ４９％ 和农业雇工总数的 ４５％ ꎮ⑤

然而ꎬ “因提法达” 的爆发中断了巴勒斯坦劳工进入以色列的渠道ꎮ 为了填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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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空缺ꎬ １９９１ 年以色列政府决定输入 ３ ０００ 名外籍建筑工人ꎬ 替代来自被

占领土的巴勒斯坦劳工ꎮ① 从 １９９３ 年起ꎬ 外籍劳工人数迅速增长ꎮ 当前ꎬ 以

色列大约有 ３０ 万外籍劳工 (其中 ２０ 万人为非法劳工)ꎬ 占以色列劳动力的

１３％ ꎬ 该比例比其他绝大多数发达国家都要高ꎮ 与以高技术移民为特征的俄

裔移民不同ꎬ 外籍劳工是从事低技术工种的劳动力ꎬ 主要集中在少数劳动密

集型行业ꎬ 并且具有来源地特色ꎬ 例如ꎬ 来自泰国的劳工主要集中在农业领

域ꎻ 来自中国、 罗马尼亚的劳工主要在建筑业ꎬ 来自菲律宾以及印度、 斯里

兰卡的劳工主要集中在家政领域ꎮ 外籍劳工进入以色列通常是为了寻求更好

的工作机会ꎬ 他们无法享有永久性的公民权利ꎮ 作为非公民ꎬ 他们得不到永

久居住权和社会保障ꎬ 除非与以色列公民结婚或极少数例外ꎮ
除了外籍劳工以外ꎬ 非法移民也是以色列当前外籍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从 ２００５ 年起ꎬ 大批来自厄立特里亚、 苏丹、 埃塞俄比亚、 科特迪瓦等非洲国

家的非法移民ꎬ 沿埃及和以色列之间的西奈边界涌入以色列ꎬ 绝大部分居住

在特拉维夫南部地区ꎬ 最高峰时以色列境内有 ６ ４ 万名非洲非法移民ꎮ 从

２０１２ 年起ꎬ 以色列政府开始对非法移民进行限制ꎬ 一方面阻止非法移民继续

入境以色列ꎬ 另一方面设法遣返境内的非法移民ꎮ 此后ꎬ 入境人数逐渐下降ꎬ
至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已没有新的非法移民入境ꎮ② 由于以色列国内的失业率上

升ꎬ 仇外情绪不断滋长ꎬ 以色列政府将这些非法移民称为 “渗透者”ꎬ 强调这

些外籍移民的涌入冲击着以色列的犹太属性ꎮ

“一个多裂缝的社会”: 围绕身份政治的主要分歧

“裂缝” (Ｃｌｅａｖａｇｅｓ) 是来自社会学的概念ꎬ 一般指在社会内部出现的深

刻而持久的隔阂与矛盾ꎬ 裂缝是社会分歧的主要焦点ꎬ 必然带来重要的政治

后果ꎮ 就以色列社会而言ꎬ 围绕民族、 宗教、 族群、 意识形态等领域的裂缝ꎬ
已成为当代以色列社会的核心断层线ꎮ 更重要的是ꎬ 上述裂缝不是单独存在

的ꎬ 这些不同的断层线交错重叠在一起ꎬ 产生了叠加效应ꎮ 以色列著名社会

学家丹霍洛维茨和摩西利萨克认为ꎬ 由于以色列社会在民族、 族群、 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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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和经济等方面不断增强的紧张关系ꎬ 导致以色列沦为 “不堪重负的政

体”ꎮ① 当前ꎬ 以色列社会主要存在四大裂缝: 犹太人与以色列阿拉伯人之间

的裂缝ꎻ 世俗人士与宗教群体之间的裂缝ꎻ 新移民与老移民之间的裂缝ꎻ 左

翼 (包括中间阵营) 与右翼之间的裂缝ꎮ
(一) 犹太—阿拉伯裂缝 (Ｊｅｗｉｓｈ －Ａｒａｂ Ｃｌｅａｖａｇｅ)
在以色列社会的几对裂缝中ꎬ 犹太人与境内阿拉伯公民之间的裂缝几乎

是最为持久和尖锐的ꎮ 这两大民族之间的对立早在以色列建国前就已存在ꎬ
建国后由于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民族权利的压制而不断加深ꎮ 这两大群体之间

的社会和文化界限几乎是不可逾越的ꎬ 他们的语言、 宗教完全不同ꎬ 在分开

的学校接受教育以及在分开的街区居住ꎮ 以色列阿拉伯人处于事实上的二等

公民地位ꎬ 不能参军ꎬ 被视为不可信任的他者和安全威胁ꎬ 被认为是与西岸

巴勒斯坦人存在勾结的 “第五纵队”ꎮ
由于遭受结构性和制度性歧视导致的不利地位ꎬ 以色列阿拉伯人的贫困

率较高ꎮ 根据 ２０１２ 年的统计数据ꎬ 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阿拉伯家庭占以色列

所有贫困家庭的 ３６ ６％ ꎬ 这个比例与哈雷迪家庭类似ꎮ 就总人口而言ꎬ 阿拉

伯人的贫困率为 ５７ ９％ ꎬ 其中阿拉伯儿童的贫困率高达 ６７ ９％ ꎻ 而在犹太人

中间ꎬ 贫困率仅为 １５ ５％ ꎬ 其中犹太儿童的贫困率为 ２２ ９％ ꎮ② 此外ꎬ 以色

列阿拉伯人就业水平低ꎬ 他们的劳动力参与率较低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以色列阿拉伯

妇女的劳动力参与率为 ４０％ 左右ꎬ 而以色列的整体劳动力参与率为 ６１％ ꎮ③

很大程度上ꎬ 这是由于他们没有完全整合到以色列社会中ꎬ 分布在边远地区、
基础设施不完善、 缺乏必要的社会网络ꎬ 以及在某些关键领域遭受歧视ꎮ 伊

夫塔赫尔指出ꎬ 以色列的民族分层创造了阿拉伯人的 “隔都化公民地位”
(Ｇｈｅｔｔｏｉｚｅｄ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阿拉伯公民身份可以说是存在于

隔都之中ꎮ 这个隔都是多方面的ꎬ 体现在政治、 经济、 文化和行政等领域ꎮ
以色列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这个社会的正式组成部分ꎬ 但从结构上说他们

被孤立在飞地中ꎬ 并由于统治、 排斥和剥夺而遭到削弱ꎬ 似乎看不到结束这

８５

①

②
③

Ｄａｎ Ｈｏｒｏｗｉｔｚ ＆ Ｍｏｓｈｅ Ｌｉｓｓａｋꎬ Ｔｒｏｕｂｌｅ ｉｎ Ｕｔｏｐｉａ: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ｂｕｒｄｅｎｅｄ Ｐｏｌｉｔｙ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Ａｌｂａｎｙ: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９

Ａｒｉｋ Ｒｕｄｎｉｔｚｋｙ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６５
Ａｍｉｒａｍ Ｂａｒｋａｔꎬ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Ａｒａｂ Ｗｏｍｅｎ’ｓ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ｕｐ Ｓｈａｒｐｌｙ ｔｏ ４０％ ”ꎬ Ｇｌｏｂｅｓ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１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ｇｌｏｂｅｓ ｃｏ ｉｌ / ｅ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ｉｓｒａｅｌｉ － ａｒａｂ － ｗｏｍｅｎｓ －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 ｕｐ － ｓｈａｒｐｌｙ － ｔｏ － ｎｅａｒｌ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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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状况的尽头ꎮ”①

旷日持久的巴以冲突更是加深了阿犹之间的民族裂缝ꎮ 一方面ꎬ 冲突强化

了以色列犹太人对阿拉伯公民的消极和怀疑态度ꎻ 另一方面ꎬ 冲突使得阿拉伯

公民与以色列国家认同愈加疏远ꎬ 更加认同于巴勒斯坦ꎮ 在以色列阿拉伯人尤

其是青年一代中间ꎬ 越来越多的人将自己界定为 “巴勒斯坦人”ꎬ 通常自称为

“以色列的巴勒斯坦公民”(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以色列籍的巴勒斯坦

人”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ｓ) 以及 “１９４８ 年的巴勒斯坦人” (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ｓ ｏｆ
１９４８) 等等ꎮ② 总体来看ꎬ 在过去 ２０ 年间ꎬ 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认同

不断上升ꎬ 而以色列认同大幅度下降ꎬ 前者取代后者成为这个群体的首要

认同 (见表 １)ꎮ

表 １　 １９９５ ~ ２０１２ 年以色列阿拉伯人自我界定的认同之变化 (单位:％ )

认同类型 １９９５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１２ 年

以色列的阿拉伯人 ５３ ６ ５３ ０ ３２ ６

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 ３６ １ ４１ ２ ４５ ０

巴勒斯坦人 １０ ３ ５ ６ ２１ ５

不知道 — ０ ２ ０ ９

　 　 资料来源: Ａｒｉｋ Ｒｕｄｎｉｔｚｋｙ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４０

(二) 宗教—世俗裂缝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Ｃｌｅａｖａｇｅ)
宗教阵营与世俗人士之间的紧张关系ꎬ 也是以色列社会的主要矛盾之

一ꎮ 绝大部分以色列人认为宗教—世俗之间的冲突仅次于犹太人与阿拉伯

人之间的矛盾ꎬ 是造成社会紧张的主要来源ꎮ 宗教与世俗的紧张关系源于

以色列建国前的 “维持现状协议”ꎮ 建国之初ꎬ 极端正统派人数很少 (不足

４ 万人)ꎬ 建国精英认为他们会随着现代化而不断消亡ꎻ 而后来的事实表明ꎬ
这种判断是完全错误的ꎮ 哈雷迪非但没有消亡ꎬ 而且人数越来越多ꎮ 根据

以色列中央统计局的数据ꎬ １９９０ 年哈雷迪仅占以色列总人口的 ５％ ꎬ③ ２０１９

９５

①

②

③

Ｓｈｏｕｒｉｄｅｈ Ｃ Ｍｏｌａｖｉꎬ Ｓｔａｔｅｌｅｓｓ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ｈｉｐ: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 Ａｒａｂ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Ｌｅｉｄｅｎ: Ｂｒｉｌｌ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１７１

