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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国家重建困境的根源及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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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国家重建是伊拉克战后发展进程中亟待破解的难题ꎮ 伊拉克

国家重建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建构尚未完成和治理面临困境的背景下展开的ꎮ
当前ꎬ 伊拉克重建陷入政治制度难以有效运转、 尚未实现社会整合、 经济社

会重建未能全面展开的困境ꎮ 美国主导的重建、 地缘政治博弈和地区国家的

介入是伊拉克重建陷入困境的外部因素ꎻ 政党教派化ꎬ 政府治理能力缺乏ꎬ
进而弱化伊拉克的政治权威与政府的合法性、 传统上伊拉克民众凝聚力不足ꎬ
按教派、 族群划分的政治架构削弱了国家认同是内部根源ꎻ 极端主义和恐怖

主义蔓延也直接危及重建进程ꎮ 伊拉克解决重建困境的关键是在寻求平衡域

内外大国关系的前提下走自主重建之路ꎮ
关 键 词　 国家重建　 伊拉克　 族群　 教派　 国家认同　 政治权威

作者简介　 王丽影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西亚非洲系博士研究生

(北京　 １０２４８８)ꎻ 王林聪ꎬ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助理兼国际

关系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 (北京　 １００００７)ꎮ

国家重建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从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后重建启

动至今已有 １５ 年ꎬ 美国在伊拉克战后之初声称要将伊拉克建成民主、 稳定的

国家ꎬ 然而ꎬ 历经波折与反复ꎬ 目前的伊拉克各政治派别分化加剧ꎬ 经济社

会重建难以顺利推进ꎬ 特别是 ２０１４ 年 “伊斯兰国” 异军突起ꎬ 国家重建一度

陷入中断ꎮ 即使在 ２０１７ 年 “伊斯兰国” 溃败之后ꎬ 伊拉克重建进程仍裹足不

前ꎮ 伊拉克作为中东地区重要产油国ꎬ 在经济资源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的情

况下ꎬ 为何重建步履维艰? 其重建困境的根源何在? 如何破解重建诸难题?
这是学术界亟需深入探讨的重要议题ꎮ 本文拟围绕伊拉克重建诸问题ꎬ 分析

伊拉克战后重建困境根源ꎬ 进而探究破解伊拉克重建困境的出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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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阐释与研究综述

(一) 国家重建概念的界定及其内涵

西蒙切斯特曼 (Ｓｉｍｏｎ Ｃｈｅｓｔｅｒｍａｎ) 将国家重建定义为 “国际社会广

泛地介入一个国家ꎬ 旨在重建能够为公民提供物质和经济保障的统治机构

的行为ꎮ”① 世界银行发表的报告指出ꎬ 国家重建是指重新确立某一国家

社会、 经济体制并建立一个保证该体制有效发挥作用的和平社会ꎮ② 从上

述国家重建定义可以看出ꎬ 切斯特曼对国家重建的理解侧重外部力量的介

入ꎬ 并未重视重建对象国的经济社会条件和如何发挥重建国家的能动作

用ꎮ 而依据世界银行对国家重建的界定ꎬ 目前伊拉克重新确立的政治制度

尚不能完全有效发挥作用ꎬ 没有实现社会有序运转和经济重建的既定

目标ꎮ
就伊拉克重建的内涵而言ꎬ 本文主要指 “政权和国家机器重建、 经济恢

复和社会秩序重建”ꎬ 虽然伊拉克政权和国家机器已经建立ꎬ 但按照国家重建

的标准ꎬ 即重建完成可视为国家在一个能正常、 稳定运行的法律规则的基础

上实现政治、 军事和经济社会正常运转ꎬ 以及国家认同的恢复ꎮ③ 因此ꎬ 伊拉

克的重建仍远未完成ꎮ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ꎬ 国家重建不仅仅是重新建立一套

制度ꎬ 而是如何使新的制度有效地运转起来ꎻ 不仅仅依靠外部军事力量ꎬ 而

是本国军队能够独立保障社会安全稳定ꎻ 政府不仅能够促进社会力量的整合ꎬ
恢复经济发展ꎬ 而且在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实现民众对国家认同的回归等

等ꎬ 这将是艰巨而长期的任务ꎮ
(二) 相关研究进展

整体来看ꎬ 学界对伊拉克重建问题的研究主要从重建范围与外部干涉、
教派分化与国家认同ꎬ 治理能力与权力争夺几个方面展开ꎮ

学界关于战后重建的研究最初主要围绕重建范围的变化和外部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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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国家重建的干预而展开ꎮ① 戴维艾克波拉德 (Ｄａｖｉｄ Ｅｋｂｌａｄｈ) 指出ꎬ 与二

战后的国家重建相比ꎬ 冷战时期的国家重建范围有所扩大ꎬ 它不再是一个国

家内部事务ꎬ 后冷战时期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重建主要是在大国主导下进行的ꎬ
重建对象国政治制度和发展方向会发生明显改变ꎮ 关于外部干预对目标国重

建的影响ꎬ 纳米尔科达 (ＮｅｍｉｒＫｉｒｄａｒ) 认为ꎬ 美国对伊拉克战后重建政策

使该国陷入一个破碎状态ꎮ 刘月琴指出ꎬ 伊拉克与美国在重建目标和利益方

面的不同ꎬ 使伊拉克重建没有保障自身利益ꎮ② 汪波探讨了美国政府在伊拉克

政治重建中的政策失误及由此产生的消极作用ꎮ③ 江涛认为ꎬ 美国对伊拉克重

建是对其内部事务的侵犯ꎬ 违背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原则和不干涉

原则ꎮ④ 上述研究侧重分析美国主导下的重建对伊拉克国家利益的负面影响ꎮ
伊拉克历史上教派、 族群关系与民众认同对重建的影响也成为学界关注

的问题ꎮ 威廉波尔克强调ꎬ 伊拉克社会群体是多元的ꎬ 美国的重建政策侧

重当政者和制度安排ꎬ 而忽略了社会关系的重塑ꎮ⑤ 托比道奇 ( Ｔｏｂｙ
Ｄｏｄｇｅ) 指出ꎬ 美国由于对伊拉克社会结构缺乏了解ꎬ 使伊拉克难逃国家建构

失败的命运ꎮ⑥ 黄民兴认为ꎬ 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库尔德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尖锐

的民族矛盾ꎬ 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教派争端ꎬ 农村甚至城市中长期积淀的

传统部落关系及其价值观念不同程度地影响伊拉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ꎮ⑦ 另

外ꎬ 一些学者尝试从历史和社会视角分析伊拉克文化认同以及教派、 族群关

系对伊拉克政权重建的制约因素ꎮ
此外ꎬ 政府治理能力逐步成为学界分析伊拉克重建制约因素的一个重要

视角ꎮ 弗朗西斯福山指出ꎬ 美国政府没有预判到将重建任务移交给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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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治理能力低下的政府所带来的真正问题ꎮ① 他认为一个缺乏凝聚力和必要治

