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掣肘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外部因素

马晓霖

　 　 内容提要　 ２０１７ 年是联合国第 １８１ (Ⅱ) 号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出

台 ７０ 周年ꎬ 该决议规定的 “以色列国” 已成立 ６９ 年ꎬ “阿拉伯国” 即

后来的巴勒斯坦国却迟迟没有实现独立ꎮ 导致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目标长期

不能达成的内外因素非常多ꎬ 且复杂ꎮ 从外部因素看ꎬ 后殖民时代巴勒斯

坦独立建国政治认同的缺失、 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的内部竞争与钳制、 大

国的介入与干预、 政治伊斯兰因素的影响、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冲击以及宗

派与地缘政治的分野ꎬ 构成巴勒斯坦人始终难以自决政治前途和民族命运

的障碍ꎮ 从历史经验看ꎬ 实现建立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目标ꎬ 与

其说依赖外部力量的支持ꎬ 不如说取决于巴勒斯坦内部能否实现团结ꎬ 独

立自主做出历史抉择ꎬ 并勇敢地争取与以色列实现公正和持久和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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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地区最敏感、 影响深远且至今仍困扰地区发展的核

心议题ꎮ 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 日ꎬ 为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国提供依

据的 «贝尔福宣言» (Ｂａｌｆｏｕｒ 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问世ꎬ 埋下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

拉伯人之间纠纷和冲突的祸根ꎮ 回首 ７０ 年前ꎬ １９４７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联合国大会

通过了在巴勒斯坦地区分别建立 “犹太国” 和 “阿拉伯国” 的 «巴勒斯坦将

来治理 (分治计划) 问题的决议»ꎬ 即第 １８１ ( ＩＩ) 号决议①ꎬ 但巴勒斯坦迟

３

① 参见联合国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ｚｈ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ｖｉｅｗ＿ ｄｏｃ ａｓｐ? ｓｙｍｂｏｌ ＝ Ａ / ＲＥＳ / １８１
(ＩＩ)ꎬ ２０１７ － ０６ － 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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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未能正式建立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ꎮ 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

２０１７ 年这一重要历史节点ꎬ 回顾历史ꎬ 巴勒斯坦人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

寻求建国之路ꎮ 事实上ꎬ 对于巴勒斯坦建国问题ꎬ 它不仅仅是该国人民的自

主选择与努力ꎬ 而且也具有多重政治属性ꎬ 因而受到多方面外部因素的制约ꎬ
并且内、 外因素产生深刻互动ꎮ 这种超越巴勒斯坦问题自身的属性和互动ꎬ
构成巴勒斯坦人始终难以自决政治前途和民族命运的致命障碍ꎬ 也成为无法

与以色列建立战略互信并尽快和平相处的客观条件ꎮ 鉴此ꎬ 沿着 ７０ 年时间轴

线 (以 １９４７ 年联合国巴以分治决议为起点)ꎬ 本文拟以阿拉伯政治认同、 国

家利益较力、 大国干预、 伊斯兰复兴运动、 伊朗崛起和宗派纷争等 ６ 个维度

为横切面ꎬ 分析不同历史时段影响巴勒斯坦问题解决的外部主要不利因素①ꎮ
综合来看ꎬ 我们似可以由此找寻出哪些外部力量阻滞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目标

的实现ꎬ 换个角度考察巴以冲突的解决之难ꎬ 对未来双方排除外部干扰、 尽

快实现和平提供新的参考系ꎮ

后殖民时代巴勒斯坦独立建国政治认同的缺失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ꎬ 巴勒斯坦这块土地首先作为 “大阿拉伯” 的一

部分ꎬ 被英国用于诱惑梦想统一的阿拉伯人举行反对奥斯曼统治的起义ꎬ 但

是ꎬ 在笼统许诺给麦加穆夫提、 谢里夫 (总督) 侯赛因本阿里及其家族

后ꎬ 又通过 «贝尔福宣言» 转手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送了人情ꎮ 一战结束后ꎬ
英国自食其言ꎬ 既没有满足侯赛因家族建立以大马士革为首都的 “大阿拉伯

国”ꎬ 也没有计划推动巴勒斯坦地区人民的独立建国ꎮ 相反ꎬ 侯赛因家族代表

费萨尔王子和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哈依姆威兹曼还围绕 «贝尔福宣言» 的落

实公开和直接磋商ꎬ 彼此承诺支持对方建国ꎬ 实现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和谐

相处ꎮ 在此阶段ꎬ 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根本无缘、 无力独立建国ꎬ 因为

现代巴勒斯坦是英、 法殖民者人为制造出来的地理概念ꎬ 生活在这片土地上

４

① 以色列作为巴以问题最主要的利益攸关方之一ꎬ 无疑是研究该问题不可或缺的外部力量ꎮ 但

由于学界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研究ꎬ 大多集中在巴勒斯坦内部因素、 以色列因素两大视角ꎬ 相关著述汗

牛充栋ꎬ 而其他外部影响因素研究不甚充分ꎮ 因此ꎬ 本文对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剖析不包括以色列因素ꎮ
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ꎬ 巴勒斯坦问题是大国借助联合国这个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强力干预的结果ꎬ 大

国在联合国直接或间接左右巴勒斯坦独立进程始终与现场博弈两条线并存ꎬ 且足以独立成文ꎬ 本文容

量有限ꎬ 故略去不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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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阿拉伯人被突然封闭在这个狭小而有别于周边阿拉伯地区的范围内ꎬ 客观

上给他们争取合法权益的斗争带来极大难度ꎮ 但是ꎬ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自身

的缺憾也是导致他们丧失建国机遇的主要原因ꎮ 这种自身缺憾既表现为没有

形成统一的政治力量ꎬ 还表现为本地政治精英势力的分裂ꎮ①

１９４７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ꎬ 第二届联大通过关于巴、 以分治的第 １８１ (ＩＩ) 号决

议ꎬ 实际上是确立了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的建国权利ꎮ 犹太人根据分治决议

的规定ꎬ 在 １９４８ 年英国委任统治结束后ꎬ 建立了以色列国ꎮ 而建立民族独立和

主权完整的巴勒斯坦国绝非巴方一厢情愿的行动ꎬ 需要拥有自身能力与获得外

部支持ꎮ 在当时背景下ꎬ 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是英国和法国分割奥斯曼帝国

亚洲西部遗产后的最后一块土地ꎬ 阿拉伯人虽然占据人口半数以上ꎬ 但是并没

有自决前途的能力ꎮ 一方面ꎬ 巴勒斯坦问题作为列强通过一战和二战重新瓜分

世界的孽种之一ꎬ 巴勒斯坦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尚不成气候ꎬ 侯赛尼和纳沙希

比两大传统家族争夺控制权ꎬ 巴勒斯坦缺乏统一力量和独立共识ꎮ 另一方面ꎬ
周边阿拉伯国家大都觊觎这块圣地而反对分治ꎬ 且不满于联合国第 １８１ (ＩＩ) 号

决议在土地分配中明显偏袒犹太人的规定ꎬ 不乐意巴勒斯坦独立建立所谓 “阿
拉伯国”ꎮ 外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两次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巴勒斯坦代表处主任果