Ｉｌａｎ Ｐｅｌｅｇ ＆ Ｄｏｖ Ｗａｘｍａｎ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ｓ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ｓ: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Ｗｉｔｈｉｎ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２ － ３

Ｓｈａｈａｒ Ｉｌａｎꎬ “Ａｔ ｔｈｅ Ｅｄ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ｂｙｓｓ”ꎬ Ｈａａｒｅｔｚ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４ꎬ ２００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ａａｒｅｔｚ
ｃｏｍ / １ ５１４６５４６ꎬ ２０２０ － ０１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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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哈雷迪人口已增长至 １１０ 万人ꎬ 占以色列总人口的 １２％ 左右ꎬ 按照目前

的出生率ꎬ 到 ２０３７ 年哈雷迪人口将翻一番ꎬ 达 ２３０ 万ꎮ①

哈雷迪群体与以色列社会其他部分人群的主要矛盾在于三方面: 经济整

合、 服兵役、 宗教强制ꎮ 首先ꎬ 哈雷迪群体对经济的贡献偏低ꎬ 就业率很低ꎬ
给政府带来了巨额的经济负担ꎮ② 尽管哈雷迪群体的贫困率高达 ５３％ ꎬ③ 但他

们仅参加有国家补贴的宗教学习而不投身就业市场ꎮ 根据 ２０１８ 年以色列财政

部的报告ꎬ 哈雷迪男性的就业率为 ５１％ ꎬ 而其他以色列犹太男性的就业率为

８７％ ꎻ 哈雷迪女性的就业率与其他犹太女性相差不大ꎬ 分别为 ７６％和 ８３％ ꎮ④

随着极端正统派人口的不断增长ꎬ 这种财政补贴的数额日益巨大ꎬ 引起了纳

税人的强烈不满ꎮ 其次ꎬ 哈雷迪群体享有兵役豁免权ꎬ 给其他群体带来了巨

大的安全负担ꎮ 根据 “托拉是其职业” (Ｔｏｒａｔｏ Ｕｍａｎｕｔｏ) 协定ꎬ 耶希瓦学生

以托拉学习为由推迟服兵役ꎬ 哈雷迪不服兵役的同时ꎬ 还每年从国家获取大

量的补贴以从事宗教学习ꎮ 从 ２００２ 年的 «塔勒法» (Ｔａｌ Ｌａｗ) 开始ꎬ 世俗人

士与宗教阵营在哈雷迪学生服兵役问题上展开了多轮较量ꎮ 尽管如此ꎬ 近年

进入以色列国防军服役的哈雷迪仍然很少ꎮ⑤ 再次ꎬ 宗教强制ꎮ 世俗人士在许

多方面受制于宗教阵营: 一是根据建国前的 “维持现状协议”ꎬ 极端正统派掌

握着私人生活领域 (例如安息日、 民事婚姻、 皈依、 犹太身份资格等) 的裁

决大权ꎻ 二是宗教政党握有任何大党完成组阁的关键席位而得以介入政治ꎬ
他们加入政府掌握内政部和争取有利于宗教群体的立法活动ꎮ

哈雷迪人口的快速增长给以色列的其他群体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安全负

担ꎮ 宗教与世俗阵营之间的裂缝不断加深ꎬ 对以色列的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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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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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哈雷迪认为ꎬ 在军事活动中男女混在一起ꎬ 因此军队不利于哈雷迪的生活方式ꎬ 并把它

斥为 “国家赞助的滥交泥潭” (ｓｔａｔｅ － ｓｐｏｎｓｏｒｅｄ ｑｕａｇｍｉｒｅ ｏｆ ｐｒｏｍｉｓｃｕｉｔｙ)ꎮ Ｓｅｅ Ｍｏｒｄｅｃａｉ Ｒｉｃｈｌｅｒꎬ Ｔｈｉｓ Ｙｅａ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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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以色列社会的全球化加速以及大批俄裔移民的到

来ꎬ 导致这些问题愈加尖锐ꎮ 对此ꎬ 一位以色列学者指出ꎬ “极端正统派教徒

将自己与其他犹太人分隔开来ꎮ 他们拒绝分担保卫国家的重任ꎬ 并坚持为自

己的分隔和拒绝履行国家义务的行为争取补贴ꎮ 极端正统派的状况是一个长

期的生存危机ꎬ 但以色列人的关注点被短期的生存危机所主导ꎮ”①

(三) 新移民—老移民裂缝 (Ｎｅｗ Ｉｍ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Ｖｅｔｅｒａｎｓ Ｃｌｅａｖａｇｅ)
从犹太人内部族群构成看ꎬ 主要分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和东方犹太人ꎬ

由于各自所掌握的社会资源的差异ꎬ 在新老移民之间存在许多矛盾ꎮ 以色列

建国前的绝大部分移民是阿什肯纳兹犹太人ꎬ 这批老移民构成了以色列建国

的统治精英ꎬ 仅有少数来自中东地区 (主要是也门犹太人)ꎮ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

代开始ꎬ 大批东方犹太人从中东 (伊朗、 伊拉克、 叙利亚等) 和北非 (阿尔

及利亚、 利比亚、 摩洛哥、 突尼斯等) 涌入以色列ꎬ 其中的一部分人自称塞

法尔迪人②ꎮ 这种情况导致犹太人内部两大族群人口比例的巨大转变: １９４８
年ꎬ 来自亚洲和非洲的犹太人口仅占 １７％ ꎬ 而来自欧洲和美洲的犹太人口占

７６％ ꎻ 到 １９７０ 年ꎬ 来自亚洲和非洲的犹太人口上升至 ４８％ ꎬ 而来自欧洲和美

洲的犹太人口下降至 ４４％ ꎮ③ 新老移民之间的对立一开始表现为阿什肯纳兹

(欧洲) 犹太人与东方犹太人之间的对立ꎮ 这两大群体在教育、 经济、 政治等

方面存在不平等ꎮ 有学者将这种现象称为 “两个以色列”: “一个以色列是西

方式的ꎬ 比较繁荣ꎬ 受过良好教育ꎬ 在实质上控制着这个国家的各种机构ꎻ
另一个以色列是东方式的ꎬ 比较贫穷ꎬ 缺乏技能ꎬ 虽在数量上居多数ꎬ 但在

核心权力机构内代表他们的人数不够ꎮ”④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以色列犹太人的族群构成版图再次发生大规模变

动ꎬ 来自苏联和埃塞俄比亚的犹太移民大量涌入ꎬ 尤其前者人口达 １００ 多万ꎬ
已成为当今以色列规模最大的新移民群体ꎬ 占以色列犹太人口的 ２０％左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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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ｓｍｏｎｉｔｏｒ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Ｍｉｄｄｌｅ － Ｅａｓｔ / ２０１０ / ０７０９ / Ｔｈｅ － ｏｔｈｅｒ － Ｉｓｒａｅｌｉ －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 ｗｉｔｈ －
ｉｔｓｅｌｆ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１４

塞法尔迪人 (Ｓｅｐｈａｒｄｉｍ) 一词源自希伯来语 “Ｓｅｆａｒａｄ”ꎬ 原意为 “富庶之岛”ꎬ «圣经» 中以

该词指称物产丰富的伊比利亚半岛ꎮ 与主要分布在中东欧地区的阿什肯纳兹人不同ꎬ 塞法尔迪人一开

始集中在伊比利亚半岛ꎬ １４９２ 年西班牙大驱逐后分散在各地ꎬ 尤其进入中东伊斯兰世界ꎮ
Ｍ Ｓｉｃｒｏｎ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ｓ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ꎬ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Ｃａｒｍｅｌꎬ ２００４ꎬ ｐ ６０
[美国] 劳伦斯迈耶: «今日以色列»ꎬ 钱乃复等译ꎬ 新华出版社ꎬ １９８７ 年版ꎬ 第 １５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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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占以色列总人口的 １５％ ꎮ 近 ６０％ 的俄裔移民把 “俄裔犹太性”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Ｊｅｗｉｓｈｎｅｓｓ) 作为首要认同ꎬ 仅有 １１％ 的人将以色列认同作为他们的第一认

同ꎮ① 绝大部分俄裔移民维持着世俗的生活方式ꎬ 移民的超市和熟食店大量出

售不符合犹太饮食法规的食物ꎬ 激起了宗教人士的不满ꎮ
俄裔移民与极端正统派之间的矛盾焦点在于ꎬ 极端正统派对私人生活领

域的宗教强制行为因拉比当局对俄裔移民家庭通婚者犹太身份的排斥而加剧

了冲突ꎮ 按照正统派当局对犹太律法的解释ꎬ ３０％ 左右的俄裔移民不被视为

犹太人ꎬ 这成为移民身份政治的核心争议ꎮ 这些俄裔移民虽然根据 «回归法»
被赋予了以色列公民权ꎬ 但其犹太身份一直被拉比当局所阻挠ꎮ 宗教领袖将

这些犹太身份存疑者斥为 “杂种” (ｍａｍｚｅｒꎬ 即出生自非犹太母亲者)ꎬ 并把

这些人的移民行为视为一项 “错误”ꎬ 要求对其进行脱氧核糖核酸 (ＤＮＡ)
检测和重新进行皈依ꎮ② 由于缺乏犹太身份ꎬ 这些俄裔移民在私人生活领域受

到许多困扰ꎬ 例如ꎬ 他们不能在以色列结婚ꎬ 其子女不被承认为犹太人等等ꎬ
除非他们进行正统派的皈依程序ꎮ 一位 ３５ 岁的俄裔移民反问道ꎬ “为什么在

以色列生活了 １５ 年之后ꎬ 我的祖国以色列不允许我在自己的国家结婚ꎬ 而我

必须回乌克兰举行结婚仪式?”③ 极端正统派与俄裔移民之间的矛盾扩展到政

党政治领域ꎬ 导致以色列家园党与宗教政党无法在联合政府中并存而难以完

成组阁ꎬ 成为当前政治僵局的重要诱因ꎮ
(四) 左右翼之间的裂缝 ( ｌｅｆｔ － ｒｉｇｈｔ ｃｌｅａｖａｇｅ)
除了在民族、 宗教、 族群等方面的分歧以外ꎬ 以色列社会在意识形态领