理能力的 “弱政府” 面对一个分裂型社会时ꎬ 很难形成一个政治共同体ꎮ②

扎伊德 (Ｚａｉｄ Ａｌ － Ａｌｉ) 强调ꎬ 伊拉克国家建构中政府权威并没有得到广泛认

同ꎬ 目前伊拉克政府的治理缺乏有效性ꎮ③ 韩志斌认为ꎬ 国家建构主要指发展

中国家树立新型国家的政治权威、 自上而下地向全社会渗透国家权力、 建立

现代政治体系的过程ꎬ 而伊拉克的国家建构仍不具备上述条件ꎮ④ 由此ꎬ 一些

学者认为伊拉克重建仍面临自身合法性不足和政府治理能力欠缺等问题ꎮ
从上述研究成果看ꎬ 既有研究多为伊拉克重建初期的阶段性成果ꎬ 而对

美军 ２０１１ 年撤离伊拉克和 “伊斯兰国” 溃败后国家重建为何仍步履维艰等问

题缺乏系统考察ꎮ 鉴于此ꎬ 本文将重点分析当前伊拉克重建所面临困境的深

层次原因ꎬ 并尝试探讨伊拉克自主重建的出路ꎮ

当前伊拉克国家重建面临的困境

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起ꎬ 伊拉克开始进入战后国家重建时期ꎬ 至 ２０１９ 年初ꎬ 国

家重建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其一是政权移交阶段 (２００３ ~ ２００６ 年)ꎮ 伊拉

克战争结束后ꎬ 临时管理委员会于 ２００３ 年 ６ 月成立ꎬ 美国负责重建的保罗
布雷默对临管会拥有否决权ꎬ 伊拉克国内逊尼派及部分什叶派民众都强烈反

抗美国的占领ꎮ 据统计ꎬ 当时该国平均每天发生 ７０ 次针对占领军的袭击ꎮ⑤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ꎬ 阿拉维临时政府成立ꎬ 并接管了行政权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伊拉克

“永久宪法” 获得通过ꎬ 确认伊拉克为伊斯兰、 民主、 联邦议会共和国ꎮ 由于

２００５ 年国民议会选举最初遭到逊尼派穆斯林抵制ꎬ 直到同年 １２ 月第二次国民

议会大选才产生 ２７５ 名国民议会成员ꎬ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０ 日由马利基领导的第一

届伊拉克政府遂正式成立ꎮ 其二是战后秩序重建阶段 (２００６ ~ ２０１１ 年)ꎮ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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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期是伊拉克秩序由乱到治的过渡时期ꎮ 其中ꎬ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是伊拉克教

派冲突最为严重的时期ꎮ 据统计ꎬ 大约有 ３ ０００ 人死于每月发生的宗派冲

突ꎮ① 从 ２００８ 年起ꎬ 伊拉克国内安全状况有所改善ꎬ 局势开始趋于稳定ꎮ 在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举行的选举中伊拉克安全力量已经能够承担起维护社会秩序的任

务ꎮ 伊拉克经济重建也缓慢启动ꎮ 在此背景下ꎬ ２０１１ 年底美国完成从伊拉克

撤军ꎮ 其三是战乱反复阶段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７ 年)ꎮ 随着美国从伊拉克撤军ꎬ 脆

弱的政治平衡随即被打破ꎬ 伊拉克各派冲突逐步升级ꎮ 宗教极端势力借着伊

拉克混乱的国内局势迅速壮大ꎬ 他们最初打着 “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 的旗

号发展起来ꎮ ２０１４ 年起 “伊斯兰国” 在伊拉克攻城略地ꎬ 一度威胁到政权的

存亡ꎮ 伊拉克战后重新建立起来的秩序再次陷入分裂状态ꎬ 国家处于内战的

边缘ꎮ 伊拉克各民兵力量、 库尔德人武装与政府军共同参与到打击 “伊斯兰

国” 的斗争中ꎮ 在此过程中ꎬ 各武装力量进一步壮大ꎬ 其中伊拉克库尔德地

区于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举行了公投ꎬ 伊拉克政府军强力出击ꎬ 有效打击了库尔德武

装力量ꎬ 为新一轮国家重建赢得主动权ꎮ 其四是国家重建重启阶段 (２０１７ 年

底至今)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 随着 “伊斯兰国” 最终被击溃ꎬ 时任总理阿巴迪宣

布政府军已收复 “伊斯兰国” 在伊拉克所控制的领土ꎬ 伊拉克政府 ２０１７ 年底

开启再度重建ꎬ 并制定了 «重建与发展框架»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ꎬ 强调力争通过政治和解ꎬ 从经济、 社会、 法制与安全等多个方

面展开自主重建ꎮ② 目前ꎬ 伊拉克大多数民众希望国家重新走向安定、 实现民

族和教派和解ꎬ 但各派政治力量的博弈仍没有停止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ꎬ 在伊拉克

举行的议会选举中ꎬ 倡导民族主义的什叶派宗教人士萨德尔 (Ｓａｄｒ) 领导的

萨德尔运动与左翼力量伊拉克共产党 (下称 “伊共”) 等组成的 “沙戎联盟”
(Ｓａｉｒｏｏｎ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赢得 ３２９ 个席位中的 ５４ 席ꎬ 超过其他竞选联盟ꎮ 此后ꎬ 各

政治派别经过艰难的重组新一届政府组建基本完成ꎬ 由各派制衡的弱势政府

将面临如何推进重建的艰巨任务ꎮ
纵观持续十余年的伊拉克战后重建ꎬ 其间交织着宗教与民族、 国家主权

与外部干涉等多方面矛盾关系ꎬ 其复杂性、 反复性超出伊拉克战前国际社会

的预期ꎬ 重建进程历经波折与反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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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政治力量分化ꎬ 各派别相互制衡

自伊拉克政治重建以来ꎬ 该国基本形成了什叶派领导人主掌议会、 库尔

德人担任总统、 逊尼派人士出任议长的政治格局ꎮ 然而ꎬ 这三大主要政治势

力之间缺乏包容ꎬ 难以达成共识ꎮ 同时ꎬ 什叶派内部各派别经过分化组合又

形成了相互制衡的态势ꎮ
２０１８ 年议会选举后ꎬ 伊拉克什叶派内部各政治力量激烈博弈ꎬ 最终形成

了五大政治派别ꎬ 即萨德尔领导的 “萨德尔运动”、 阿米里领导的 “巴德尔组

织”、 时任总理阿巴迪组建的 “胜利联盟”、 前总理马利基领导的 “法治国家

联盟” 以及伊拉克伊斯兰最高委员会哈基姆组建的 “希克玛运动” (Ｈｉｋｍａ)
(也被称为全国智慧运动)ꎮ 在政府组建问题上ꎬ 各派都试图扩大自身在议会

中的权力ꎬ 不愿让步或接受其他政治联盟的领导ꎮ 当前ꎬ 伊政府呈现出由萨

德尔领导的沙戎联盟和以哈迪阿米里 (Ｈａｄｉ ａｌＡｍｉｒｉ) 为核心的征服联盟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两大什叶派阵营相互制衡的局面ꎮ① 为了在各方之间达成

微妙的平衡ꎬ 最终阿卜杜勒迈赫迪 (Ｍｒ Ａｂｄｕｌ Ｍａｈｄｉ) 作为一位政治独立

人士被提名为总理ꎬ 并组建政府ꎮ 至今伊拉克并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

政府ꎬ 很多重建政策可能被各方利益集团所阻挠ꎮ
(二) 经济重建未能全面展开ꎬ 民生问题突出

随着 “伊斯兰国” 被击溃ꎬ 战后重建中民生问题成为伊拉克政府面对的

首要问题ꎮ ２０１４ 年至 ２０１７ 年 “伊斯兰国” 在该国攻城略地ꎬ 致使伊拉克石油

管道等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地受到破坏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伊拉克国民生产总值为１ ７０６
亿美元ꎬ 还没有达到该国 １９９０ 年１ ７９９亿美元的水平ꎮ② 由于缺乏安全保障ꎬ
外商纷纷逃离ꎮ 伊拉克重建所需资金缺口巨大ꎬ 目前伊拉克获得的重建基金