尔达梅厄秘密会晤ꎬ 试图说服犹太人放弃独立ꎬ 在统一的大约旦王国中享受

高度自治地位ꎬ 双方一致将控制耶路撒冷的穆夫提侯赛尼阿明当作敌人ꎮ②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ꎬ 在以色列宣布独立的次日凌晨ꎬ 埃及、 约旦、 叙利

亚、 黎巴嫩和伊拉克对以色列发动进攻ꎬ 它们基本出自本国利益特别是对土

地的渴望而参战ꎬ 并没有打算为当地阿拉伯人建立一个独立国家: 埃及既想

履行阿拉伯国家联盟反对分治的决议ꎬ 也想避免阿卜杜拉一统巴勒斯坦ꎻ③ 约

旦想要巴勒斯坦全境特别是耶路撒冷ꎬ 黎巴嫩和叙利亚想平分加利利地区ꎬ
伊拉克想要获得出海口ꎮ④ 另外ꎬ 巴勒斯坦人没有直接参与土地保卫战ꎬ 也没

有给参战阿拉伯军队提供足够的援助ꎮ⑤ １９４９ 年 ３ 月ꎬ 第一次中东战争停火ꎬ

５

①
②

③
④
⑤

殷罡: «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ꎬ ２００２ 年版ꎬ 第 ２０８ 页ꎮ
[以色列] 果尔达梅厄: «梅厄夫人自传»ꎬ 张仲远、 李佩玉译ꎬ 新华出版社ꎬ １９８６ 年版ꎬ

第 ２０１ 页ꎮ
殷罡: 前引书ꎬ 第 １９７ 页ꎮ
[以色列] 果尔达梅厄: 前引书ꎬ 第 ２１８ 页ꎮ
[巴勒斯坦] 艾哈迈德利马维: «２０ 世纪巴勒斯坦民族斗争的历史轨迹» (阿拉伯文)ꎬ 沙

特法赫德国王国家图书馆ꎬ ２００５ 年版ꎬ 第 ２４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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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不仅守住了联合国第 １８１ (ＩＩ) 号决议划分给犹太人的土地ꎬ 还将留给

阿拉伯人的土地占去一大半ꎬ 余者分别被埃及 (加沙地带) 和约旦控制 (约
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ꎮ

战争爆发当年ꎬ 尽管在埃及支持下出台 １７ 条规约ꎬ 泛巴勒斯坦政府得以

组建ꎬ 并得到叙利亚、 约旦和也门的支持ꎬ 甚至出席了当年 １１ 月召开的阿盟

会议ꎬ① 但是ꎬ 这个名义上的傀儡政府不仅持续时间短ꎬ 而且还成为巴勒斯坦

人自己第一时间埋葬独立梦想的牺牲品ꎮ １２ 月ꎬ 巴勒斯坦人在约旦军事总管

欧马尔帕夏主持下ꎬ 在杰里科通过决议: 宣布约旦河两岸合并且接受哈希姆

王室的统治ꎮ １９４９ 年夏天ꎬ 阿卜杜拉国王相继出访英国和西班牙ꎬ 回国即着

手与以色列和解ꎬ 谈判起草互不侵犯条约ꎬ 打算延长和扩大为期 ５ 年的停火

协议ꎬ 并称其为永久和解谈判ꎮ １０ 月 １ 日ꎬ 泛巴勒斯坦政府在加沙召开会议ꎬ
西岸巴勒斯坦人也在历史学家苏莱曼法鲁基主持下在安曼佩特拉电影院召

开代表大会ꎬ 大会否决泛巴勒斯坦政府并电告阿盟ꎬ 推举阿卜杜拉国王为巴

勒斯坦人的合法代表ꎮ 当年 １２ 月ꎬ 约旦河两岸民众实现了关税和护照统一ꎬ
西岸和耶路撒冷巴勒斯坦人分别在约旦议会获得 ２０ 个下院席位和 ６ 个上院席

位ꎬ ６ 人进入约旦最高管理委员会ꎮ １９５０ 年约旦议会通过决议ꎬ 完成统一手

续ꎮ 加沙地带则在埃及与以色列签署停火协议后ꎬ 被置于开罗的统治之下ꎮ②

联合国分治决议规定的巴勒斯坦独立就在这里率先夭折ꎮ
由此可见ꎬ 巴以分治是建立在英、 法殖民主义在中东解体的特殊阶段ꎬ

这种外邦长期统治及权力的快速转移ꎬ 使新生民族国家普遍处于一个混乱、
动荡的摸索过程中ꎬ 这种摸索带有强烈的自我认知模糊性和利益边界的不确

定性ꎬ 也沿袭着浓厚的部落主义和封建割据战争传统ꎮ 独立建国的一个内在

前提是特定族群具有清晰而一致的政治认同ꎬ 至少包括最基本的共同地域、
共同种族、 共同文化和共同语言等方面的归属方向和目标ꎮ 面对突如其来的

分治决议与独立机遇ꎬ 巴勒斯坦人既缺乏自立于周边国家的一致愿望ꎬ 更没

有标定独特巴勒斯坦民族属性和政治身份的同构努力ꎬ 遑论上升到构成独立

国家所具备的更高级政治认同ꎬ 如国家形态、 政治制度、 治理架构、 内外政

策等ꎮ 从外部因素看ꎬ 妨碍巴勒斯坦独立的不是接受了联合国第 １８１ (ＩＩ) 号

６

①
②

[巴勒斯坦] 艾哈迈德利马维: 前引书ꎬ 第 ２５９ ~ ２６０ 页ꎮ
同上书ꎬ 第 ２６２ ~ ２６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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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的犹太人ꎬ 而是拒绝接受该决议的周边阿拉伯国家ꎮ 其结果是ꎬ 它们对

以色列的进攻及彻底失败使巴勒斯坦人失去了联合国决议划分给它们的半数

以上土地ꎬ 也确立了以后以色列做出让步的边界底线ꎮ

阿拉伯民族主义力量的内部竞争与钳制

第一次中东战争使阿拉伯人蒙受奥斯曼帝国解体后的首次大失败ꎬ 暴露出

各封建王权政府的腐朽和无能ꎬ 也推动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ꎮ １９５２
年ꎬ 埃及爆发自由军官革命ꎬ 颠覆法鲁克王朝ꎬ 建立共和国ꎻ １９５４ 年ꎬ 叙利亚

发生军事政变ꎬ 复兴社会党走上政治舞台ꎻ １９５８ 年ꎬ 卡塞姆领导的自由军官团

推翻伊拉克费萨尔王朝并建立共和国ꎮ 从埃及纳赛尔宣扬阿拉伯民族团结和统

一ꎬ 到叙利亚阿弗利卡主张 “自由、 复兴和社会主义”ꎬ 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在阿

拉伯国家形成巨大社会思潮和政治洪流ꎬ 也培育了巴勒斯坦民族独立运动的萌

芽ꎮ 但是ꎬ 这个阶段的巴勒斯坦独立运动ꎬ 很大程度上作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