域形成了左翼与右翼 (鸽派与鹰派) 之间的对立ꎮ 传统意义上的左右翼对立

可以追溯至建国前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与修正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矛盾ꎬ 建

国后转变为工党与利库德 (及其前身自由党) 的对立ꎮ④ “六日战争” 后ꎬ 左

２６

①

②

③

④

Ｅｌｉｅｚｅｒ Ｂｅｎ － Ｒａｆａｅｌꎬ “Ｍｉｚｒａｈｉ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ｔｏ Ｉｓｒａｅｌ’ ｓ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ｉ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ｖｅｒｇｅｎｃｅｓ”ꎬ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２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８２

Ｃｌａｕｄｉａ Ｄｅ Ｍａｒｔｉｎｏꎬ “Ｒｕｓｓｉａｎｓ ｖｓ ｔｈｅ ｕｌｔｒａ －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Ｓｅｃｕｌａｒ －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Ｄｉｖｉｄｅ Ｇｅ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ꎬ Ｒｅｓｅｔ ＤＯＣ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３１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ｓｅｔｄｏｃ ｏｒｇ / ｓｔｏｒｙ / ｒｕｓｓｉａｎｓ － ｖｓ － ｕｌｔｒａ －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 －
ｉｓｒａｅｌｓ － ｓｅｃｕｌａｒ －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 ｄｉｖｉｄｅ － ｇｅｔｓ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１９

Ｌｉｌｙ Ｇａｌｉｌｉꎬ “ Ｉｓｒａｅｌ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Ｎｅｔａｎｙａｈｕꎬ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 Ｆｉｇｈ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Ｖｏｔｅ’”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Ｅｙｅ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５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ｅｙｅ ｎｅｔ / ｎｅｗｓ / ｉｓｒａｅｌｉ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ｌｉｅｂｅｒｍａｎ － ｎｅｔａｎｙａｈｕ －
ｆｉｇｈｔ －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ｖｏｔｅ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１５

Ｓａｍｙ Ｃｏｈｅｎꎬ Ｄｏｖ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Ｈａｗｋｓ: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Ｐｅａｃｅ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ｕｒｓ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２０１９ꎬ ｐ ９



一个还是多个: 认同极化与当代以色列的身份政治困境　

右翼之间围绕有关国家安全特别是领土问题形成了尖锐的对立ꎬ 他们之间公

认的区别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愿意就领土问题做出让步: 左翼通常支持巴

以和谈与有协议的两国方案ꎬ 右翼则支持军事行动和定居点建设ꎮ① 近年来由

于政治僵局的出现ꎬ 左右翼之间的对立逐渐成为以色列社会紧张的主要根源

之一ꎬ 甚至超过了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的矛盾ꎮ 根据以色列民主研究所的民意

调查ꎬ ２０１２ 年ꎬ 仅有 ９％的以色列犹太人认为左右翼对立是以色列最重要的

矛盾ꎻ 而到 ２０１８ 年ꎬ 有 ３６％的人认为左右翼的对立是以色列社会最重要的矛

盾ꎬ 认为犹太人与阿拉伯人对立是最重要矛盾的下降至 ２８％ ꎮ② 左右翼矛盾

的重要体现之一是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提倡 “土地换和平” 的总理拉宾被右翼极端

分子刺杀ꎮ

表 ２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８ 年有关以色列社会主要矛盾的民意调查 (单位:％ )

矛盾类型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８ 年

左右翼之间的矛盾 ９ ２０ ５ ２９ ３６

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 ４７ ４４ ４８ ５ ２８

宗教阵营与世俗人士之间的矛盾 ２１ １０ １１ ２４

阿什肯纳兹人与塞法尔迪人之间的矛盾 ３ ４ ２ ３ ５

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矛盾 １４ １４ ８ ６

不知道 /所有的矛盾一样重要 ６ ７ ５ １ ５ ２ ５

　 　 资料来源: Ｙｏｈａｎａｎ Ｐｌｅｓｎｅｒꎬ ｅｔ ａｌ ꎬ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ｄｅｘ ２０１８”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３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ｉｄｉ ｏｒｇ ｉｌ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２５０２４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２３

从力量对比来看ꎬ 当前右翼力量总体上比左翼更为强大ꎬ 这也说明以色

列对外强硬的政策有着强大的民意基础ꎮ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的调

查ꎬ 仅有 ８％的以色列人认同左翼ꎬ 而认同右翼的人高达 ３７％ ꎮ③ 从年龄群体

来看ꎬ 青年人群更倾向于右翼ꎮ 据以色列民主指数 ２０１８ 年的一项调查ꎬ 约

６４％的 １８ 岁至 ３４ 岁以色列犹太人认同右翼ꎬ 而在 ３５ 岁及以上的人群中认同

３６

①

②

③

Ｙａｅｌ Ｈａｄａｒꎬ ｅｔ ａｌ ꎬ “Ｄｏｖｅｓ ａｎｄ Ｈａｗｋ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Ｓｔａｎｃｅｓ ｏ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Ｍａｙ ２０ꎬ ２００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ｉｄｉ ｏｒｇ ｉｌ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１０２０３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１７

ＴＯＩ Ｓｔａｆｆꎬ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ｎｄｓ Ｒｉｇｈｔ － ｌｅｆｔ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Ｂｅｃｏｍｅｓ Ｉｓｒａｅｌ’ ｓ Ｃｈｉｅ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ｉｖｉｄｅ”ꎬ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８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ｉｍｅｓｏｆｉｓｒａｅｌ ｃｏｍ / ｌｉｖｅｂｌｏｇ ＿ ｅｎｔｒｙ / ｓｔｕｄｙ － ｆｉｎｄｓ － ｒｉｇｈｔ － ｌｅｆｔ －
ｔｅｎｓｉｏｎ － ｂｅｃｏｍｅｓ － ｉｓｒａｅｌｓ － ｃｈｉｅｆ － ｓｏｃｉａｌ － ｄｉｖｉｄｅ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１２

Ｓａｍｙ Ｃｏｈｅ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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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翼的比例下降至 ４７％ ꎮ① 导致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 极端正统派的高出

生率、 出生在后奥斯陆时代的以色列青年不认为和谈是解决问题的办法ꎬ 以

及内塔尼亚胡的一系列强硬政策吸引了大批青年的支持等ꎮ 可以说ꎬ “今天的

以色列犹太人比上一代人在外交政策和安全事务上更具民族主义、 宗教保守

和鹰派色彩ꎬ 这对以色列的缔造者来说是无法辨别的ꎮ”②

过去 ２０ 余年来ꎬ 以色列政坛的一个显著趋势是左翼力量的持续衰落ꎬ 其

群众基础逐渐转为中间阵营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的以色列历次大选结果基本上

印证了这一点ꎮ 很大程度上ꎬ 左翼力量的衰退原因是失去了国家安全议题的

话语主导权、 以色列政治生态向右转ꎬ 以及人口构成的变化 (右翼立场的极

端正统派和俄裔移民人数增加) 等ꎮ③ 与之相伴随的是ꎬ 左翼选民逐渐转变为

中间派ꎬ 而中间派选民逐渐转向右翼ꎮ 这与以色列社会的保守化和大批俄裔

移民到来密不可分ꎮ 以往每次大选都会出现新的中间派政党ꎮ 中间派政党通

常在一开始赢得了惊人的选票ꎬ 但在下次选举中又会失去大部分选民ꎬ 并被

新的中间派政党以同样的方式取代ꎮ 在 １９９６ 年至 ２０１５ 年间ꎬ 有 ９ 个不同的中

间党派崛起ꎬ 绝大部分在两次选举周期内衰落ꎮ④ 作为一个团体ꎬ 中间党派逐

渐获得了稳定的支持者ꎬ 并吸走了原本属于左翼的大部分支持者ꎮ 以色列政

坛上的中间党派ꎬ 在经济、 政教关系上的政见各有不同ꎬ 但它们都具有共同

的特点ꎬ 那就是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的立场介于鸽派左翼和鹰派右翼之间ꎮ 这

种意识形态的模糊性诠释了中间党派的成功ꎬ 尽管中间党派的构成一直在发

生变化ꎮ
以上几对社会裂缝塑造了以色列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的多元文化主义

特征ꎬ⑤ 它们对以色列认同构成了严峻的挑战ꎬ 促成了认同群体的极化ꎮ 而

且ꎬ 这些社会裂缝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作为支撑ꎬ 以色列现有的基础教育即

４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Ｌａｕｒａ Ｅ Ａｄｋｉｎｓ ＆ Ｂｅｎ Ｓａｌｅｓꎬ “Ｔｈｅ Ｋｉｄｓ ａｒｅ ａｌｌ Ｒｉｇｈｔ － ｗｉｎｇ: Ｈｏｗ Ｉｓｒａｅｌ’ ｓ Ｙｏｕｎｇｅｒ Ｖｏｔｅｒｓ ｈａｖｅ
Ｇｒｏｗｎ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ｏｖｅｒ Ｔｉｍｅ”ꎬ Ｊｅｗｉｓｈ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ｉｃ Ａｇｅｎｃｙꎬ Ａｐｒｉｌ １０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ｊｔａ ｏｒｇ /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１０ / ｉｓｒａｅｌ / ｎｏｔ － ｒｅａｄｙ － ｙｏｕｎｇｅｒ － ｒｉｇｈｔ － ｗｉｎｇ － ｖｏｔｅｒｓ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１７