仅占所需资金的不到 ２％ ꎬ③ 严重影响国家经济重建ꎮ
常年战乱对经济和社会生态的破坏给伊拉克战后重建带来诸多困难ꎮ 由于

经济重建滞后ꎬ 民生问题愈加突出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初ꎬ 伊拉克南部什叶派民众居

住的中心地区巴士拉和其他城市发生了近年来最严重的抗议活动ꎬ 民众因糟糕

的公共设施 (如停电、 自来水污染)、 失业等问题爆发抗议活动ꎬ 愤怒的示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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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冲击政府办公大楼ꎬ 表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加剧ꎮ 实际上ꎬ 战后多年

来ꎬ 从马利基政府到阿巴迪政府都没能有效解决和应对重建中的民生问题ꎬ 他

们为巩固自身权力ꎬ 将相当精力用在与逊尼派政治力量和其他政治阵营之间的

政治角力上ꎮ 加之ꎬ 石油价格走低、 收入减少和打击 “伊斯兰国” 组织付出的

高昂战争代价ꎬ 加剧了政府的财政赤字ꎮ 这些都使伊拉克政府无法满足民众恢

复经济、 改善民生的需求ꎬ 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降低ꎬ 国家凝聚力减弱ꎮ
(三) 安全重建滞后ꎬ 社会持续动荡

重建以来的社会持续动荡表明ꎬ 伊拉克仍缺乏一支强有力的安全部队来

实现安全重建ꎮ 一方面ꎬ “伊斯兰国” 残余势力仍有能力发动局部恐怖袭击ꎬ
对伊拉克安全局势构成威胁ꎮ 虽然 ２０１７ 年底 “伊斯兰国” 极端组织已经被整

体击溃ꎬ 但仍有上万名残余势力在伊拉克与叙利亚接壤的边境地带活动ꎮ
２０１９ 年初ꎬ 部分恐怖分子在叙、 伊边境地区发动汽车炸弹袭击ꎬ 造成数十人

伤亡ꎮ 伊拉克的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ꎮ 当下ꎬ 伊拉克国内仍未建立起统一、
有效的政治秩序ꎬ 残余势力和极端思想仍对伊拉克国家安全构成威胁ꎮ 努力

实现各派和解、 消除恐怖组织滋生的土壤和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势力仍是伊拉

克重建中的重要任务ꎮ 另一方面ꎬ 政府军难以掌控各派武装力量ꎬ 军队战斗

力和凝聚力被进一步削弱ꎬ 对国家安全治理构成挑战ꎮ ２０１４ 年ꎬ 由于 “伊斯

兰国” 极端组织的迅速扩张ꎬ 伊拉克政府军无法独立扭转危局ꎬ 伊拉克宗教

领袖西斯塔尼遂号召有生力量共同抗击 “伊斯兰国”ꎬ 于是ꎬ 包括什叶派民兵

组织、 逊尼派武装和雅兹迪人、 土库曼人等其他少数族群组成跨教派、 跨族

群的武装团体ꎬ 即 “大众动员力量” (ＰＭＦ) 应运而生ꎬ “大众动员力量” 在

打击 “伊斯兰国” 的过程中发展壮大ꎮ 然而ꎬ 当 “伊斯兰国” 覆灭后ꎬ “大
众动员力量” 的武装力量仍然存在ꎬ 其派别之间相互对立ꎬ 且不受政府军控

制ꎬ 军队内部分裂日益明显ꎮ① “大众动员力量” 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武装力

量ꎬ 并与安全部队形成某种程度的抗衡ꎮ 目前ꎬ 伊拉克中央政府通过一项法

律ꎬ 将 “大众动员力量” 纳入到安全部队之中ꎬ 承认 “大众动员力量” 是一

个合法的武装实体ꎬ 但 “大众动员力量” 拒绝放弃他们的武器ꎬ 坚持使用他

们统一的制服和旗帜ꎮ② 由此看ꎬ 如何强化政府军事力量? 如何整合和掌控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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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武装力量? 如何维持地方安全秩序? 仍然是摆在现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ꎮ
(四) 民族、 教派隔阂难以消弭ꎬ 未能实现社会整合

国家重建启动以来ꎬ 一方面伊拉克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相互

交织ꎬ 尚未形成统一的政治共识ꎻ 另一方面ꎬ 教派和族群身份认同增强ꎬ 使

民众之间隔阂加深ꎬ 进而影响难民回归与社会整合ꎮ
２０１８ 年议会选举后ꎬ 由于主掌议会的什叶派内部政治主张存在明显差异ꎬ

民众主流价值观也随之被分化ꎬ 影响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重构ꎮ 以萨德尔为首

的政治力量强调国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ꎬ 反对外部的干涉ꎬ 赢得很多民众的

认同ꎻ 以西斯塔尼为代表的伊斯兰权威主义影响力有所增强ꎻ 另有什叶派领

导人公开表示对伊朗阿亚图拉哈梅内伊的忠诚ꎬ 声称追求霍梅尼风格的政权

形式ꎮ① 正如一些学者所言ꎬ 在中东民族国家建构中ꎬ 阿拉伯民族受到双重认

同的困扰最为突出ꎮ 伊斯兰主义者很自然地将文化、 社会和国家的政治纽带

建立在宗教基础之上ꎬ 而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看来ꎬ 文化和语言是国家、 社

会和公民资格的政治认同的支柱ꎮ 由此ꎬ 阿拉伯民族主义被视为一种世俗的

意识形态ꎮ② 伊拉克重建以来这两种认同相互交织ꎬ 特别是伊拉克宪法明确规

定伊拉克为伊斯兰国家、 伊斯兰教为国教后ꎬ 伊斯兰主义对民众国家认同的

影响日益增加ꎮ 由此ꎬ “宗教主义通过政治伊斯兰等形式产生广泛影响ꎬ 直接

影响伊拉克民众意识形态”ꎮ③

另外ꎬ 教派、 族群关系紧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伊拉克难民回归问题的

解决ꎮ “伊斯兰国” 曾故意煽动教派冲突ꎬ 袭击什叶派平民和其他少数族群ꎬ
这种做法造成民众在身份认同上的分化和对立④ꎬ 来自不同教派和族群的民众

之间隔阂加深ꎮ ２０１４ 年 “伊斯兰国” 恐怖分子大举进攻伊拉克北部地区ꎬ 曾

造成辛贾尔山 (Ｍｏｕｎｔ Ｓｉｎｊａｒ) 地区数万名雅兹迪人逃离家园ꎮ “伊斯兰国”
制造的大规模杀戮引发的逊尼派阿拉伯人和雅兹迪人及少数基督徒间的仇视

心理难以在短时间内弥合ꎮ 一些逊尼派难民回归家园担心会面临曾经遭受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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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的少数族群的报复ꎬ 族群矛盾仍是难民回归面临的主要障碍之一ꎮ① 据联合

国难民署统计ꎬ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 ３０ 日ꎬ 约 ２１０ 万伊拉克人流离失所ꎮ②