巴勒斯坦弱小分支而存在ꎬ 并置身于阿拉伯民族主义内部的竞争与倾轧之中ꎮ
在巴勒斯坦人失去故土并被以色列、 约旦和埃及三国占领的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早期ꎬ 被占领土出现多种反抗力量ꎬ 大致可归结为四类: 一是亲约旦的

力量ꎬ 接受约、 巴合并ꎻ 二是穆斯林兄弟会ꎬ 受埃及穆兄会的影响ꎻ 三是泛

阿拉伯民族主义框架下的反哈希姆王朝力量ꎻ 四是对纳赛尔主义和复兴社会

主义均保持超脱姿态的独立运动ꎬ 并逐步成为巴勒斯坦独立运动的中流砥柱ꎬ
其中以阿拉法特领导和创建的民族解放运动 (法塔赫) 为代表ꎮ①

１９５７ 年 ８ 月ꎬ 当时的开罗巴勒斯坦学联主席阿拉法特在科威特组织秘密

小组ꎬ 两年后出版独立运动刊物ꎬ 宣告法塔赫诞生ꎮ 该组织发展缓慢ꎬ 在

１９５９ 年下半年首次在科威特聚会时ꎬ 仅有 ５ 名代表参加ꎮ② 受阿尔及利亚革

命影响ꎬ 法塔赫从 ６０ 年代初开始转向主张武装革命和暴力斗争ꎬ 并组建全国

性代表机构ꎬ 寻求外部支持ꎮ 但是ꎬ 由于阿拉伯各国政府打压巴勒斯坦独立

运动ꎬ 法塔赫及其他类似组织的早期活动都处于半秘密状态ꎮ 随着巴勒斯坦

人独立思潮的流行ꎬ 特别是回避埃及与以色列的直接矛盾ꎬ 纳赛尔逐步推动

７

①
②

殷罡: 前引书ꎬ 第 ２１７ ~ ２２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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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独立运动ꎬ 并在阿盟框架内促成巴勒斯坦人统一联合体的组建ꎮ
１９６４ 年ꎬ ４２２ 名世界各地巴勒斯坦代表在东耶路撒冷举行第一届国民大

会ꎬ 通过 «巴勒斯坦国民宪章»ꎬ 决定成立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以下简称

“巴解”)ꎬ 组建巴勒斯坦解放军ꎬ 正式确立巴勒斯坦人的独立政治身份和合法

民意代表机构ꎮ 但是ꎬ 纳赛尔在巴勒斯坦的代理人艾哈迈德舒凯里被指定

为巴解执委会主席ꎬ 使该组织听命于开罗ꎮ① 尽管巴解拥有了民族身份标签ꎬ
但它根本没有行动自由ꎬ 而是成为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地区力量ꎬ 被阿

拉伯大国特别是埃及所操控ꎮ 纳赛尔既担心巴勒斯坦人的武装行动刺激以色

列ꎬ 给埃及招来战端ꎬ 又希望借助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保持压力ꎬ 巴解就是

在这种诡异的背景下诞生的ꎮ②

从 １９６５ 年元旦起ꎬ 法塔赫在阿拉法特领导下ꎬ 通过其武装力量 “暴风”
突击队从加沙和约旦两个方向对以色列开展武装斗争ꎬ 打响反对以色列占领

的第一枪ꎮ 然而ꎬ 法塔赫的独立武装运动首先受到埃及的公开打压和封杀ꎬ
包括其驻科威特办事处被迫关闭ꎮ 法塔赫转移到叙利亚境内ꎬ 又受到叙利亚

新政权的抛弃和镇压ꎬ 几乎所有干部遭到逮捕ꎮ 来自阿拉伯国家的夹击使法

塔赫早期武装斗争效果微乎其微ꎬ 这种状况直到 １９６７ 年阿拉伯国家在 “六
五战争” 遭遇第二次大失败后才得以改观ꎬ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外涌现大批

用武力拯救故土的民间组织ꎬ 法塔赫得以脱颖而出ꎮ③ １９６８ 年ꎬ 法塔赫在约

旦取得针对以色列军队的 “卡拉迈大捷”ꎬ 不仅振奋了陷入沮丧的阿拉伯人的

斗志ꎬ 也大大提升了巴勒斯坦独立运动的声誉ꎬ 特别是树立了阿拉法特的政

治和军事威望ꎬ 壮大了法塔赫武装力量ꎮ 因此ꎬ 在 １９６９ 年 ２ 月于开罗举行的

第五次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代表大会上ꎬ 法塔赫不仅被获准参加大会ꎬ 而且

在 １１ 位执委会中占据 ４ 个席位ꎬ 阿拉法特取代舒凯里当选执委会主席ꎮ④ 随

后ꎬ 巴解每年获得沙特阿拉伯 １ ２００ 万美元的财政援助ꎬ 各国也对其境内巴勒

斯坦人征收 “解放税”ꎬ 为巴勒斯坦独立事业解决了基本财政来源ꎮ 这是巴勒

斯坦事业的分水岭ꎬ 标志着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抵抗力量进入独立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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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殷罡: 前引书ꎬ 第 ２２１ ~ ２２２ 页ꎮ
[美国] 珍娜华莱挈、 约翰华莱挈: «阿拉法特传奇»ꎬ 刘建宏译ꎬ 广东教育出版社ꎬ

１９９７ 年版ꎬ 第 ８９ 页ꎮ
[埃及] 穆罕默德海卡尔: «阿拉伯以色列秘密谈判第三部: 幻想的和平» (阿拉伯文)ꎬ 埃

及东方出版社ꎬ １９９６ 年第二版ꎬ 第 １６ 页ꎮ
张卫平: «巴解之父阿拉法特»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ꎬ １９９８ 年版ꎬ 第 ７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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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代ꎬ 并公开登上中东乃至世界政治舞台ꎮ
尽管如此ꎬ 在后续的独立运动中ꎬ 无论是继续武装斗争ꎬ 还是转向和平

谈判ꎬ 巴勒斯坦依然没有完全摆脱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地区阿拉伯大国的羁绊ꎬ
包括强硬阵营领头羊国家叙利亚和伊拉克ꎮ 这种态势不仅削弱了巴勒斯坦内

部力量与团结ꎬ 还伤害了巴勒斯坦与外部关系乃至国际形象ꎬ 加剧了巴勒斯坦

人的孤立处境ꎮ “巴解组织是阿拉伯各国当局的产儿ꎬ 而不是这些国家民众愿望

的产物ꎮ 这就决定了它必然先天带有阿拉伯各国当局的一切基因和特征ꎮ” “由
于巴解组织仍然受制于阿拉伯各国的立场ꎬ 处在难以摆脱的控制之下ꎮ”①

叙利亚反对巴勒斯坦分治ꎬ 其一ꎬ 它把巴勒斯坦民族独立运动视为阿拉

伯民族独立运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ꎻ 其二ꎬ 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历来把巴勒