Ｅｖｅｌｙｎ Ｇｏｒｄｏｎꎬ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Ｌｅｆｔ － Ｗｉｎｇ Ｒｉｇｈｔ Ｗｉｎｇ”ꎬ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ꎬ Ｍａｒｃｈ １９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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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四大分开的中小学教育组成: 国立世俗教育体系 (主要面向世俗犹太人)、
国立宗教教育体系 (面向哈雷迪之外的正统派犹太人)、 哈雷迪教育体系 (面
向哈雷迪)、 阿拉伯教育体系 (面向阿拉伯穆斯林、 基督徒、 贝都因人和德鲁

兹人)ꎮ 随着以色列人口、 经济和政治发生重大变化ꎬ 有关身份认同的争论持

续发酵ꎮ 这些变化正在改变或重塑以色列的社会形态ꎮ 根据政治立场和群体

身份的差异ꎬ 以色列社会日益分裂为五大完全不同且在人口规模上越来越接

近的身份政治集团: 世俗人士、 宗教民族主义者、 俄裔移民、 哈雷迪、 阿拉

伯人ꎮ① 这些不同的群体之间的共同点越来越少、 对抗性越来越强ꎮ 这五大群

体生活在分开的城市ꎬ 生活方式差异极大ꎬ 并把子女送到分开的学校系统就

读ꎬ 加深了他们之间本来就巨大的文化、 宗教和民族鸿沟ꎮ 更重要的是ꎬ 他

们的人口规模和政治影响越来越接近ꎮ 由于极端正统派和阿拉伯人口的出生

率远远高于其他群体ꎬ 这五大群体将很快在规模上趋于接近ꎮ 这种状况导致

出现了多个以色列的情况: “每个群体都有自己的媒体平台ꎬ 他们阅读属于自

己的报纸和观看属于自己的电视频道ꎮ 每个群体都有属于自己的城镇ꎬ 特拉

维夫是一个群体的城镇ꎬ 就像乌姆法姆 (Ｕｍｍ ｅｌ Ｆａｈｍ) 是另一个群体的城

镇一样ꎬ 埃夫拉特 (Ｅｆｒａｔ) 和布内布拉克也是如此ꎮ 每个城镇代表不同的

群体ꎮ 在以色列国ꎬ 初等教育系统构成了人们的部族和分离意识ꎬ 并且很可

能仍将保持这种状态ꎮ”②

认同极化与政治僵局: 基于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年
以色列三次大选的观察

　 　 在过去 ２０ 年间ꎬ 以色列社会存在的诸多裂缝有不断扩大和加深的态势ꎬ

而且它们从社会层面进入政治领域ꎬ 演变成政治对立进而引发政治危机ꎮ

５６

①

②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 以色列总统鲁文里夫林在赫茨利亚年会上提出ꎬ 以色列不再存在一个世俗的

犹太复国主义多数ꎬ 而是分裂为相互对立且人口趋于接近的四大 “部落”: 世俗人士、 宗教民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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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社会裂缝主要通过政党政治体现出来ꎬ 议会选举成为社会分歧和

政治对立的风向标ꎮ① 由社会裂缝导致的认同极化削弱了以色列的政治稳

定性ꎬ 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则ꎬ 在以色列内部催生了许多次认同群体

之间的相互对立ꎬ 削弱了社会的团结ꎬ 对国家认同提出了重要挑战ꎻ 另

则ꎬ 次认同群体积极介入政党政治ꎬ 通过党派斗争削弱了以色列的政治合

法性ꎬ 使以色列民主体制达到危险的临界点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

来ꎬ 以色列平均每 ２ ３ 年举行一次大选ꎬ 而进入 ２０１９ 年ꎬ 以色列陷入频

繁大选的怪圈ꎬ 不到一年内举行了 ３ 次大选ꎮ 这不但耗费了大量人力、 物

力ꎬ 更重要的是ꎬ 由看守政府领导的议会不能通过任何重要立法、 做出任

命或通过预算ꎬ 政治机构的运作几乎陷于停滞ꎮ 以色列选举民意调查专家

达莉娅舍德林 (Ｄａｈｌｉａ Ｓｃｈｅｉｎｄｌｉｎ) 将之称为一场政治灾难ꎬ “人们感到绝

望ꎬ 从某种意义上说ꎬ 普通公民在这场灾难中没有发言权ꎬ 人们对资金的大

量浪费深感沮丧ꎮ”②

图 １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年初 “新冠” 疫情暴发前以色列政党集团权力关系图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以色列政党政治参与情况绘制ꎮ

６６

①

②

有关以色列社会分化与政党演变ꎬ 参见冯基华: «论以色列的社会分化与政党演变»ꎬ 载 «亚
非纵横» 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５６ ~ ５７ 页ꎮ

Ｂｅｌ Ｔｒｅｗｉｎ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ｔｏ Ｈｏｌｄ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Ｔｈｉｒｄ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ｎｄｅｒ ａ Ｙｅａｒꎬ ａ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ａｄｌｏｃｋ
Ｈｏｌｄｓ”ꎬ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２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 ｕｋ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ｍｉｄｄｌｅ － ｅａｓｔ /
ｉｓｒａｅｌ －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 ｋｎｅｓｓｅｔ － ｂｉｌｌ － ｎｅｔａｎｙａｈｕ － ｇａｎｔｚ － ａ９２４２３３１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２０



一个还是多个: 认同极化与当代以色列的身份政治困境　

在很大程度上ꎬ 以色列社会日益突出的社会分歧和认同极化ꎬ 导致了选

举机制的不稳定性ꎬ 使得政府组阁越来越困难ꎬ 政党政治的碎片化格局日益

严重ꎮ 在认同政治的影响下ꎬ 当前以色列的政治版图日益分裂为特征鲜明、
阵营稳固的五大力量: 一是右翼阵营ꎬ 主要是自由市场理念的支持者和安全

领域的鹰派ꎬ 包括利库德党、 极右翼的亚米纳党 (Ｙａｍｉｎａ) 和犹太力量党ꎻ
二是中左翼阵营ꎬ 主要是中间派、 社会主义者和鸽派ꎬ 包括中间派的蓝白党

和左翼的工党、 梅雷兹党ꎻ 三是宗教政党ꎬ 由极端正统派和宗教犹太复国主

义者构成ꎬ 包括沙斯党和联合托拉犹太教ꎻ 四是阿拉伯政党ꎬ 指由传统的四

大阿拉伯政党组成的联合名单党ꎻ 五是俄裔移民政党ꎬ 主要是利伯曼领导的

以色列家园党ꎬ 政治上倾向右翼但反对哈雷迪和阿拉伯人ꎮ 在有关组建联合

政府问题上ꎬ 这五大力量各自有着自己的盘算ꎮ 内塔尼亚胡呼吁建立 “强有

力的、 稳定的、 犹太复国主义的政府ꎬ 致力于把以色列作为犹太人的民族国

家”ꎬ 同时 “阻止危险的反犹太复国主义政府”①ꎬ 为此利库德党与亚米纳党、
沙斯党、 联合托拉犹太教组成右翼阵营联盟ꎮ 而甘茨领导的中左翼虽不排斥与

利库德合作ꎬ 但要求将内塔尼亚胡除外ꎬ 理由是后者正遭受贪污、 背信、 欺诈

的指控ꎮ 阿拉伯政党为了把内塔尼亚胡拉下台ꎬ 提出与蓝白党结盟ꎮ 利伯曼领

导的俄裔移民政党既反对宗教政党ꎬ 同时也反对与阿拉伯政党组成多数ꎮ
在认同极化的影响下ꎬ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年以色列大选和政治局势出现了一系

列新的动向: 第一ꎬ 受社会裂缝的影响ꎬ 特定宗派政党的作用持续上升ꎮ 与

工党、 利库德党等全国性政党不同ꎬ 宗派政党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 Ｐａｒｔｉｅｓ) 代表特定群

体的利益ꎬ 例如阿拉伯政党代表以色列阿拉伯人的利益ꎬ 而在犹太人内部ꎬ
宗教政党和俄裔移民政党分别代表极端正统派和俄裔移民群体的利益ꎮ 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之前ꎬ 宗派政党附属于左右翼的对立ꎬ 许多以色列阿拉伯人在投

票中支持工党ꎬ 而宗教人士通常投给利库德ꎮ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宗教政

党、 阿拉伯政党、 俄裔移民政党纷纷加强了政治动员ꎬ 这些宗派政党的崛起

分流了两大主要政党的选票ꎮ 与此同时ꎬ 宗教政党、 阿拉伯政党、 新移民政

党的选票翻倍ꎮ② 这种趋势进入 ２１ 世纪后更加明显ꎮ 宗派政党的崛起是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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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身份政治的体现ꎬ 其群体成员通过投票来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政治诉

求ꎻ 而主要政党议席的下降和宗派政党议席的增加ꎬ 使得主要政党必须回应

来自宗派政党及其特殊群体的政治诉求ꎮ

表 ３　 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０ 年以色列三次议会选举议席情况 (单位: 席)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大选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大选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大选

右翼政党
(４４)

利库德党
(３５)

右翼党派联盟
(５)

库拉努党
(４)

右翼政党
(３９)

利库德党
(３２)