综上ꎬ 尽管从 ２００３ 年战后重建以来ꎬ 伊拉克各届政府努力推进国家重建

进程ꎬ 但总体看该国在政治重建、 经济重建、 安全重建和社会重建四方面举

步维艰ꎬ 均未取得预期效果ꎬ 面临着政治失序、 经济低迷、 民生困顿、 安全

形势堪忧、 教派关系紧张等困境ꎬ 国家重建任重道远ꎮ

伊拉克国家重建陷入困境的根源

伊拉克战后重建长期处于困境ꎬ 既有外来干涉和介入的影响ꎬ 又有伊拉

克自身历史和社会进程之缘由ꎮ 这两方面因素互动ꎬ 共同影响着伊拉克战后

重建的进程ꎮ
(一) 美国主导的重建与伊拉克国家利益不一致损害了重建的基础

一般来说ꎬ 一个国家的重建主要是通过其自身主导来完成的ꎬ 但是有些

国家的重建也可能是在外国干预下完成的ꎬ 最终建成与干预国倡导的政治制

度ꎮ③ ２００３ 年ꎬ 美国通过伊拉克战争彻底摧毁萨达姆政权及其统治机器ꎬ 致

使伊拉克重建的基础即该国政府本应享有的重建主导权不复存在ꎮ 由此ꎬ 美

国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ꎬ 主导伊拉克政权建构、 军事安全、 经济恢复等方面

的战后重建ꎮ 实际上ꎬ 美国主导的重建与伊拉克的国家利益并不一致ꎬ 这是

伊拉克重建陷入混乱和动荡的根源所在ꎮ
第一ꎬ 伊拉克重建初期带有明显的外部主导性ꎬ “外部干预性重建” 给伊

拉克重建带来持续性负面效应ꎮ 从 ２００３ 年重建开始到 ２００５ 年底伊拉克政府

产生前ꎬ 伊拉克处于无政府状态ꎬ 成为 “主权暂时缺失的国家”ꎮ 在此情况

下ꎬ 伊拉克被迫接受美国在其领土上进行的 “干预性重建”ꎮ 美国于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成立了 “联军临时管理局”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ꎬ 最高行政长官

由保罗布雷默担任ꎬ 全面管理伊拉克战后重建事务ꎮ 然而ꎬ 美国选派的在

伊拉克执行重建任务的美方人员对当地的情况不够了解ꎬ 在决策上犯了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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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玉栋、 程帅朋: «解放半年ꎬ 摩苏尔战争创伤难愈»ꎬ 载 «参考消息»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０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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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错误ꎮ① 在 “联军临时管理局” 工作的人中ꎬ 只有一位行政官员懂阿拉伯

语ꎬ 忽视了当地文化、 历史或社会的复杂性ꎮ 美国驻伊拉克官员实施的诸多

举措不利于伊拉克战后重建的开展ꎮ 后来ꎬ 按照美国倡导而建立的伊拉克民

主政权ꎬ 亦未充分考虑到伊拉克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结构等现实条件ꎬ 给伊拉

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构带来负面影响ꎮ 当前ꎬ 美国主导下的伊拉克政治重

建是以权力分享为核心的 “合作性民主”ꎬ 而这种政治模式需要以统一的民族

国家认同为前提ꎬ 成熟的公民社会为基础ꎬ② 而这些是伊拉克目前所不具备的ꎮ
另外ꎬ 在美国的主导之下ꎬ 伊拉克在战后确立的永久宪法确认了逊尼派、 什叶

派和库尔德人三方势力进一步分立的状态ꎬ 扩大了库尔德地区政府的自治权ꎬ
致使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分离倾向日益明显ꎬ 中央政府的权力进一步弱化ꎮ

第二ꎬ 美国清除复兴党 (ｄｅ － Ｂａａｔｈ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的政策激发了教派矛盾ꎮ 清

除复兴党的计划最终演变为 “去逊尼派” 行动ꎬ 这引起逊尼派官员和士兵的

强烈不满ꎮ 事实证明ꎬ 最初草率以教派来区分政治派别的方式ꎬ 促使个人的

政治参与热情转化成了个人的教派认同ꎬ③ 由此产生了尖锐的教派对立ꎮ 也就

是说ꎬ 美国制定的重建政策不仅没有促进民族、 教派和解ꎬ 反而加剧了伊拉

克政府内部的严重分化ꎬ 影响了伊拉克社会的重新整合ꎮ 另则ꎬ 以复兴党成

员为主的军事武装力量被清除后ꎬ 还使伊拉克安全重建严重滞后ꎮ 一方面ꎬ
仓促组建的新政府军战斗力薄弱ꎬ 短期内无法有效运转ꎬ 被迫依靠数量有限

的美占领军ꎬ 但美军军力不足ꎬ 无法有效遏制伊拉克国内暴力活动ꎻ 另一方

面ꎬ 被解散的伊拉克复兴党武装人员ꎬ 由于无法找到工作ꎬ 许多人便重新拿

起武器寻求报复ꎬ 对社会安定造成破坏ꎬ 也增加了安全重建的困难ꎮ
第三ꎬ 伊拉克经济重建之初受制于美国的安排ꎬ 国家经济利益没有得到

根本保障ꎮ 一方面ꎬ 伊拉克议会被迫通过美国参与起草的石油法ꎬ 名义上是

为了公平分配石油收益ꎬ 实际上则为美国石油公司控制伊拉克石油提供法律

保障ꎬ 从根本上摧毁了伊拉克经济基础ꎮ 另一方面ꎬ 用于重建的拨款被挪用ꎬ
致使工期延误ꎬ 伊拉克经济生活没有及时恢复运转ꎬ 民众的基本生活无法保

障ꎮ 虽然美国国会在重建之初拨款 １８４ 亿美元用于伊拉克经济重建ꎬ 但这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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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更多被用作五角大楼办公用品采购以及美在伊军事基地修筑上ꎮ① 事实证

明ꎬ 美国主导的经济重建无法实现伊拉克石油工业自主发展ꎮ
正是由于重建之初伊拉克主导权缺失ꎬ 美国对伊拉克战后制度的安排为

伊拉克国内教派、 族群之间权力争夺埋下了伏笔ꎬ 不利于战后伊拉克建立一

个强有力的政府ꎮ 美国的一些智囊曾提出ꎬ 把中东按照族群和教派分割成若

干更小的单位ꎬ 使之相互征战ꎬ 有利于美国对中东的控制ꎮ② 虽然此后美国将

主导权逐步转移给伊拉克政府ꎬ 但美国在马利基政府的产生和连任中施加了

重要的影响③ꎮ 由此可见ꎬ 美国的直接干预损害了伊拉克重建的基础ꎮ
(二) 政治权威的缺失严重阻碍伊拉克政治重建进程

政治权威④是国家实现其统治的基础ꎬ 也是伊拉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前

提ꎮ 对于战后重建的伊拉克而言ꎬ 主要政治力量分化与相互牵制是影响政治

权威形成的主要因素ꎮ 若政府没有足够的政治权威ꎬ 则无法取信于民众ꎬ 很

多政策就无法有效实施ꎮ 加之ꎬ 伊拉克战后确立的政治架构以及教派和民族

多元化社会结构制约着政治权威的重塑ꎮ
第一ꎬ 以教派和族群为基础的政治架构削弱了伊拉克政治权威的形成ꎮ

伊拉克的联邦制是在美国推动下确立的ꎮ 然而ꎬ 联邦制就像硬币一样ꎬ 兼具

两面性ꎮ 联邦制在包容自治方面获得成功的同时ꎬ 也鼓励了少数民族的分离

要求ꎮ 伊拉克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库尔德问题在联邦制度下被激发为分离主义ꎮ
联邦制扩大了库尔德地区政府 (库尔德自治政府) 自治的权力ꎬ 为伊拉克库