斯坦视为叙利亚 “天然的南部疆域”ꎬ 不容分割ꎮ② １９８２ 年黎巴嫩战争导致巴

解组织武装几乎全军覆没ꎬ 以阿拉法特为首的主流派主张呼应阿拉伯联盟菲

斯峰会决议ꎬ 接受 “以土地换和平” 原则ꎬ 依靠政治外交手段继续争取独立

事业ꎮ 在叙利亚策动下ꎬ 法塔赫发生分裂ꎬ 叙利亚公开支持阿拉法特的对手

阿布穆萨ꎬ 数次试图谋害阿拉法特ꎬ 安置自己的代理人ꎬ 试图用巴勒斯坦

问题拖住以色列ꎬ 服务于统一叙利亚、 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的所谓 “大叙利亚

主义”ꎮ 巴解撤离黎巴嫩后ꎬ 原本打算在约旦首都安曼召开全国委员会会议ꎬ
由于叙利亚政府的刻意阻挠ꎬ 未能达到合法举行所需要的 ２５５ 个代表要求而

流产ꎮ③ 此后ꎬ 多个不赞成放弃武装斗争的巴勒斯坦派别在大马士革成立对抗

阿拉法特等主和派的 “抵制阵线”ꎬ 成为叙利亚的政策和利益代言人ꎮ ２０００
年ꎬ 叙利亚新总统巴沙尔执政ꎬ 依然把叙利亚视为巴勒斯坦事业的监护者ꎮ
２００２ 年ꎬ 沙特王储阿卜杜拉提出 “中东和平建议”ꎬ 巴沙尔访问沙特要求将

以色列归还全部戈兰高地并确保巴勒斯坦难民回归权两个基本点写入建议正

式文本ꎮ ３ 月底ꎬ 阿盟峰会通过该决议ꎮ 通过难民问题ꎬ 叙利亚试图有效地影

响着巴以和平进程ꎮ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ꎬ 叙利亚才迫于美国压力关闭

巴勒斯坦激进派别办事处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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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巴勒斯坦] 马哈茂德阿巴斯: «奥斯陆之路»ꎬ 李成文等译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１９９７ 年版ꎬ
第 １２ ~ １３ 页ꎮ

王新刚等: «现代叙利亚国家与政治»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１２０ ~ １２１ 页ꎮ
[美国] 珍娜华莱挈、 约翰华莱挈: 前引书ꎬ 第 １７５ 页ꎮ
王新刚等: 前引书ꎬ 第 ４０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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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拥有 “哈希姆五国情结”ꎮ “六五战争” 后虽使侯赛因国王遭受挫

折ꎬ 但他对约旦河西岸的决心没有动摇ꎬ 于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提出了 “阿拉伯联合

王国计划”ꎬ 在阿盟把巴勒斯坦人的代表权交给巴解组织后ꎬ 约旦还力图在约

旦河西岸保留其影响力ꎮ① １９８７ 年 １２ 月ꎬ 被占领土爆发反抗以色列占领的第

一次起义 (“因提法达”)ꎬ 使约旦在当地的影响受到严重削弱ꎮ 直到 １９８８ 年ꎬ
约旦才宣布与该地脱离行政和法律上的关系ꎮ 被占领土形势的变化ꎬ 使建立

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成为合乎逻辑的解决方案ꎮ １９８８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ꎬ 巴勒斯坦

全国委员会第 １９ 次特别会议在阿尔及尔公布了 «独立宣言»ꎬ 宣布成立巴勒

斯坦国ꎬ 首都为耶路撒冷ꎬ 但并没有建立临时政府ꎬ 没有对任何区域行使有

效管理ꎬ 宣布建立的巴勒斯坦国只是一个法理上的国家ꎮ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

仍未能正式建立拥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ꎮ
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支持巴勒斯坦ꎬ 既反映出他对泛阿拉伯主义的热衷ꎬ

同时也把巴勒斯坦独立运动当作其实现阿拉伯统一野心的政治道具ꎬ 积极扶

持强硬派ꎬ 支持和资助多个巴勒斯坦极端和恐怖组织ꎬ 包括阿布尼达尔等ꎬ
甚至制造洛克比空难ꎬ 公开抨击主张采取温和路线的阿拉伯领导人ꎮ

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也曾是巴勒斯坦强硬阵营的主要后台之一ꎬ 特别是 １９７９
年埃及被阿盟除名ꎬ 伊拉克一度成为阿拉伯抵抗阵线大本营ꎮ 伊拉克有称霸海湾

和阿拉伯世界的雄心ꎬ 其热心于巴勒斯坦事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将其作为谋求阿拉

伯领导权的一枚 “棋子”ꎮ １９９０ 年ꎬ 萨达姆遣军入侵和并吞科威特ꎬ 随后又把科威

特问题与巴勒斯坦争端挂钩ꎬ 要求以色列从被占领土撤军换取伊拉克从科威特撤

军ꎮ 这个极具蛊惑性的口号蒙蔽了很多巴勒斯坦人ꎬ 迫使阿拉法特采取亲伊拉克

立场以免失去民心ꎬ 最终导致长期在财力上援助巴勒斯坦的沙特、 科威特等国家

愤怒和失望ꎬ 断绝或减少对巴援助ꎬ 双方关系僵冷数年才恢复正常ꎮ
其实ꎬ 从 “斋月战争” 结束后ꎬ 阿拉法特就意识到通过武力收复全部失

地已无任何希望ꎬ 因此ꎬ 在 １９７４ 年至 １９７９ 年的五年间ꎬ 他耐心将全国委员

会 ３００ 名委员逐个召集到贝鲁特ꎬ 总耗时 ５５０ 个小时ꎬ 最终说服 ２９６ 位委员赞

成以 １９６７ 年战争爆发前的边界为基础ꎬ 建立一个小型国家ꎬ 实现与以色列的

和平相处ꎮ② 这其实为后来的奥斯陆秘密谈判取得了合法授权ꎬ 但是ꎬ 在当时

０１

①
②

陈天社: «阿拉伯世界与巴勒斯坦问题»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３０５ 页ꎮ
[英国] 阿兰哈特: «阿拉法特传»ꎬ 吕乃君译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０ 年版ꎬ

第 ３８１ ~ ３８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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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环境下ꎬ 阿拉法特无法公布这一反映巴勒斯坦社会主流声音的抉择ꎬ 因

为巴勒斯坦人没有领土依托ꎬ 还要仰仗打着泛阿拉伯主义旗帜的主战国家的

支持ꎮ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ꎬ 埃、 以戴维营和谈期间ꎬ 埃及居中试图促成美国