亚米纳党
(７)

右翼政党
(４２)

利库德党
(３６)

亚米纳党
(６)

宗教政党
(１６)

沙斯党 (８)
联合托拉　
犹太教 (８)

宗教政党
(１６)

沙斯党 (９ 席)
联合托拉犹太教

(７)

宗教政党
(１６)

沙斯党 (９)
联合托拉犹太教

(７)

俄裔移民
政党 (５)

以色列家
园党 (５)

俄裔移民
政党 (８)

以色列
家园党 (８)

俄裔移民
政党 (７)

以色列
家园党 (７)

中左翼
政党 (４５)

蓝白党 (３５)
工党 (６) 　
梅雷兹党 　

(４)

中左翼
政党 (４４)

蓝白党 (３３)
工党 －桥党 (６)

民主联盟
(５)

中左翼
政党 (４０)

蓝白党 (３３ 席)
工党 －桥党 －
梅雷兹党 (７)

阿拉伯
政党 (１０)

哈达什 －阿拉伯
复兴运动 (６)
拉姆党 －巴拉

德党 (４)

阿拉伯
政党 (１３)

联合名单党
(１３)

阿拉伯
政党 (１５)

联合名单党
(１５)

　 　 资源来源: 笔者根据以色列中央选举委员会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ｅｃｈｉｒｏｔ ｇｏｖ ｉｌ) 的数据制作ꎮ

第二ꎬ 出现了宗教政党与右翼政党结盟、 阿拉伯政党与中左翼政党结盟

的政治格局ꎮ 一开始ꎬ 宗教政党并不在左右翼之间选边站队ꎮ 自以色列建国

以来ꎬ 凡是在议会大选中赢得最多席位的大党ꎬ 无论是来自左翼、 右翼还是

中间阵营ꎬ 几乎无一例外寻求与宗教政党结盟来争取多数席位ꎮ 然而ꎬ 随着

以色列的左翼更加坚定地倒向世俗化ꎬ 同时右翼的许多人转向传统主义者或

守教者ꎬ 极端正统派慢慢地向利库德阵营靠拢ꎮ① 内塔尼亚胡最大的政治成就

之一是巩固了利库德党与宗教政党之间的结盟关系ꎮ 尽管内塔尼亚胡本人并

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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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宗教人士ꎬ 但他从未表现出对遏制以色列生活中的宗教强制的兴趣ꎻ 他乐

于通过给予极端正统派以权限ꎬ 来换取后者对他的政治支持ꎬ① 这也是内塔尼

亚胡在前几次大选中屡战屡胜的关键原因ꎮ 在宗教政党全面倒向右翼的情况

下ꎬ 阿拉伯政党与中左翼政党的结盟态势日益明显ꎮ 为了应对新的政治形势ꎬ
以色列阿拉伯政党做出了两大改变: 一是将分散的四大政党结成联盟参选ꎬ②

避免了选票过于分散而达不到 ３ ２５％的选举门槛ꎬ 使阿拉伯政党议席稳定在

１３ ~ １５ 席左右ꎬ 多次成为议会第三大党ꎬ 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ꎻ 二

是支持中左翼政党组阁ꎬ 从而出现了自 １９９２ 年以来阿拉伯政党首次推荐犹太

复国主义者作为以色列总理人选的现象ꎮ 阿拉伯政党之所以选择支持中左翼

的甘茨组阁ꎬ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强烈希望结束内塔尼亚胡的统治ꎬ 阻止

在被占领土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右翼政党和宗教政党上台ꎮ
第三ꎬ 组阁权的取得主要取决于政党联盟而非主要大党的席位ꎮ 以色列

独特的比例代表制ꎬ 为认同极化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依据ꎮ 建国以来从未有任

何政党获得超过半数议席而单独组阁ꎬ 比例代表制鼓励了政党的多元和分化ꎬ
促使大党分裂和新的政党出现ꎬ 导致大党的优势进一步缩水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组阁成功与否关键看政党联盟的组建ꎮ 例如 ２００９ 年大选ꎬ 前进党获得 ２８ 席

却没有组阁ꎬ 反而是获得 ２７ 席的利库德党组阁成功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大选ꎬ 利库

德党获得 ３２ 席、 蓝白党 ３３ 席ꎬ 而优先获得组阁权的却是利库德党ꎬ 主要是

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宗教阵营 (５５ 席) 比甘茨领导的中左—阿拉伯阵营

(５４ 席) 多出一席ꎮ③ 同样地ꎬ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大选中ꎬ 优先获得组阁权的是来自

蓝白党的甘茨ꎬ 他与内塔尼亚胡分别获得 ６１ 票和 ５８ 票推荐ꎬ 尽管蓝白党

(３３ 席) 获得的席位少于利库德党 (３６ 席)ꎮ
第四ꎬ 在左右翼领导的两大政党联盟势均力敌且任何一方都无法达到 ６１

席的情况下ꎬ 俄裔移民政党几度成为潜在的 “造王者” (Ｋｉｎｇｍａｋｅｒ)ꎮ 以色列

家园党的权力基础是俄裔犹太移民ꎬ 其意识形态是世俗的右翼民族主义ꎬ 支

持定居点建设并敌视以色列阿拉伯人ꎬ 同时反对极端正统派对世俗人士的宗

９６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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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０７４６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１４

以色列的阿拉伯政党传统上分为四大政党ꎬ 即哈达什 ( Ｈａｄａｓｈ)、 阿拉伯民主党 ( Ａｒａｂ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ｙ)、 巴拉德 (Ｂａｌａｄ)、 联合阿拉伯名单党 (Ｕｎｉｔｅｄ Ａｒａｂ Ｌｉｓｔ)ꎮ

联合名单党在２０１９ 年９ 月大选中共获得１３ 席ꎬ 但其中３ 名来自巴拉德的议员宣布不支持甘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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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强制ꎮ 在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年的三次大选中ꎬ 左右翼两大阵营差不多各自赢得 ５４ ~
５９ 个议席ꎬ 没有哪个阵营超过半数议席而完成组阁ꎬ 决定力量平衡的另外 ５ ~ ８
个议席掌握在右翼但反宗教政党的以色列家园党手中ꎮ 可以说ꎬ 俄裔移民政党

作为 “关键的少数” 在以色列政治僵局中再三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ꎮ 作为

加入联合政府的条件ꎬ 利伯曼要求新的议会通过一项要求耶希瓦学生服兵役

的征兵法案ꎬ 利伯曼反复强调他的党派 “准备参加全国性联合政府ꎬ 而不是

哈拉哈政府”ꎮ① 由于甘茨领导的中左翼阵营有阿拉伯政党参与ꎬ 对此他也表

示反对ꎮ 在多次组阁谈判中ꎬ 他不愿意加入甘茨或内塔尼亚胡任何一方ꎬ 而

是呼吁组建一个包括利库德、 蓝白党和以色列家园党的世俗团结政府ꎮ②

第五ꎬ 内塔尼亚胡是以色列政局最大的变数ꎬ 针对他的腐败指控撕裂着

以色列社会ꎮ 绰号 “比比国王” (Ｋｉｎｇ Ｂｉｂｉ)、 “选举魔术师” 的内塔尼亚胡

创下了多个 “第一”: 他是迄今为止以色列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ꎬ 也是第一位

在任期间遭到起诉的总理ꎮ 过去十年间ꎬ 以色列政治的基本法则是 “无论如

何ꎬ 内塔尼亚胡一直赢”ꎮ③ 然而ꎬ 进入 ２０１９ 年ꎬ 对内塔尼亚胡腐败指控的不

断升级ꎬ 利库德的支持率一度有所下滑ꎬ 加上阿拉伯政党为了使内塔尼亚胡

下台ꎬ 呼吁阿拉伯人积极投票ꎬ 从而拉高了自身得票率ꎮ 在此情况下ꎬ 左右

翼力量对比发生了此消彼长的微妙变化ꎮ 在左右翼极度对立的情况下ꎬ 几度

优先获得组阁权的内塔尼亚胡却未能成功组建联合政府ꎮ 反复的大选和持续

的政治僵局ꎬ 削弱了内塔尼亚胡的执政优势地位ꎬ 不少人甚至放言 “内塔尼

亚胡时代已经结束”ꎮ④ 尽管如此ꎬ 由于内塔尼亚胡过去十年间在经济发展、
国家安全尤其是外交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成就ꎬ 使之在面临腐败指控的情况下

仍然保持了强大的竞争力ꎮ 在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的大选中ꎬ 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右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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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联盟重新获得领先地位 (占 ５８ 席)ꎬ 距离成功组阁差 ３ 席ꎻ 内塔尼亚

胡遭受的腐败指控成为其组阁合法性的最大障碍ꎮ 由于内塔尼亚胡的长期执

政及其背负的腐败指控ꎬ 以色列政坛形成一股反内塔力量ꎬ 其口号为 “除了

比比的任何人” (Ａｎｙｏｎｅ Ｂｕｔ Ｂｉｂｉꎬ “ＡＢＢ”)ꎬ① 旨在结束内塔尼亚胡的长期统

治ꎬ 认为他破坏和践踏了以色列的民主体制ꎮ 在蓝白党的牵头下ꎬ 中左翼政

党与阿拉伯政党结成反内塔统一战线ꎬ 利伯曼在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大选后也宣布加