尔德人独立提供了空间ꎮ 对于教派和族群关系复杂的伊拉克而言ꎬ 联邦政府

缺乏一定政治权威ꎬ 对伊拉克战后民主政体的巩固构成严峻挑战ꎮ 因此ꎬ 这

种外来移植的政治体制与多元的社会结构之间相互作用制约着政治权威重塑ꎮ
２００６ 年后ꎬ 伊拉克什叶派凭借美国的扶持和人口优势主掌了议会ꎮ⑤ 以

教派和族群为划分基础的政体形式似乎实现了权力的公平分配ꎬ 但什叶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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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约瑟夫Ｅ 斯蒂格利茨、 琳达Ｊ 比尔米斯: «三万亿美元的战争: 伊拉克战争的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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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作用力ꎬ 本质上是一种强制力量ꎻ 而且权威是具有合法性的权力ꎬ 是使对方信从的影响力ꎮ 参见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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逊尼派的对立加剧了各派对权力的争夺①ꎬ 不利于国家政治权威的重塑ꎮ 事实

上ꎬ 在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之前ꎬ 伊拉克教派矛盾并不突出ꎬ 什叶派和逊尼

派民众能够和平共处ꎮ 伊拉克战后ꎬ 以选举为主要形式的政治动员转化为以

族群和教派为基础的权力争夺ꎬ 教派利益直接转换成政党利益ꎬ 形成政党教

派化ꎬ 进而弱化伊拉克的政治权威与政府的合法性ꎮ
第二ꎬ 伊拉克政府治理缺乏有效性ꎬ 不利于政治权威重塑ꎮ 其一ꎬ 在伊

拉克重建初期ꎬ 以什叶派为主的政府官员大多是从国外流亡回来的ꎬ 治国理

政经验不足ꎬ 加之政府和军队内部的腐败问题也损害了政府在民众心中的公

信力ꎮ 其二ꎬ 马利基政府没能有效团结逊尼派和库尔德人等少数政治派别ꎬ
影响政府公共权威重塑ꎮ ２０１１ 年底美军撤离后ꎬ 马利基政府极力巩固什叶派

在政权中的主导地位ꎬ 在权力和石油财富分配上采取排他性政策ꎬ 对逊尼派

穆斯林进行武力打压ꎬ 进而导致伊拉克国内教派冲突加剧ꎮ 此后ꎬ 两派的分

化已经深入到社会、 军队等各个层面ꎮ 其三ꎬ 什叶派政权自身凝聚力不足、
分化严重ꎬ 之前的达瓦党已经分裂为以前总理阿巴迪和马利基为首的两大政

治力量ꎬ 特别是 ２０１８ 年大选后主要党派在政府组阁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ꎬ 由

此可见什叶派执政联盟内部的分裂将阻碍其政治权威重塑ꎮ
(三) 国家认同的弱化制约伊拉克现代民族国家重建

战后伊拉克民众凝聚力不足ꎬ 按教派、 族群划分的政治架构削弱了国家

认同ꎬ 实际上是对复兴党时期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认同的解构ꎮ 加之ꎬ 掌管

议会的什叶派政府自身治理能力不足ꎬ 政治权威还未形成ꎬ 民众在心理上缺

乏对国家的认同与信任ꎮ
传统上ꎬ 伊拉克民众的国家认同相对较弱ꎮ 安东尼史密斯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Ｄ Ｓｍｉｔｈ) 曾提出ꎬ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亚洲一些国家虽然开启了现代 “民族构

建” 过程ꎬ 但由于这些国家还存在固有的 “族群” 的模式ꎬ 主要表现为对家族

血统和谱系的认同超越对国家的认同ꎻ 对本部族文化传统的认同超过法律ꎮ 这

种认同带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动员效果ꎬ 不利于国家整合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ꎮ
历史上ꎬ 伊拉克最初由巴格达、 巴士拉和摩苏尔三个省份人为组合而成ꎬ 政区

安排及居民主体与中南部脱节ꎬ 社会形态属于传统的混合部落制度ꎬ 社会处于

０１１

① ＮｅｍｉｒＫｉｒｄａｒꎬ Ｓａｖｉｎｇ Ｉｒａｑ: 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Ｂｒｏｋｅｎ Ｎａｔｉｏ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Ｗｅｉｄｅｎｆｅｌｄ＆ Ｎｉｃｏｌｓｏｎꎬ ２００９ꎬ ｐ １３７



伊拉克国家重建困境的根源及出路　

分散状态ꎬ 全民整体凝聚力差ꎮ① 加之ꎬ 位于伊拉克南部的什叶派阿拉伯人主张

泛伊斯兰主义ꎬ 中部的主体居民是逊尼派阿拉伯人ꎬ 坚持阿拉伯民族主义②ꎬ 北

部的库尔德人长期自治ꎬ 这对伊拉克战后重构政治认同形成很大负面影响ꎮ
伊拉克战争后ꎬ 该国形成了按教派、 族群划分的政治认同ꎬ 不利于伊拉

克战后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所必需的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的形成ꎬ 战后受到

外力解构的社会文化更不利于国家认同的重塑ꎮ 一方面ꎬ 伊拉克战后确立的

分权政治架构强化了民众的民族或宗教身份ꎬ 固化了其身份认同ꎬ 社会结构

进一步分裂ꎮ③ 国家认同源自政府的合法性ꎬ 而合法性的基础是政府具有广泛

代表性和处理国家事务的公正性ꎮ 伊拉克逊尼派和什叶派以及什叶派内部各

个政治力量分化明显ꎬ 甚至相互制衡ꎬ 民众对国家公共权威缺少信任ꎬ 严重

侵蚀国家向心力和政治认同ꎮ 在选举过程中ꎬ 民众的教派和族群认同差异被

政治精英所利用ꎬ 各政治派别为赢得更多选票而人为强化民众的宗教和民族

认同ꎮ 另一方面ꎬ 伊拉克民众国家认同弱化受制于战后政治权威缺失ꎮ ２００６
至 ２００７ 年ꎬ 伊拉克国内暴力冲突升级ꎬ 孱弱的政府既无力维护国内秩序ꎬ 也

无法保证民众基本的生存需求ꎮ 在此情况下ꎬ 一些民众开始寻求所属教派的

保护ꎬ 有些人还加入了教派武装ꎬ 由此教派作为一种政治认同得到进一步

强化ꎮ④

(四) 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蔓延直接危及重建进程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打破萨达姆强人统治下政治秩序的同时ꎬ 却没有建

立一个能够平衡各派利益的新秩序ꎬ 最终酿成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崛起ꎬ
随之而来的各种极端思想和恐怖主义迅速蔓延ꎬ 不仅对伊拉克的社会秩序构

成严重冲击ꎬ 而且严重威胁伊拉克政治体系建构ꎮ
“伊斯兰国” 在伊拉克发展起来是内外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ꎮ 一方