和巴解秘密谈判ꎬ 并尝试从加沙开始建立民族权力机构ꎬ 由于消息从纽约曝

光并引发叙利亚强烈不满ꎬ 阿拉法特被迫出面否认ꎮ① 一次巴解独自决定命运

的努力被挫败ꎬ 巴勒斯坦自治由此被推迟 ２０ 多年ꎮ
综上ꎬ 在巴勒斯坦因两次战争彻底沦丧为以色列被占领土的进程中ꎬ 巴

勒斯坦独立运动从无到有ꎬ 从小到大ꎬ 从秘密到公开ꎬ 从被阿拉伯国家打压

到获得正式承认和支持ꎬ 既是曲折复杂的过程ꎬ 也是巴勒斯坦独立运动开始

与泛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进行博弈的阶段ꎬ 双方既合作又竞争ꎮ 在支持巴勒

斯坦人的背后ꎬ 彰显阿拉伯国家借巴勒斯坦问题来谋取自身利益的考虑ꎮ 因

此ꎬ 以法塔赫为代表的巴勒斯坦独立运动既遭受以色列的致命打击ꎬ 也蒙受

阿拉伯国家的钳制和打压ꎬ 无法真正做到独立自主ꎮ 从消极影响看ꎬ 它制约

着巴勒斯坦问题的彻底解决ꎮ

大国的介入与干预

巴勒斯坦独立运动诞生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ꎬ 正好与世界冷战格局的形

成同步ꎮ 因此ꎬ 在半个多世纪里ꎬ 巴勒斯坦问题作为中东问题的子问题ꎬ 也

自然被纳入冷战大国外交框架ꎬ 被大国当作在中东纵横捭阖的一个小筹码ꎮ 冷

战期间ꎬ 一方面ꎬ 巴勒斯坦人渴望独立运动得到大国承认和支持ꎬ 也希望在大

国间借力打力ꎬ 依托国际支持获得斗争合法性ꎬ 并抵消来自以色列和阿拉伯民

族主义的双重遏制ꎻ 另一方面ꎬ 大国也需要以不同方式承认和支持巴勒斯坦的

合法权益ꎬ 以博得广大阿拉伯国家的支持ꎮ 然而ꎬ 除中国真诚支持巴勒斯坦争

取独立之外ꎬ 其他大国特别是美、 苏两个超级大国ꎬ 基本把巴勒斯坦问题视为

难民问题加以处置ꎬ 并在它们的中东政策中把巴勒斯坦当作边缘议题ꎮ
中国聚焦巴勒斯坦问题始于 １９５５ 年的万隆会议ꎬ 由于 ９ 个阿拉伯国家参

会并排斥以色列参会ꎬ 会议形成了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以色列的基本决议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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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埃及] 穆罕默德海卡尔: «阿拉伯以色列秘密谈判第二部: 战争风波与和平风暴» (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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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由此奠定中国倒向阿拉伯世界、 同情巴勒斯坦人处境的中东政策基础ꎮ 中

国是大国中第一个积极支持巴勒斯坦独立运动的国家ꎮ “法塔赫” 运动首次派

遣代表团出访的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ꎻ 巴解第一个出访代表团访问的也是

这个友好国度ꎻ 巴解在国外建立的第一个代表处又是在北京ꎮ① １９８８ 年巴勒

斯坦发表独立宣言ꎬ 中国又是率先表态支持和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大国ꎮ 过去

几十年间ꎬ 中国力所能及地给予巴解组织直接的资金、 物资支持ꎬ 包括帮助

培训干部ꎮ 然而ꎬ 要指出的是ꎬ 中国与苏、 美实力相差悬殊ꎬ 中国的巴勒斯

坦政策发挥的作用相当有限ꎬ 也未能显著改变或提升巴解在整个地区和国际

上的影响力和地位ꎮ
苏联的巴勒斯坦政策相对保守ꎬ 早期把巴勒斯坦问题当作难民问题ꎮ 赫

鲁晓夫时代ꎬ 苏联主张巴勒斯坦难民有权回归故土并得到赔偿ꎬ 但没有与巴

勒斯坦游击队和巴解建立直接联系ꎮ １９６７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不仅使阿拉伯国

家再次蒙受大失败ꎬ 也令苏联声望严重受损ꎮ 这种情况下ꎬ 苏联宣布与以色

列断交并支持阿拉伯人的抗击行为ꎬ 但是ꎬ 它依然将巴解列为苏阿整体关系

中可有可无的对象ꎮ １９６８ 年ꎬ 巴解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首访莫斯科ꎬ 也只能

以纳赛尔随团成员身份出行ꎮ 在这次接触中ꎬ 苏联拒绝巴解给予承认并提供

武器的要求ꎬ 后来在阿拉伯国家特别是埃及压力下ꎬ 才勉强向巴解提供非战

斗装备ꎬ 如车辆和服装等ꎮ 直到 １９７２ 年ꎬ 苏联才与巴解建立官方关系ꎮ １９７４
年 １０ 月ꎬ 勃列日涅夫在公开演说中ꎬ 首次提到巴勒斯坦人民有权建立自己的

国家ꎮ 苏联支持巴勒斯坦独立态度趋于积极ꎬ 很大程度上在于与美国争夺阿

拉伯世界的势力范围ꎮ② 总体而言ꎬ 苏联对巴勒斯坦独立事业顾虑重重ꎬ 主要

担心在于: 其一ꎬ 影响与以色列的关系ꎻ 其二ꎬ 顾忌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权对

巴解的打压ꎻ 其三ꎬ 不愿刺激美国ꎬ 使已复杂的中东问题更加棘手ꎮ
基于此ꎬ 巴勒斯坦资深政治家、 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 (民阵) 创始人纳伊

夫哈瓦特迈赫曾抱怨说ꎬ 冷战期间ꎬ 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很多左翼政党对莫斯

科言听计从ꎬ 不辨正缪ꎮ 但在关键时刻ꎬ 苏联为了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ꎬ 对巴勒

斯坦事业漠不关心ꎬ 甚至对巴解组织在贝鲁特面临被歼灭的危难时刻见死不救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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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６ 年ꎬ 埃及废除苏埃 «友好合作条约»ꎬ 莫斯科基本丧失了利用阿以对立、
操纵战和为己所用的机会ꎮ① 苏联解体后ꎬ 俄罗斯联邦与阿拉伯世界的传统联

系急剧下降ꎬ 务实地与中东地区主要力量发展关系ꎬ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不再

活跃ꎬ 影响力甚至丧失殆尽ꎮ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的主导者ꎬ 对中东地区问题具有