入该阵营ꎬ 其共同目标是使内塔尼亚胡出局ꎮ 对于内塔尼亚胡的腐败指控ꎬ
各大政党早就放出了绝对支持或反对他的立场ꎬ 这种分歧本身反映出民意的

极度对立ꎬ 导致以色列社会进一步撕裂ꎮ
总之ꎬ 选举政治的极化来自身份认同的极化ꎬ 它内在地蕴含着难以克服

的社会对立ꎬ 这些矛盾的汇聚造成了以色列一次次的政治僵局ꎮ 五大力量之

间的结盟和对抗是目前以色列政治僵局的直接原因ꎬ 而这几大政治力量的对

立把犹太人与阿拉伯人、 宗教阵营与世俗人士、 新老移民、 左右翼几大社会

裂缝交织在一起ꎮ 在认同极化影响下ꎬ 以色列政治已极化为中左翼或右翼两

大集团ꎬ 阿拉伯政党和宗教政党分别选边站队ꎬ 双方谁也无法得票过半ꎬ 除

非两大阵营内部的少数议员或某些党派改变其基本立场ꎬ 或出现某种不可控

的突发状况ꎬ 否则新的僵局将再度发生ꎮ 以色列民主研究所的一份调查报告

指出ꎬ “当前以色列的新现实是右翼和中左翼两大政治集团的彼此矛盾并

且这两种看法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ꎮ 两大集团已在以色列犹太社会内部形成ꎬ
它们对以色列作为一个整体在许多方面持有相反的观点: 安全问题、 社会经

济问题以及有关腐败、 文化、 性别和自由价值观等问题ꎮ 这种极化是一个危

险的过程ꎬ 它反映在双方无法就什么是共同利益达成共识ꎮ”②

新冠疫情与以色列政治版图的重塑

２０２０ 年初以来ꎬ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肆虐全世界ꎬ 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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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全球范围内的大流行ꎬ 造成了 ２１ 世纪以来最大的健康危机ꎬ 它也对当前

国际国内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ꎮ 身处地球村时代ꎬ 任何国家在病毒面

前都无法独善其身ꎬ 以色列也遭受了新冠病毒的猛烈袭击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新一届联合政府成功组建之时ꎬ 仅有 ９１０ 多万人口的以色列已有超

过 １ ６６ 万人确诊ꎬ 其中包括 ２７２ 例死亡病例ꎮ 新冠疫情不仅使以色列人的

健康受到巨大威胁ꎬ 而且导致近 １００ 万人失业ꎮ 更重要的是ꎬ 它发生在以

色列联合政府迟迟无法组阁的情况下ꎬ 使得以色列社会面临着空前的政治

危机和健康危机ꎮ 以色列的新冠疫情呈现出几个显著特点: 首先ꎬ 群体聚

集性感染率高ꎬ 主要集中在极端正统派社区ꎻ 其次ꎬ 疫情感染源头主要来

自欧洲方向ꎬ 以色列虽然大力防范来自亚洲的输入病例ꎬ 但对欧洲方向的

输入情势重视不够ꎻ 再次ꎬ 与欧美国家不同ꎬ 以色列从一开始就对疫情高

度重视并采取强力措施防范ꎬ 例如积极推动保持社交距离做法、 采用反恐

技术追踪病例以及密切接触者、 加强抗疫国内国际合作等等ꎮ 以色列民众

对内塔尼亚胡领导的看守政府应对新冠大流行的总体评价较高ꎬ 根据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初的一份民意调查ꎬ 大约 ７４％ 的受访民众对内塔尼亚胡应对大流行

持积极肯定态度ꎬ 仅有 ２３％ 持否定态度ꎮ 其中ꎬ 右翼群体的支持度高达

８８％ ꎻ 即使在左翼群体中ꎬ 也有 ５８％的人肯定以色列总理的抗疫表现ꎮ①

从政治影响而言ꎬ 新冠疫情的暴发促使以色列各大政治力量重新分化

组合ꎬ 给以色列政坛带来了化解政治危机的重要契机ꎮ 为了有效应对政治

危机和健康危机的双重威胁ꎬ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大选后以色列朝野出现建立 “全
国紧急政府” 的强烈呼声ꎬ 该提议得到总统里夫林的大力支持ꎬ 各主要政

党也积极响应ꎮ 但在紧急政府应该包括哪些党派问题上仍然分歧重重: 以

蓝白党为首的中左翼联盟建议由所有拥有议席的 ８ 个党派组成ꎬ 利库德党

领导的右翼—宗教联盟强调由除联合名单党以外的其他 ７ 个党派组成ꎮ②

在政治危机和健康危机的双重压力之下ꎬ 以色列各大政党以及政党联盟

出现了新的分化重组ꎬ 从而有利于联合政府的成功组阁ꎮ 第一ꎬ 在新冠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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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力下ꎬ 以反内塔尼亚胡为目标的中左翼—阿拉伯—俄裔移民政党联盟分崩

离析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的大选结果揭晓后ꎬ 中左翼—阿拉伯—俄裔移民政党结成

联盟ꎬ 使获得 ６１ 位议员推荐的甘茨在 ３ 月 １６ 日优先获得了组阁权ꎮ 拥有优先

组阁权并不代表能够组阁成功ꎬ 特别是在甘茨阵营内部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

下ꎬ 组阁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ꎬ 把他们维系起来的唯一共同目标就是把内塔

尼亚胡拉下马ꎮ ３ 月 ２６ 日ꎬ 甘茨的立场发生了 １８０ 度的大转弯ꎬ 转而寻求与

内塔组建联合政府ꎬ 这一立场转变引发了以色列政治版图的大地震ꎬ 直接导

致了由他主导的反内塔统一战线的分崩离析ꎬ 不仅招来阿拉伯政党和俄裔移

民政党的反对ꎬ 也引起蓝白党内部的强烈不满ꎮ 在右翼—宗教阵营的支持下ꎬ
甘茨顺利当选议长ꎮ 甘茨在 ２６ 日晚首次以议长身份在议会发表讲话时强调ꎬ
新冠肺炎疫情、 政府治理瘫痪、 民主遭受威胁这三重危机促使他 “在非常时

期做出非常决定” “现在不是内讧和捣乱的时候ꎬ 也不是争论和分歧的时候ꎮ
这是一个尽责、 忠诚、 爱国的领导时代ꎮ 让我们携起手来ꎬ 使以色列走出这

场疫情危机ꎮ”①

第二ꎬ 由于甘茨决定寻求与内塔尼亚胡合作ꎬ 直接导致蓝白党一分为二ꎬ
分裂为甘茨领导的以色列韧性党 (对外继续称蓝白党) 以及拉皮德和亚阿隆

领导的未来党—泰利姆党ꎮ 原属以色列韧性党的议员继续团结在甘茨周围ꎬ
支持与内塔合作ꎬ 同时得到蓝白党四号人物阿什肯纳兹的支持ꎻ 而蓝白党的

二号和三号人物拉皮德和亚阿隆决定继续反对与内塔合作的立场ꎬ 另组未来

党—泰利姆党ꎮ 拉皮德宣称: “甘茨今天决定分裂蓝白党和爬进内塔尼亚胡的

政府ꎮ 我们过去一起战斗是因为甘茨曾发誓我们绝不加入这个糟糕的政府ꎮ
我过去相信了他今天形成的政府不是一个联合政府ꎬ 也不是一个紧急政

府ꎮ 它是另一个内塔尼亚胡的政府ꎮ 甘茨未经战斗就投降了ꎬ 爬进了内塔尼

亚胡的政府ꎬ 加入了哈雷迪—极端主义阵营ꎮ”②

第三ꎬ 甘茨决定寻求与内塔的合作引发了连锁效应ꎬ 导致内塔尼亚胡领导

的右翼政党联盟也出现分裂ꎮ 虽然从表面上看ꎬ 利库德党与亚米纳党的分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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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长职位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ꎬ 但根本上是亚米纳党对自身在未来联合政府

中被边缘化的地位感到不满ꎬ 使之无法发挥重要的影响力ꎮ 在从前的右翼—宗

教政党联合政府中ꎬ 亚米纳党可以获得国防部长等关键职位ꎬ 但如今以蓝白党

为首的中左翼阵营分走了一半的部长职位ꎬ 尤其是关键职位都被利库德党和蓝

白党拿走ꎮ 这种巨大的落差使得亚米纳党不愿甘当屈居两大主要政党身后的

“小伙伴”ꎬ 从而决定加入反对派阵营ꎬ 声称 “要为后内塔尼亚胡时代做准备”①ꎮ
第四ꎬ 小党内部发生分化ꎬ 一些议员脱离所在政党立场ꎬ 选边站队加入联

合政府或反对派ꎮ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大选后ꎬ 最早出现一些议员脱离所在政党立场是

蓝白党内亚阿隆所属的泰利姆党的两名右翼议员茨维豪泽尔 (Ｚｖｉ Ｈａｕｓｅｒ) 和

约阿兹亨德尔 (Ｙｏａｚ Ｈｅｎｄｅｌ)ꎬ 他们在甘茨获得组阁权后公开表态反对与阿

拉伯政党合作ꎬ 随后他们组建了名为 “以色列地之道” (Ｄｅｒｅｃｈ Ｅｒｅｔｚ /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 的新政党ꎬ 该党在甘茨与内塔达成协议后决定加入联合政府ꎮ 工

党—桥党—梅雷兹党分崩离析ꎬ 梅雷兹党加入反对派ꎬ 工党决定追随蓝白党加

入联合政府ꎬ 桥党领袖奥利利维 － 阿贝卡西斯 (Ｏｒｌｙ Ｌｅｖｙ － Ａｂｅｃａｓｓｉｓ) 虽然

也加入联合政府但站在内塔阵营一边ꎻ 而工党议员梅拉夫米夏埃利 (Ｍｅｒａｖ
Ｍｉｃｈａｅｌｉ) 脱离本党立场ꎬ 反对参与由内塔尼亚胡领导的 “腐败政府”ꎬ 坚持

加入反对派ꎮ 不仅如此ꎬ 右翼阵营内部也出现了反水现象ꎬ 在内塔尼亚胡的

游说下ꎬ 亚米纳党的二号人物、 犹太家园党党首拉菲佩雷兹 (Ｒａｆｉ Ｐｅｒｅｔｚ)
脱离亚米纳党加入联合政府担任部长ꎮ 可以说ꎬ 反水与再反水是此次组阁大

戏中反复上演的剧目ꎮ
此次联合政府达成协议的难度可想而知②ꎬ 以色列出现了大面积的政党分

裂和政党联盟分化重组 (见表 ４)ꎬ 但总体而言ꎬ 利库德党和宗教政党之间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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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内塔尼亚胡和甘茨在２０２０ 年４ 月２０ 日达成的协议ꎬ 双方将轮流执政ꎬ 内塔尼亚胡首先担任