面ꎬ 美国对伊拉克的占领和伊拉克战后该国政治和社会生态遭到破坏ꎬ 为

“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 生根发芽提供了土壤ꎮ 事实上ꎬ 在伊拉克政治秩序重

构遭遇严重挫折时ꎬ 面对大国的干涉ꎬ 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开始兴起ꎮ 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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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主导伊拉克战后重建时ꎬ 逊尼派的政治影响力骤然下降ꎬ 在正面抗击无

法实现的情况下ꎬ 他们中的一部分试图通过暴力手段结束美军的占领ꎬ 这些

人成为该恐怖组织招募的对象ꎮ 另一方面ꎬ 始自 ２０１０ 年底的阿拉伯剧变使中

东地区局势持续动荡ꎬ 来自 “基地” 组织的极端分子开始向伊拉克渗透ꎬ “伊
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在此背景下发展起来ꎬ 加之伊拉克国内被各种极端

思想裹挟的各派别间冲突加剧ꎬ 恐怖袭击不断ꎬ ２０１４ 年 “伊斯兰国” 迅速坐

大ꎬ 对伊拉克战后秩序重建产生破坏性影响ꎬ 其表现为: 其一ꎬ “伊斯兰国”
异军突起阻断伊拉克国家重建进程ꎮ ２０１４ 年以来极端组织通过攻城略地ꎬ 一

度控制了摩苏尔、 提克里特和费卢杰等主要城市ꎬ 占领伊拉克近 １ / ３ 的领土ꎮ
“伊斯兰国” 在伊拉克扩展其影响后ꎬ 甚至谋求在伊拉克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

“哈里发国”ꎮ 到 ２０１５ 年年初ꎬ “伊斯兰国” 已初具国家架构ꎬ 在其实际控制

的省份按国家的方式实行管理ꎬ① 一度威胁到伊拉克政权的存亡ꎮ 可以说ꎬ
“伊斯兰国” 的出现是伊拉克政府在战后重建中面临的最大挑战ꎬ 使伊拉克重

建一度陷入停滞ꎬ 甚至倒退ꎮ 其二ꎬ “伊斯兰国” 重建所谓 “哈里发国” 的

主张对伊拉克国家体系重建构成挑战ꎮ “伊斯兰国” 不承认现有国家边界ꎬ 信

奉 “圣战萨拉菲主义” 的意识形态ꎬ 即通过发动 “圣战” 等暴力手段ꎬ 推翻

现政权ꎬ 试图建立横跨世界的伊斯兰帝国ꎬ② 这严重威胁到伊拉克政治秩序和

现代国家体系重建ꎮ 正如一些学者所言ꎬ 世俗化、 法制化是现代民族国家政

治建构的标志ꎮ 回归传统的伊斯兰政治文化将成为当代伊斯兰国家进行现代

化和民主化的障碍ꎬ③ 也会阻碍伊拉克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进程ꎮ 因此ꎬ 意识形

态缺失和国家认同弱化影响国内凝聚力ꎬ 制约伊拉克国家重建ꎮ 其三ꎬ “伊斯

兰国” 极端主义思想的传播阻碍了伊拉克战后统一意识形态的构建ꎬ 不利于

国家民族主义的重新确立ꎮ 即使目前 “伊斯兰国” 已经被击溃ꎬ 但 “只要这

种伊斯兰极端主义生存土壤依旧存在ꎬ 这种极端势力就不会被根除ꎮ”④

(五) 地缘政治博弈和地区国家的介入影响伊拉克重建进程与走势

就地缘政治而言ꎬ 地处中东心脏地带、 石油产量丰富的伊拉克对大国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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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拥有重要战略价值ꎮ 加之ꎬ 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促使地区大国加快了对伊

拉克介入和争夺的步伐ꎬ 特别是近两年来ꎬ 中东地区大国间主导权争夺已经

渗透到伊拉克国家重建之中ꎮ 沙特与伊朗之间以教派分野为背景的地缘政治

角逐ꎬ 使一些正在重建中的国家难免受到牵连ꎮ①

目前ꎬ 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政治、 军事和经贸等多个层

面ꎮ 在政治方面ꎬ 以哈迪阿米里 (Ａｍｉｒｉ) 为核心的巴德尔 (Ｂａｄｒ) 组织

得到伊朗的有力支持ꎬ 在 ２０１８ 年伊拉克议会组阁期间组成征服联盟ꎬ 该政

治联盟是伊拉克第二大政治力量ꎮ 在军事方面ꎬ 美国占领伊拉克期间ꎬ 伊

朗曾向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提供支持ꎮ 两伊的军事合作在 ２０１４ 年到 ２０１７ 年

伊拉克打击 “伊斯兰国” 的过程中更为紧密ꎮ 在经济层面ꎬ 伊朗对伊拉克

的影响力与日俱增ꎮ 据统计ꎬ 伊朗每年向伊拉克出口逾 ６０ 亿美元的商品ꎬ
其中包括食品、 建材和消费品等ꎬ 伊朗已成为伊拉克第三大进口来源国ꎮ
近年来ꎬ 双方在石油领域的合作日渐深入ꎬ 并于 ２０１７ 年底签署了 ６ 万桶 /天
的石油互换协议ꎮ②

与此同时ꎬ 沙特与伊拉克的关系在近年已逐渐缓和ꎮ 沙特与伊拉克的互

动也是为平衡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ꎮ 由于伊拉克经济重建亟需巨额资金投

入ꎬ ２０１７ 年以来ꎬ 沙特通过 “支票外交”ꎬ 实现了两国之间的互访ꎮ 沙特于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份在伊拉克重建国际捐助会议上承诺为伊拉克重建提供更多资金

支持ꎮ 两国还组建了协调委员会ꎬ 讨论扩大双边经贸往来ꎮ 除经济方面与伊

拉克加强合作外ꎬ 沙特声称在 ２０１８ 年伊拉克议会选举中为非什叶派和民族主

义候选人提供资金和外交支持ꎮ 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ꎬ 伊拉克教派冲突的

背后是一场在中东地区出现的意识形态的分化ꎬ 是境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和宗

教势力之间为夺取地区政治和宗教文化主导权的博弈ꎮ③

由此可见ꎬ 伊拉克重建难免受到地区国家在地缘政治和地区主导权争夺

的影响ꎮ 目前ꎬ 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新月地带逐渐扩大ꎬ 加之什叶派政权在

伊拉克重新赢得主导权ꎬ 沙特与伊朗对伊拉克的争夺随之升温ꎬ 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着伊拉克重建的进程和走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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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国家重建的出路

最初由美国主导下确立的政治架构和 “去复兴党政策” 致使伊拉克内部

教派和族群矛盾激增ꎬ 加剧了社会分裂ꎮ 加之ꎬ 伊拉克政府缺乏有效的治理

能力ꎬ 经济和安全重建滞后ꎬ 制约伊拉克政府政治权威重塑ꎮ 如何摆脱困境、
加快重建进程ꎬ 这是伊拉克现政权亟待解决的问题ꎮ ２０１８ 年初ꎬ 伊拉克政府

公布了 «重建与发展框架»ꎬ 具体包含国家治理、 政治和解与秩序构建、 经济

社会发展、 基础设施建设等优先解决的重建问题①ꎬ 该框架为增强该国政府治

理能力、 恢复重建提供了路线图ꎮ 实际上ꎬ 伊拉克重建首先在于实现政治派

别间相互妥协、 提升政府治理能力、 增强民众对国家的信任和认同ꎬ 在处理

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同时推进自主重建之路ꎮ
(一) 平衡域内外大国关系ꎬ 走自主重建之路