决定性的影响ꎮ 美国的巴勒斯坦政策摇摆不定ꎬ 但亲以、 偏以是总基调ꎮ 美

国是巴勒斯坦分治决议的重要推手ꎬ 公开偏袒以色列ꎮ １９６７ 年约翰逊出台新

中东政策ꎬ 首次提到巴勒斯坦人ꎬ 但依然视之为难民ꎮ 这一立场虽被巴解拒

绝ꎬ 但成为以后美国处理中东问题的蓝本ꎮ １９７９ 年ꎬ 埃、 以签署 «戴维营协

议» 后ꎬ 卡特政府调整巴勒斯坦政策ꎬ 首次把巴勒斯坦问题当作中东问题的

一部分ꎬ 强调巴勒斯坦享有自治权ꎬ 并敦促以、 巴参照安理会第 ２４２ 号决议

参加中东和谈ꎮ 然而ꎬ 巴解迫于内外压力ꎬ 也不得不对戴维营协议公开指责ꎬ
并追随多数阿拉伯国家撤销在开罗的外交代表ꎬ 丧失了一次美国推动巴、 以

直接谈判的机遇ꎮ 里根上台后ꎬ 首次强调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核心争端ꎬ 敦

促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基础上实现阿以和解ꎮ 该方案后来得到阿盟菲斯峰

会的部分响应和支持ꎬ 但它依然没有解决巴解合法地位问题ꎬ 反而加剧了巴

勒斯坦各派的分化和对立ꎮ 由于美国的中东政策始终以确保以色列安全为主

要目标ꎬ 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总体上迁就以色列政府立场和政策ꎬ 照顾国

内犹太院外集团的态度和诉求ꎬ 先后 ３０ 多次否决安理会不利于以色列的决议

草案ꎮ 即使巴解宣布承认以色列并愿意与之和平相处后ꎬ 美国也坚持把它视

为 “恐怖组织”ꎬ 拒绝与之往来ꎬ 完全配合以色列强硬派的立场ꎮ② 美国成为

冷战时期外部制约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最重要大国因素ꎮ
冷战结束后ꎬ 克林顿政府曾斡旋与推动巴以之间达成了 «奥斯陆协议»ꎬ

但他未能推动双方就永久地位问题达成协议ꎮ ２００１ 年 “九一一” 事件后ꎬ
布什政府在中东聚焦反恐和推进民主化两大议题ꎬ 他一方面提出 “中东和平

路线图计划”ꎬ 要求分阶段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ꎻ 另一方面ꎬ 他又公开

支持沙龙的单边行动计划ꎬ 提出巴、 以未来的边界划分应当反映中东地区的

“新现实”ꎮ 上述言论加剧了巴以之间的紧张局势ꎬ 对巴勒斯坦建国问题起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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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消极与阻碍作用ꎮ 奥巴马在其执政的两个任期ꎬ 曾在巴以问题上给以色列

政府一定压力ꎬ ２００９ 年他明确要求以色列停止定居点建设、 推动两国方案ꎬ
２０１１ 年呼吁巴以双方以经过修正的 １９６７ 年前的领土线为基础开展和谈ꎬ 但在

以色列的强烈反对之下ꎬ 奥巴马未能实质性推进巴勒斯坦建国进程ꎮ 当下ꎬ
在美国战略收缩情势下ꎬ 特朗普亦无力以很大精力用于解决巴勒斯坦这一难

题ꎮ 正如他于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与内塔尼亚胡会晤时所言: 只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双方愿意ꎬ 他对以 “一国方案” 还是 “两国方案” 实现巴以和平都能够接

受ꎮ 这一表态背离了此前美国政府支持 “两国方案” 的一贯立场ꎬ 给巴勒斯

坦问题的解决增加了新的变数ꎮ
从这段巴勒斯坦与大国交往的历史可以看出ꎬ 大国对巴勒斯坦重要性的

认识存在差异ꎬ 除中国一以贯之地视其为中东核心问题外ꎬ 美、 苏两个超级

大国都优先重视它们与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双边关系ꎬ 关注整个阿拉伯国家与

以色列的战争与和平ꎬ 巴勒斯坦问题在很长时间内被忽视为局部问题、 边缘

问题、 难民问题ꎬ 并牺牲了对巴勒斯坦合法权益的应有承认和尊重ꎬ 客观上

也延宕了巴勒斯坦问题的顺利解决ꎮ

政治伊斯兰因素的影响

１９８７ 年ꎬ 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爆发第一次起义ꎮ 这是巴勒斯坦战争爆发近

４０ 年后首次出现的巴勒斯坦民众抵抗运动ꎬ 也是巴勒斯坦大众确立民族认同

的暴力表达ꎮ 在这场各方都始料不及的街头示威活动中ꎬ 当年 １２ 月加沙首次

出现署名 “伊斯兰抵抗运动” 的政治标语ꎬ 标志着哈马斯的诞生ꎮ 两年前被

以色列军事当局释放的艾哈迈德亚辛ꎬ 将其长期领导的 “伊斯兰社团” 由

专注于教育与宣教转向民族独立政治运动ꎬ 并逐步成为影响被占领土巴勒斯

坦人的政治新秀ꎮ① 作为一支宗教政治力量ꎬ 哈马斯的登场不仅意味着伊斯兰

政治思潮已渗透和深入到传统世俗力量主导的独立事业ꎬ 而且开启内部教俗

力量、 政教力量的民心争夺和分庭抗礼ꎬ 使独立运动再次陷入分裂甚至前所

未有的流血对峙ꎮ 这种延续 ３０ 年的状况ꎬ 对巴勒斯坦过渡自治和最终地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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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产生深远影响ꎬ 也阻碍了阿拉伯与以色列和平进程ꎮ
巴勒斯坦是伊斯兰圣地之一ꎬ 是穆斯林传统社会和逊尼派核心区域ꎬ 文

化教育方面受埃及影响较深ꎮ 毕业于开罗大学的伊扎丁卡塞姆在近代伊斯

兰教改革派加迈尔阿富汗尼等人思想的感召下ꎬ 坚信通过 “吉哈德” 才能

结束西方殖民主义并抵御腐朽的西方思潮ꎮ 卡塞姆在分治之前就将伊斯兰政

治运动引入巴勒斯坦ꎬ 他本人于 １９３５ 年与托管当局武装交火时身亡ꎬ 并点燃

巴勒斯坦内部后来发生的流血大冲突ꎮ １９４８ 战争爆发后ꎬ 已在埃及呼风唤雨

的穆斯林兄弟会将影响力投射到邻近的加沙地带ꎬ 到 １９５２ 年ꎬ 加沙已出现 １１
支穆兄会分支机构ꎬ 成员达数千人ꎮ① 后来ꎬ 由于当局弹压ꎬ 埃及穆兄会走入

低潮ꎬ 巴勒斯坦穆兄会也逐步陷入萧条ꎮ 此后很长时间ꎬ 巴勒斯坦独立运动

的主体都是世俗派甚至无神论组织担纲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ꎬ 在苏联入侵阿富汗、 埃及与以色列媾和以及伊朗伊斯