总理ꎬ 为期 １８ 个月ꎬ 甘茨担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ꎻ 待内塔尼亚胡任期结束后ꎬ 甘茨接任总理ꎬ 内塔尼亚

胡改任副总理ꎮ 如果其中一方试图提前解散政府ꎬ 另一方将自动成为总理ꎮ 协议还规定ꎬ 双方将平分政

府部门的职位: 内塔尼亚胡阵营控制财政、 卫生、 公共安全、 建筑和住房、 交通和教育等部门ꎻ 甘茨阵

营负责国防、 外交、 司法、 媒体、 文化和经济等事务ꎮ 新的联合政府将设置 ３６ 名部长、 １６ 名副部长ꎬ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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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的基本盘得以维持 (５２ 席)ꎬ 仅有亚米纳党 (５ 席) 脱离右翼—宗教政党

联盟加入反对派ꎻ 而中左翼—阿拉伯政党联盟发生重大洗牌ꎬ 导致了几乎不

可逆转的分裂ꎬ 不仅蓝白党一分为二ꎬ 工党 － 桥党 － 梅雷兹党也发生分裂ꎬ
加入联合政府或成为反对派的力量各半 (２０ 席对 １９ 席)ꎬ 此外阿拉伯政党和

俄裔移民政党全部倒向反对派ꎮ 基于这种力量对比ꎬ 目前这个联合政府并非

是稳定的组合ꎬ 而是一个 “双头怪”ꎬ 它是内塔尼亚胡领导的绝大部分右翼派

别联盟 (利库德党、 沙斯党、 联合托拉犹太教、 桥党) 加上甘茨领导的一部

分中左翼派别联盟 (蓝白党、 工党、 以色列地之道党) 合作之上的大联盟ꎬ
就好比一层套着一层的俄罗斯套娃ꎮ 它是在两大阵营权力分割基础上的再分

割ꎬ 先由利库德党和蓝白党对权力进行平均分割ꎬ 然后再由两大党在各自派

别联盟内部进行权力的二次分割ꎮ 在此情况下ꎬ 内塔尼亚胡无法染指属于中

左翼派别联盟的部长席位ꎬ 甘茨也无法介入属于右翼派别联盟的部长席位ꎮ
这种错综复杂性导致各政党之间乃至政党内部在部长席位分配问题上存在争

执ꎮ① 同样ꎬ 反对派内部也不存在意识形态的一致性ꎬ 包括左翼的梅雷兹党、
阿拉伯政党ꎬ 中间派的未来党 － 泰利姆党ꎬ 右翼的以色列家园党和极右翼的亚

米纳党ꎮ 这些派别之间本身矛盾重重ꎬ 可能它们之间的唯一共性就是反对内塔

尼亚胡ꎮ
在作为联合政府执政基础的 ７３ 席议席中ꎬ 甘茨阵营以不到三成的议员席

位 (２０ 席) 谋得了与握有七成议员席位 (５３ 席) 的内塔阵营平起平坐的地

位ꎬ 得以平分总理任期 (各执政 １８ 个月) 和部长职位ꎬ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甘

茨握有内塔尼亚胡面临起诉的政治命门而获得了极大的政治便宜ꎬ 但甘茨

“在非常时期做出的非常决定” 也使之付出了蓝白党分崩离析的巨大代价ꎬ 蓝

白党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与利库德党相抗衡的政治资本荡然无存ꎮ 对于内塔

尼亚胡个人而言ꎬ 这是他作为权力魔术师的又一次传奇表演ꎬ 表明他的时代

仍然没有结束ꎬ 他通过做出较大让步一举削弱了几次大选都无法击败的蓝白

党ꎬ 将甘茨从政治对手转变为 “政治保镖” 来为自己保驾护航ꎮ 借助于新冠

疫情的天时、 看守总理的地利、 民众期盼的人和ꎬ 内塔尼亚胡再度成功组建

了联合政府ꎬ 暂时化解了迫在眉睫的司法障碍ꎬ 使本已宣告终结的总理生涯

５７

① 一个重要体现是ꎬ 以色列新一届联合政府原定计划在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集体宣誓ꎬ 但因利库

德党内资深议员围绕部长席位分配问题发生争执而被迫推迟到 ５ 月 １７ 日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０ 年第 ４ 期

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ꎬ 得以延续任期最长总理的记录ꎮ 而且ꎬ 内塔尼亚胡获

得了率先担任总理的先手优势ꎬ 掌握着第二个轮换期交权与否的主动权ꎮ

表 ４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议会各党派对以色列联合政府组建的政治倾向 (单位: 席)

原属阵营 联合政府 反对派

右翼政党
(３７ 席支持、 ５ 席反对)

利库德党 (３５)
犹太家园党 (１)

桥党 (１)
亚米纳党 (５)

宗教政党
(１６ 席全部支持)

沙斯党 (９)
联合托拉犹太教 (７) —

中左翼政党
(２０ 席支持、 １９ 席反对)

蓝白党 (甘茨系) (１６) 未来党 －泰利姆党 (１５)

以色列地之道党 (２) 梅雷兹党 (３)

工党 (２) 工党议员梅拉夫米夏埃利 (１)

俄裔移民政党
(７ 席全部反对) — 以色列家园党 (７)

阿拉伯政党
(１５ 席全部反对) — 联合名单党 (１５)

合计 ７３ ４６

　 　 说明: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议会在对联合政府组阁的投票中ꎬ ７３ 票赞成、 ４６ 票反对ꎻ 桥党在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大选前属于中左翼阵营的工党—桥党—梅雷兹党ꎬ 大选后从中分离出来加入右翼阵营ꎮ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以色列议会各政党相关的数据制作ꎮ

在联合政府协议达成过程中ꎬ 总统里夫林多次适时介入和施压 (拒绝延

长甘茨组阁时间和一度拒绝将组阁权交给内塔尼亚胡)ꎬ 关键时刻最高法院在

对内塔尼亚胡因被起诉是否有组阁资格问题上开绿灯ꎬ 增添了此次组阁的跌

宕起伏和戏剧色彩ꎮ 而且ꎬ 以色列大部分民众的期盼成为组建联合政府的强

大民意基础ꎬ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内塔和甘茨达成联合政府协议后ꎬ 根据一项民

意调查ꎬ ６２％的以色列人支持这份协议ꎬ 仅有 ２２％ 的人持反对态度ꎮ① 此外ꎬ
快速蔓延的新冠疫情直接促使以色列议会的两大主要政党加快了组建联合政

府以全力应对健康危机和政治危机的步伐ꎮ 经过 ３ 次势均力敌的大选ꎬ 双方

发现谁也无法取得压倒性的优势ꎬ 正当彼此都为组阁精疲力竭时ꎬ 新冠疫情

６７

① ＴＯＩ Ｓｔａｆｆꎬ “Ｐｏｌｌ: ６２％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Ｕｎｉｔｙ Ｄｅａｌꎬ Ｏｎｌｙ ３１％ Ｔｈｉｎｋ ＰＭ ｗｉｌｌ Ｈｏｎｏｒ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２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ｉｍｅｓｏｆｉｓｒａｅｌ ｃｏｍ/ ｐｏｌｌ － ６２ － ｏｆ － ｐｕｂｌｉｃ － ｓｕｐｐｏｒｔ － ｕｎｉｔｙ －
ｄｅａｌ － ｏｎｌｙ － ３１ － ｔｈｉｎｋ － ｐｍ － ｗｉｌｌ － ｈｏｎｏｒ － ｒｏｔ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２０ － ０５ －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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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适时出现为两大主要政党的妥协提供了必要的台阶ꎮ 以色列海法大学政治

学教授埃兰加多特 (Ｅｒａｎ Ｖｉｇｏｄａ － Ｇａｄｏｔ) 对此形象地说道ꎬ “由于绝大部

分人都不想进行第四次大选ꎬ 每一方都在寻找从树上爬下来的梯子突如

其来的冠状病毒成了最长的梯子ꎬ 它实际上把这个国家从第四次大选的深渊

中拯救了出来ꎮ” ①客观来看ꎬ 目前所成立的联合政府并非全国性的紧急政府ꎬ
而仅仅是利库德党和蓝白党 (甘茨系) 两大主要政党及其周围小党构成的右

翼政党加上中左翼政党的松散联盟ꎮ 实际上ꎬ 这些政党之间彼此并不信任ꎮ
促使他们携手合作的动因并非是各自政治立场的妥协ꎬ 而是迫于各种内外形

势的叠加效应 (空前规模的疫情危机、 内塔亟需摆脱腐败指控延续政治权力、
甘茨需要进入政府分享权力等)ꎮ 可以预见ꎬ 组成联合政府的两大阵营之间的

斗争和分歧并不会消除或减少ꎬ 未来它们的斗争场所将从以色列政坛转移到

政府内部ꎮ

余论: 身份政治对立与以色列国家属性界定的困境

以色列建国 ７０ 余年来ꎬ 大部分以色列人为其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ꎬ 但另一