从国际体系视角看ꎬ 伊拉克作为一个主权国家ꎬ 重建过程中不仅要平衡

域外大国的关系ꎬ 更取决于自身力量的增强ꎮ
第一ꎬ 美国出于牵制伊拉克的战略考虑ꎬ 不希望伊拉克什叶派政府做

大、 做强ꎬ 更不希望其他大国和伊拉克走近ꎮ 事实上ꎬ 美国对其他大国介

入伊拉克事务持警惕态度ꎬ 不希望其他大国与美国争夺在伊的影响力或参

与伊经济重建ꎮ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ꎬ 当伊拉克时任外交部长称有兴趣购买俄罗斯

的 “Ｓ － ４００” 地空导弹防御系统时ꎬ 美国根据 ２０１７ 年制裁法案便向伊拉克

发出警告ꎮ 由此可见ꎬ 美国试图通过军事和经济干预ꎬ 为伊拉克自主重建

设置障碍ꎮ ２０１４ 年伊拉克安全部队在面临 “伊斯兰国” 威胁时ꎬ 不得不倚

重外部力量ꎬ 尤其是美国的安全援助ꎬ 而这种安全靠外力的重建策略是难

以持久的ꎬ 无法保证自主重建ꎮ 目前ꎬ 虽然美国在伊拉克的影响力有所缩

减ꎬ 但美国的情报人员和军事顾问以及特遣部队将近 ５ ０００ 人仍在伊拉克边

境附近执行清除 “伊斯兰国” 军事据点的行动ꎬ 对伊拉克安全重建的影响

一直都存在ꎮ
第二ꎬ 尽力减少美国在伊重建中的影响以增强自主重建能力ꎮ ２０１８ 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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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ꎬ 随着美国日益加强对伊朗的战略挤压ꎬ 美国政府致力于组建所谓的 “中
东战略联盟”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ꎬ 以打击伊朗在该地区扩张ꎬ 由

此伊拉克成为美国拉拢的对象ꎬ 对伊拉克战后重建的影响进一步增加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ꎬ 特朗普总统对美军驻伊拉克的阿萨德空军基地进行突访后提

出将通过基地监视伊朗ꎮ 伊拉克总统萨利赫对此立即予以回应ꎬ 强调根据

“美伊战略框架协议” (ＵＳ － Ｉｒａｑ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ꎬ 美国已同意

不将伊拉克作为攻击其他国家的中转地ꎬ① 因此ꎬ 伊拉克政府未允许美国从

伊拉克基地监视伊朗ꎮ 伊拉克政府的回应引发美国的高度关切ꎮ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６ 日ꎬ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与伊拉克总理迈赫迪就美军在伊拉克的合法地

位问题进行了磋商ꎮ 双方都证实驻伊美军的唯一任务是打击 “伊斯兰国”
和训练伊拉克军队ꎬ 此举表明伊拉克政府正积极应对美国对伊拉克重建的

影响ꎬ 力求削弱美国在本国的影响ꎬ 以实现自主重建ꎮ 与此同时ꎬ 伴随着

美国对伊朗制裁的升级ꎬ 美国进一步向伊拉克施压ꎬ 要求其终止从伊朗进

口天然气和电力②ꎬ 这将严重制约伊拉克的经济重建ꎮ 面对美国的要求ꎬ 伊

拉克政府仍坚持与伊朗的合作ꎮ 可以说ꎬ 伊拉克新一届政府在战后重建中

对美国的干预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应对ꎬ 不愿意屈从于美国或牺牲其经济

利益而影响国家重建ꎮ
因此ꎬ 伊拉克在努力摆脱对美国等外部势力的依赖的同时ꎬ 仍需借助与

域内大国发展经贸关系ꎬ 平衡美国对伊拉克重建的干预ꎬ 才能逐步增强自身

在重建中的主导作用ꎮ
(二) 促进政治派别间妥协ꎬ 提高治理能力ꎬ 重塑政治权威

政治重建是伊拉克战后重建的基础ꎬ 其根本在于建立一个让民众信服、
治理有效的政府ꎮ 第一ꎬ 实现教派和解、 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治理能力是重塑

政治权威的关键ꎮ 一方面ꎬ 建立避免派系纷争和外部干预的和解政府是伊拉

克政治重建的方向ꎮ 另一方面ꎬ 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和打击腐败是增强民众对

政府信任的基本前提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新一届政府成立ꎬ 新上任的阿德

尔阿卜杜勒迈赫迪总理得到什叶派两大政治联盟的支持ꎬ 他在意识形态

方面具有灵活性ꎬ 并且在国内与各个教派、 政党和在国外与伊朗、 美国都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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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良好的关系ꎬ 因此迈赫迪将尽力平衡各派政治诉求ꎬ① 为实现各派间和解创

造条件ꎮ 新一届政府组建进程中ꎬ 为防止教派利益政党化ꎬ 萨德尔要求独立

候选人而不是党派候选人填补政府中的空缺职位ꎮ 他试图创建一个避免派系

纷争和外部干预的、 由技术专家组成的政府ꎬ 这将有利于政府在经济、 安全

重建中发挥引领作用ꎬ 为战后重建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ꎮ 当然要真正实现各

派别权力和资源合理分配需要更长的时间ꎮ
第二ꎬ 安全秩序的重建是提高政府治理能力、 遏制腐败、 重塑政府权威

的有效保障ꎮ 安全重建的关键是重新整合军队各派力量ꎬ 特别是什叶派民兵

武装ꎮ 有效解决政府军内部教派分化和军队官员腐败问题ꎬ 不仅可以增强军

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ꎬ 实现安全秩序重建ꎬ 而且可以为经济重建提供一个安

全的环境ꎬ 以积极吸引外国投资ꎬ 同时也将加强伊拉克政府自主重建能力、
保障民众的生活不受安全威胁ꎮ

第三ꎬ 资源的公平合理分配有利于政治权威的重塑ꎮ 对伊拉克政府而言ꎬ
经济重建将成为伊拉克政府今后工作的重点ꎮ “伊斯兰国” 毁坏了大量基础设

施ꎬ 政府急需资金进行重建ꎮ 随着伊拉克石油产量的增加ꎬ 政府在石油收入

分配上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ꎬ 重点实现桥梁、 住房、 电力等基础设施重建ꎬ
并注意在石油财富分配上平衡各派利益ꎮ 在 ２０１８ 年伊拉克重建国际会议上ꎬ
各方承诺认捐总额约 ３００ 亿美元ꎬ 其中 ２６０ 亿美元主要用于投资和扩大信贷

额度ꎮ② 实际上ꎬ 在获得世界银行、 海湾国家等各方支持的同时ꎬ 伊拉克政府

必须加强自身的 “造血” 功能ꎬ 促进石油产业和非能源产业的发展ꎬ 以提供

大量就业机会ꎬ 切实解决民生问题ꎬ 促进恢复经济社会发展ꎬ 为增强民众对

政府的信任创造有利条件ꎮ
(三) 确立公民身份认同ꎬ 促进国家认同

构建超越教派、 族群认同的国家认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ꎬ 也是伊拉克重

建中必须面对的问题ꎮ 在伊拉克ꎬ 民众对国家认同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过程ꎮ
在萨达姆当政时期ꎬ 大多数民众对自我身份的定位是伊拉克人ꎮ 然而ꎬ 伊拉