兰革命等重大事件波及下ꎬ 西亚、 北非普遍经历新一波伊斯兰复兴运动ꎬ 这

股浪潮激活了巴勒斯坦特别是加沙地带沉睡已久的宗教热情ꎬ 为各种宗教驱

动的独立运动派别或冠以独立运动之名的宗教组织登场创造了条件ꎬ 哈马斯、
“吉哈德” 组织和伊斯兰解放党等相伴而生ꎮ 这些带有宗教标签的巴勒斯坦派

系是整个中东伊斯兰政治运动的局部图景ꎬ 它们的诉求甚至超越阿拉伯民族

主义而追求伊斯兰世界主义ꎬ 这使得巴勒斯坦独立运动面临的内外形势更加

复杂ꎬ 由此引发的内部冲突也更加严峻和残酷ꎮ 哈马斯的成长经历和表现非

常具有标本意义ꎮ 哈马斯是穆兄会的组成部分ꎬ 而穆兄会主张和沙特主流意

识形态的瓦哈比主义ꎬ 均脱胎于追求穆罕默德及其前三代弟子的萨拉菲思

想ꎬ② 希望从 «古兰经» 和 «圣训» 里寻求治世之道ꎮ
哈马斯自诞生后ꎬ 逐步成为在本土挑战巴解特别是法塔赫的竞争者ꎮ

１９８８ 年颁布的 ３６ 条 «哈马斯宪章» 拒绝接受以色列生存权ꎬ 主张通过武装

和暴力形式解放巴勒斯坦全境ꎬ 建立神权国家ꎮ③ 这 ３ 点与法塔赫在建国愿

景、 斗争理念和实现路径等方面形成巨大差距ꎮ 另外ꎬ 哈马斯植根本土ꎬ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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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兄会特有的草根气质而与巴勒斯坦大众形同鱼水ꎬ 并通过分布广泛的社会

服务网络ꎬ 利用宗教和慈善基金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ꎬ 扶贫济困ꎬ 温暖人心ꎬ
比长期流亡海外的法塔赫等更为近民、 亲民ꎮ 由于宗教场所特别是清真寺成

为日益吸引巴勒斯坦人的去处ꎬ 政教两派、 教俗两派的争夺从巴勒斯坦自治

之初就开始上演ꎬ 而且从清真寺开始ꎮ 以同情巴勒斯坦人而著称的以色列

«国土报» 著名女记者阿米尔哈斯ꎬ 曾在其著作 «在加沙喝海水» (阿拉伯

人将喝海水比喻下地狱) 中如此描述: “阿拉法特从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在加沙设立

办公室伊始ꎬ 就把每个星期五去不同清真寺参加聚礼当作一项重要工作ꎬ 而

且常常伴随着大批警察高官及其助手ꎮ”
巴勒斯坦过渡自治的 ５ 年间ꎬ 自治政府腐败严重ꎬ 治理经济和外交谈判

乏善可陈ꎬ 巴勒斯坦民众日益失望ꎬ 进而把希望逐步寄托于朴素清廉的哈马

斯ꎮ 正因为如此ꎬ 第一次参加地方立法选举ꎬ 哈马斯就于 ２００６ 年击败法塔赫

成为执政党ꎬ 形成巴勒斯坦独立运动的颠覆性事件ꎮ
哈马斯因为反对同以色列媾和ꎬ 而且不断给主流派的和平努力制造事端

和麻烦ꎬ 导致双方分歧日益加深ꎬ 直至反目成仇ꎬ 哈马斯不仅将法塔赫逐出

加沙ꎬ 而且建立起对抗性政府ꎮ 在 ２００８ 年底、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４ 年的 ３ 次加沙

战事中ꎬ 哈马斯武装遭到以色列空前残酷的打击ꎬ 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等主

流派一枪不发ꎬ 坐山观虎斗ꎬ 巴勒斯坦内部的分裂与对抗达到前所未有的程

度ꎮ 也正因为巴勒斯坦内部无法实现和解并组织统一政府ꎬ 以色列一直以缺

乏谈判对手为由ꎬ 拖延和平谈判的恢复ꎮ
哈马斯不仅成为巴勒斯坦内部最强大的拒绝妥协派ꎬ 也成为阿拉伯阵营

中最顽固的拒绝妥协派ꎮ ２００２ 年和 ２００５ 年ꎬ 阿盟连续重申 “以土地换和平”
方案ꎬ 阿拉伯阵营中只有哈马斯公开拒绝ꎮ ２０１３ 年ꎬ 阿盟再次强调 “以土地

换和平” 实现阿以历史和解ꎬ 依然被哈马斯断然拒绝ꎮ 某种程度上说ꎬ 阿拉

伯国家已形成与以色列和平共处的集体共识ꎬ 并维持该政策达 ３０ 多年ꎮ 小范

围的巴以和平及大范围的中东和平迟迟不能实现ꎬ 除问题本身相当复杂ꎬ 以

及以色列奉行实力政策外ꎬ 巴勒斯坦内部无法形成统一立场和谈判方案ꎬ 也

是重要原因之一ꎬ 而哈马斯扮演了最主要的绊脚石角色ꎮ
其实ꎬ 从逻辑上说ꎬ 哈马斯积极参与巴勒斯坦自治地方选举并成为执政

党ꎬ 就意味着已接受了 «奥斯陆和平协议» 的政治遗产和现实架构ꎬ 变相参

与了和平进程ꎮ 只是考虑到不能与过去切割过快、 过猛ꎬ 也不能彻底倒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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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对手法塔赫ꎬ 还不能得罪境外支持自己的各种力量ꎬ 因此ꎬ 哈马斯始终不

肯直面与以色列的持久和全面和平ꎮ 其创始人亚辛曾在 ２１ 世纪之初笼统表

示ꎬ 只要以色列撤离 １９６７ 年战争所占土地ꎬ 哈马斯愿意与以色列达成百年停

火ꎮ 这一延续伊斯兰传统交战规则的表态并不彻底ꎬ 也自然不被以色列所接

受ꎮ 从亚辛有条件的顶层表态到公布新政策默认以色列的存在ꎬ 哈马斯政策

转弯竟耗费了 １７ 年的时间ꎬ 导致这种整体明显迟滞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主

流立场的深层原因ꎬ 就是哈马斯奉行的伊斯兰主义ꎬ 反对与以色列分享巴勒

斯坦这块宗教资产ꎮ
综上ꎬ 巴勒斯坦是伊斯兰世界的组成部分ꎬ 巴勒斯坦人主体是世界穆斯

林的组成部分ꎬ 这种归属关系导致巴勒斯坦土地与人口无法与整个伊斯兰世

界隔离ꎮ 在漫长的独立运动中ꎬ 通过这个维度的联系ꎬ 巴勒斯坦独立运动既

得到伊斯兰世界的广泛声援和支持ꎬ 也反过来受到伊斯兰政治运动的波及和

制约ꎮ 哈马斯在巴勒斯坦的勃兴和孤立过程客观呈现了巴勒斯坦问题的世界

性ꎬ 也折射了局部热点问题在中东广阔地域政教博弈、 教俗博弈中的复杂性ꎮ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冲击

１９６７ 年第三次战争之前乃至期间ꎬ 伊朗与巴解保持着秘密关系ꎬ 向其提

供资金和武器支持其在被占领土的斗争ꎬ 但也和以色列有秘密来往ꎮ １９６７ 年

战争后ꎬ 伊朗不再打算遮掩与以色列关系ꎬ 开始疏远巴解组织ꎬ 并拒绝向巴

勒斯坦难民提供庇护ꎮ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则认为ꎬ 巴列维王朝整体上是亲美、 亲以而与巴勒斯