部分人认为以色列国是建立在对自己的掠夺和剥削之上ꎬ 以色列阿拉伯人将之

视为灾难和梦魇的开始ꎬ 极端正统派则极力谴责这个人造的世俗国家ꎮ 谁是犹

太人、 宗教在公共与私人生活中的作用、 阿拉伯人的地位、 新移民对平等权利

的诉求及其挫败ꎬ 这些议题都在持续引发争议和冲突ꎮ 在很大程度上ꎬ 这些分

歧和斗争都是围绕身份政治展开ꎬ 一边是为了维护主导认同的多数群体、 另一

边则是争取承认和政治地位的少数群体ꎮ “文化战争” (Ｋｕｌｔｕｒｋａｍｐｆ) 一触即

发ꎬ 以至于出现 “以色列是不是一个”② 的疑问ꎮ 实际上ꎬ 它们所导致的身

份政治对立并非新鲜事物ꎬ 其中绝大部分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以来就是

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以色列不同群体之间围绕身份政治的分歧和斗争都指向一个核心问题ꎬ

即对国家属性的界定ꎬ 这个国家应该是一个世俗民主的现代国家ꎬ 还是一个

７７

①

②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Ｃｒｉｓｉｓ Ｍａｋｅｓ Ｇａｎｔｚ － Ｎｅｔａｎｙａｈｕ Ｕｎｉｔ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ꎬ Ａｓｉａ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Ｄａｉｌｙ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７ꎬ ２０２０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ｐｄ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ｅ － ｗｏｒｌｄ / ９８６４２２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５ － １５

Ｅｌｉｅｚｅｒ Ｂｅｎ － Ｒａｆａｅｌ ＆ Ｙｏｃｈａｎａｎ Ｐｅｒｅｓꎬ Ｉｓ Ｉｓｒａｅｌ Ｏｎｅ?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ꎬ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ｓｍ
Ｃｏｎｆｏｕｎｄｅｄꎬ Ｌｅｉｄｅｎ: Ｂｒｉｌｌꎬ 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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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宗教律法的神权国家? 它应该是境内所有公民的国家ꎬ 还是所有犹太人

的国家? 犹太多数群体强调以色列是犹太人的民族国家ꎬ 即所有犹太人的国

家ꎻ 而以以色列阿拉伯人为代表的少数群体期望这个国家成为 “境内所有公

民的国家”ꎻ 世俗人士尤其是俄裔移民主张宗教与国家完全分离、 限制宗教当

局对私人生活领域的干预ꎬ 而极端正统派对越来越高的世俗程度感到担忧ꎬ
主张建立一个以犹太教律法为基础的神权国家ꎮ

在犹太国家还是公民国家问题上ꎬ 以色列坚定地站在前者一边ꎮ 一方面ꎬ
以色列政府大力吸收流散地犹太人移民以色列ꎬ 以色列的法律把公民权自动赋

予任何移居以色列的犹太人ꎬ 同时对犹太人口流失的倒移民行为给予道德的谴

责ꎻ 另一方面ꎬ 以色列政府和犹太公众对非犹太人持有根深蒂固的排斥和歧视ꎬ
把非犹太人口的增长视为对犹太属性的重要威胁①ꎬ 为此采取一系列限制措施ꎮ
以色列议会在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１９ 日通过了有争议性的 «基本法: 以色列———犹太

人的民族国家» (Ｂａｓｉｃ Ｌａｗ: Ｉｓｒａｅｌ －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Ｐｅｏｐｌｅꎬ 简称

«犹太民族国家法»)ꎬ 代表着以色列身份政治朝着 “犹太一族统治” 属性的转

向ꎮ 以色列时任司法部长阿耶蕾特沙克德 (Ａｙｅｌｅｔ Ｓｈａｋｅｄ) 强调ꎬ 以色列保

持犹太多数地位是正当合理的行为ꎬ 哪怕是以侵犯一部分人的权利为代价ꎬ “以色

列是一个犹太国家ꎬ 它不是境内所有民族的国家ꎮ 也就是说ꎬ 平等的权利是针对

所有公民的ꎬ 但不是平等的民族权利ꎮ 在某些地方ꎬ 必须保持以色列国作为犹太

国家的属性ꎬ 有时这是以平等为代价的ꎮ”② «犹太民族国家法» 的出台使以色

列内部的阿犹民族关系几乎跌至破裂的地步ꎬ 许多以色列阿拉伯人将之斥为

一部 “种族隔离法律”ꎮ
在宗教国家还是世俗国家问题上ꎬ 以色列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ꎮ 当前

以色列的两极化现象日趋严重ꎬ 一边是越来越世俗化ꎬ 而另一边是越来越宗

教化ꎬ 宗教与世俗的关系岌岌可危ꎮ 许多世俗人士对宗教群体在政治生活以

及私人生活中不断增长的影响力感到担忧ꎬ 宗教议题成为社会矛盾和政治纷

争的重要导火索ꎮ 围绕哈雷迪 «征兵法»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Ｄｒａｆｔ Ｌａｗ)、 俄裔移民的犹

８７

①

②

以色列的 “人口恐惧症”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ｏｂｉａ) 强调ꎬ 如果大部分人口不再是犹太人ꎬ 这个国家

将不再是犹太国家ꎮ 由于以色列所处的恶劣外部地缘政治环境ꎬ 这种人口焦虑被进一步放大ꎬ 从而对

境内非犹太人口的增长有种病态的担忧ꎮ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Ｏｆｉｒꎬ “Ｉｓｒａｅｌ’ｓ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Ｅｎｄｏｒｓｅｓ Ａｐａｒｔｈｅｉｄ —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Ｓｔａｔｅ ‘ ａｔ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ｎｓｅ ｏｆ

Ｅｑｕａｌｉｔｙ’”ꎬ Ｍｏｎｄｏｗｅｉｓｓ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３ꎬ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ｍｏｎｄｏｗｅｉｓｓ ｎｅｔ / ２０１８ / ０２ /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 ｅｎｄｏｒｓｅｓ －
ａｐａｒｔｈｅｉｄ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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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身份问题ꎬ 极端正统派与世俗人士 (尤其是俄裔移民) 之间展开了多轮较

量ꎬ 并将矛盾对立蔓延至大选中ꎬ 俄裔移民对极端正统派的抵制是以色列当

前政治僵局的重要原因ꎮ 如今宗教在以色列已成为一个 “永久性的尴尬”
(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①: 一方面ꎬ 作为犹太传统的守护者 (Ｇａｔｅｋｅｅｐｅｒ)ꎬ 犹太

教是以色列保持其民族传统和文化身份的重要途径ꎻ 另一方面ꎬ 世俗民主国

家的基本定位又要求政教分离ꎬ 限制宗教力量的过度发展ꎮ
长期以来ꎬ 以色列官方主导的认同是一种多数主义统治模式ꎬ 强调以色

列是一个以犹太人为主体民族的民族国家ꎬ 作为世界上唯一的犹太国家ꎬ 以

色列国必须竭力维持其犹太属性ꎬ 为了捍卫 “犹太多数地位” 可以忽略甚至

牺牲少数群体的利益ꎮ 在此模式下ꎬ 民族、 宗教、 族群等少数或弱势群体发

起争取承认和政治地位的斗争ꎬ 使以色列遭遇了来自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挑

战ꎮ 在不同群体的身份认同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分歧乃至对立ꎬ 他们各自对以

色列国家属性有着截然不同的界定ꎮ 例如ꎬ 阿拉伯人和哈雷迪拒不承认以色

列的犹太和民族属性ꎬ 不庆祝独立日ꎬ 也不唱以色列国歌ꎬ 不在以色列国防

军中服役ꎬ 与其他群体几乎完全隔离开来ꎻ 而且ꎬ 由于哈雷迪和阿拉伯人口

的高出生率ꎬ 人口对比的格局逐渐在发生改变ꎬ② 人口格局的变化又直接影响

到选举和政治格局ꎬ 许多世俗犹太人有种 “未来的天平不在自己一边” 的恐

惧和担忧ꎮ 当前ꎬ 以色列事实上已成为一个多文化和多族群的国家ꎬ 即使官

方没有对此加以承认ꎮ 如今以色列不再有清晰的多数群体ꎬ 也不再有清晰的

少数群体ꎮ 基于此ꎬ 以色列身份政治的核心悖论和持久困境是ꎬ 在谋求单一

犹太属性的理想和多元族群并存的现实之间存在难以克服的距离ꎻ 多元族群

并存的现实促使维持犹太属性的愿望和行动更加迫切ꎬ 其结果是来自多元族

群的反抗和动员愈加强烈ꎮ 可以说ꎬ 以色列最大的危险不在它的国境之外

(即安全和恐怖主义威胁)ꎬ 而在它自己的灵魂和精神里ꎮ

９７

①

②

Ｓ Ｚａｌｍａｎ Ａｂｒａｍｏｖꎬ Ｐｅｒｐｅｔｕａｌ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Ｊｅｗｉｓｈ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Ｓｔａｔｅ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７６

根据以色列中央统计局 ２０１２ 年一份对未来以色列人口的预测ꎬ 到 ２０５９ 年ꎬ 阿拉伯人口和哈雷迪人

口届时分别占总人口的 ２３％和２７％ꎬ 他们加在一起将超过世俗犹太人口从而占据以色列总人口的多数ꎬ 形

成所谓的 “阿拉伯—哈雷迪多数” (Ａｒａｂ － Ｈａｒｅｄｉ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ꎮ Ｓｅｅ Ｙｎｅｔꎬ “ＣＢ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ｓ Ａｒａｂ － Ｈａｒｅｄｉ
Ｍａｊｏｒｉｔｙ ｉｎ ２０５９ ”ꎬ Ｙｎｅｔ Ｎｅｗｓ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８ꎬ ２０１２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ｎｅｔ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０ꎬ ７３４０ꎬ Ｌ －
４２０９３３３ꎬ ００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２ －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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