克战争后ꎬ 由于教派冲突引发社会长期动荡ꎬ 民众的安全感缺失ꎬ 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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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于弱化ꎬ 特别是在农村ꎬ 普通民众对传统家族部落和教派的认同更明显ꎮ
相对而言ꎬ “西方民族国家是观念性的ꎬ 得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支

持ꎮ”① 与西方民族主义国家不同ꎬ 伊拉克是建立在共同家族、 教派、 族群联

系基础上的ꎮ 伊拉克战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需要构建民众的现代公民身份认

同ꎬ 这意味着伊拉克政府想要增强民众的公民国家意识ꎬ 既要在社会层面充

分尊重主体民众的伊斯兰认同和其他少数族群的宗教信仰ꎬ 又要借助国家民

族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凝聚民心ꎬ 建立现代公民身份认同ꎮ 总体来说ꎬ 在社会

层面维持民众原有教派、 族群认同的基础上ꎬ 在政治意识形态层面形成超越

教派的国家认同是伊拉克建设现代国家的必由之路ꎮ
(四) 发挥重建主体作用ꎬ 推动周边国家共同参与重建

伊拉克战后重建的出路在于发挥重建主体作用和平衡周边国家关系ꎬ 进

而营造和平的周边安全环境ꎬ 推动地区国家参与伊拉克经济重建ꎮ
第一ꎬ 积极开展平衡外交ꎬ 助力经济重建ꎮ 一方面ꎬ 在沙特与伊朗之间建

立一种平衡外交关系有利于伊拉克发挥重建主体作用和维护重建主导权ꎮ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１ ~１３ 日ꎬ 伊朗总统鲁哈尼访问巴格达ꎬ 这是他 ２０１３ 年就任总统后首次

到访伊拉克ꎬ 伊拉克总统萨利赫和总理迈赫迪分别高规格地接待了鲁哈尼ꎮ 两

伊签署了一系列有关能源、 运输、 农业、 工业的协议ꎬ 包括建设一条连接两国城

市的铁路ꎬ 预计这些合作将双边贸易额从目前１３０ 亿美元提高到２００ 亿美元ꎮ 两伊

加深经贸往来既有助于伊拉克战后经济重建ꎬ 也有助于伊朗抵御美国的高压制裁ꎮ
伊拉克在与伊朗深入开展贸易合作的同时ꎬ 加强与沙特的经贸往来ꎬ 既

可以实现平衡外交又能在重建中维护自身利益ꎮ 伊拉克政府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重

新开放了曾关闭 ２０ 多年的沙特驻巴格达大使馆ꎮ 随后ꎬ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ꎬ 伊拉克

什叶派领导人萨德尔还与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会面ꎮ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４ 日ꎬ 伊拉克总统萨利赫接见了到访的沙特阿拉伯贸易和投资代表团ꎮ 实际

上ꎬ 近年来ꎬ 沙特越来越看重伊拉克在地区战略格局中的地位ꎬ 积极参与伊

拉克的战后经济重建ꎮ
另一方面ꎬ 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有助于伊拉克筹集经济重建的资金ꎮ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ꎬ 在科威特举行的伊拉克重建国际捐助会议得到周边国家的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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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和参与ꎬ 有助于伊拉克重建工程的启动ꎮ 在重建大会上最多的国家捐助

来自土耳其、 科威特、 沙特阿拉伯、 卡塔尔和阿联酋等国家ꎮ①

第二ꎬ 扩大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ꎬ 有利于为伊拉克重建营造一个稳定的

周边环境ꎮ 重建工作启动以来ꎬ 伊拉克政府积极与伊朗、 土耳其、 约旦等周边

国家加强军事合作ꎮ 在伊拉克库尔德公投事件中ꎬ 伊朗和土耳其在库尔德问题

上坚定支持伊拉克ꎮ 在伊拉克库尔德区公投前ꎬ 土耳其和伊朗分别与伊拉克进

行了联合军事演习ꎮ 同时ꎬ 土耳其关闭边界并切断伊拉克库尔德地区通往土耳

其的石油通道ꎮ 在伊朗和土耳其的支持下ꎬ 伊拉克成功阻击了伊拉克库尔德人

独立的倾向ꎬ 并对伊拉克收复对边境地区的控制权起到了促进作用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ꎬ 时任伊拉克外交部长贾法里与约旦外长萨法第举行会谈ꎬ 双方为防止两国

边境地区遭受恐怖主义势力威胁ꎬ 商讨建立联合军事委员会ꎮ 这些事例说明ꎬ
有效改善周边关系、 创造良好与和平的周边环境ꎬ 有利于伊拉克社会经济重建ꎮ

总之ꎬ 伊拉克的重建应建立在主权独立基础之上ꎬ 通过平衡与域内大国之间

的关系ꎬ 加强与地区大国的合作与友好关系ꎬ 确保重建进程中有一个安全的周边环

境ꎬ 进而充分利用周边国家的投资与援助ꎬ 提高自主重建的能力和重建目标的实现ꎮ

结　 语

伊拉克重建历经漫长而反复的过程ꎬ 美国主导下确立的以教派和族群为基

础的政治架构不仅不利于伊拉克政治权威的重塑ꎬ 而且强化了教派认同和族群

认同ꎬ 加深了社会结构的分裂ꎮ 另外ꎬ 不同派别之间的权力争夺使国家政治重

建的基础遭到削弱ꎬ 特别是主掌议会的什叶派政府内部的分化也削弱了政治权

威ꎬ 不利于战后伊拉克政府治理能力的加强ꎮ 而伊拉克军队内部分化则制约着

安全重建ꎬ 无法提供经济重建所需的安全环境ꎮ 目前ꎬ 伊拉克在现代民族国家

建构尚未完成、 政治生态依旧脆弱的情况下ꎬ 亟需各政治派别达成妥协、 提升

民众的国家认同感ꎬ 以重塑政治权威ꎮ 历史经验表明ꎬ 只有具有一定权威和合

法性的政府才能够推动安全和经济重建ꎬ 增加民众的安全感和归属感ꎮ 因此ꎬ
伊拉克各个政治派别只有以国家利益为重ꎬ 实现相互和解ꎬ 才能建立一个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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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性的、 合法有效的政府ꎮ 在此基础上伊拉克政府通过提高自身治理能力ꎬ
大力恢复石油工业ꎬ 同时充分利用外部投资和信贷实现经济社会重建ꎬ 重新赢

得民众对政府的信任ꎬ 加强内部团结与统一ꎬ 才能顺利完成重建任务ꎮ
与此同时ꎬ 伊拉克国家重建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些中东国家在经

历战争或冲突后重新探寻其发展道路的一种新的尝试ꎬ 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ꎮ
因为伊拉克所面临的战后重建诸问题ꎬ 同样是中东地区处于战乱的国家或正

在进行重建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ꎮ 因此ꎬ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ꎬ 伊拉克战后重

建问题及其解决途径乃是一种特殊背景下启动的 ２１ 世纪探索中东现代民族国

家建构的独特方式和发展道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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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ｋｅｙ ｔｏ ｓｏｌ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ｅｄｉｃａ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ｒａｑ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ｌ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ｊｏｒ ｐｏｗｅｒｓ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ꎻ Ｉｒａｑꎻ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ꎻ Ｓｅｃｔꎻ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ꎻ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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