坦人为敌的: “除了拒绝参加 １９６７ 年和 １９７３ 年的阿拉伯石油禁运外ꎬ 伊朗国

王继续承认以色列ꎬ 为我们 (美国) 在地中海的舰队提供石油ꎬ 并派军队到

伊朗至伊拉克边境ꎬ 秘密支持叛乱的库尔德力量ꎬ 从而牵制伊拉克军队ꎬ 使

其不能够在 ‘赎罪日战争’ 中发挥任何重大作用ꎮ”① 但是ꎬ 巴勒斯坦武装特

别是法塔赫与伊朗反对派的来往早在 １９７０ 年就秘密存在ꎬ 霍梅尼很早就派其

追随者在黎巴嫩、 利比亚和南也门接受军事训练ꎮ 他的两个儿子穆斯塔法和

艾哈迈德参加了巴解在贝鲁特郊区的训练营ꎬ 艾哈迈德甚至成为法塔赫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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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ꎮ 阿拉法特在霍梅尼流亡伊拉克期间就与他建立了联盟ꎬ 并且在纳杰夫

有过会晤ꎮ 巴解首任驻德黑兰大使哈尼哈桑 １９７９ 年在德黑兰电台披露ꎬ 超

过一万名反对国王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民兵在巴解营地受训ꎮ① 应该说ꎬ 巴解对

帮助伊朗伊斯兰革命者顺利武装夺权是有过贡献的ꎮ
１９７９ 年的伊斯兰革命是改变中东格局的重大事件ꎬ 对于中东和平进程也

意义非同寻常ꎬ 它使原有的中东棋局添加了新玩家ꎬ 也增加了各方博弈的复

杂性ꎬ 甚至可以说ꎬ 增加了巴以、 阿以和解的难度ꎮ 这个后果也许为阿拉法

特等人所未曾预料ꎮ 改朝换代后ꎬ 伊朗为了达到充任伊斯兰世界领袖的战略

目的ꎬ 将巴以冲突乃至阿以冲突设计为泛伊斯兰问题ꎬ 进而将其纳入 “吉哈

德” 话语体系ꎬ 将解放被占领土当作穆斯林集体宗教义务来宣扬ꎬ 巧妙回避

它做中东特别是伊斯兰世界领袖的先天不足: 无论是作为波斯民族ꎬ 还是什

叶派ꎬ 伊朗都是伊斯兰世界的少数派ꎬ 超越民族和教派局限的唯一途径是把

中东问题泛伊斯兰化ꎮ 正因为如此ꎬ 伊朗高调介入中东和平进程ꎬ 并以 “霍
梅尼主义” 为核心意识形态和行动指南ꎮ 伊朗于 １９８２ 年在黎巴嫩什叶派穆斯

林中组建了抗击以色列的真主党ꎬ 在巴勒斯坦陆续向教俗两派力量渗透ꎬ 前

期以巴解主流派为主ꎬ 后期逐步将重心转向持强硬对以立场的哈马斯ꎮ
巴勒斯坦各派也把伊朗当作实现政治诉求的杠杆ꎬ 比如在 １９７９ 年德黑兰

爆发的人质危机期间ꎬ 巴解曾希望伊朗把美国承认该组织作为释放人质条件ꎬ
或压以色列释放被关押的巴勒斯坦战俘巴解在两伊战争期间持中立立场ꎬ
不时利用伊朗的支持作为杠杆ꎬ 向阿拉伯国家施加压力ꎮ②

由于巴解支持伊朗伊斯兰革命ꎬ 伊朗新政权曾经把以色列大使馆象征性

地移交给巴解成为其外交代表处③ꎬ 还在德黑兰命名一条 “巴勒斯坦大街”ꎬ
而且执政之初便公开接待阿拉法特率领的官方代表团ꎮ 但是ꎬ “霍梅尼主义”
与巴勒斯坦民族独立运动存在天然冲突ꎬ 伊朗强烈反对阿拉伯国家提出的

“土地换和平” 方案ꎬ 又陷入与伊拉克的 ８ 年战争ꎬ 导致巴解在其影响力最盛

的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与伊朗分道扬镳ꎮ 巴解曾试图斡旋两伊免于开战而失败显

示ꎬ 面对两强和大是大非ꎬ 弱小力量没有中间地带ꎬ 只能选择一边ꎮ 作为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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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世界的政治组织ꎬ 巴解最终被迫选择民族大家庭而远离伊朗ꎬ 因为脚踩

两只船的结果将使它两头落空ꎮ ３０ 多年后ꎬ 哈马斯也面临巴解当年的历史抉

择而不得不做历史性的政策澄清并与伊朗划清界线ꎮ
１９９３ 年巴以签署 «奥斯陆和平协议» 后ꎬ 伊朗虽然表示原则上支持巴以

和平ꎬ 但反对协议本身ꎬ 认为是 “不公平的、 傲慢的ꎬ 因而也最终是荒谬

的”ꎬ 由此继续充当中东和平进程主要外部搅局者ꎬ 与哈马斯等强硬派结成政

治同盟ꎬ 甚至直接介入巴以冲突ꎮ ２０００ 年 “阿克萨起义” 爆发后ꎬ 巴勒斯坦

自治政府释放了被拘押的哈马斯和 “吉哈德” 组织分子ꎬ 为巴主流派和伊朗

恢复关系奠定了基础ꎮ 伊朗与巴勒斯坦官方特殊关系的曝光发生在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ꎬ 以色列宣布在红海破获一艘运往加沙的军火船 “卡瑟琳 Ａ”ꎬ 上面满载重

达 ５０ 吨的各种武器ꎮ① 以色列称有证据表明这船军火是从伊朗水域起运ꎮ 随

后ꎬ 美国布什政府把巴以间占领与被占领的关系定性为恐怖与反恐怖ꎬ 不仅

明确支持以色列用武力对付巴勒斯坦人的起义ꎬ 而且拒绝与阿拉法特对话ꎮ
阿拉法特遂逐步被以色列限制行动自由ꎬ 最后受困于约旦河西岸拉姆安拉ꎬ
并病故于巴黎医院ꎮ

随着 ２００４ 年阿拉法特去世ꎬ 巴解和自治政府的凝聚力明显衰落ꎬ 哈马斯

影响力反而日益增强ꎬ 特别是 ２００５ 年以色列从加沙撤离而哈马斯控制该地带

后ꎮ 伊朗对哈马斯的援助也明显增加ꎬ 不仅帮助 ２００６ 年上台的哈马斯政府度

过财政危机ꎬ 后续还向其提供武器、 无人机和弹道导弹技术ꎬ 包括 “黎明 －
５”ꎬ “Ｍ －７５” 和 “Ｍ －３０２” 火箭ꎮ② 这些援助通过加沙海岸走私入境ꎬ 或通

过西奈半岛的地道ꎬ 最终引发 ２００８ 年底至 ２０１４ 年间哈马斯与以色列的 ３ 次大

规模交火ꎮ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ꎬ 伊朗总统内贾德称华盛顿巴以谈判不会取得任何结

果ꎬ 因为只有哈马斯才是巴勒斯坦人民的真实代表ꎮ 巴勒斯坦当局指责内贾

德试图分裂巴勒斯坦并在阿拉伯世界点燃教俗和派别内战ꎬ 并称这种内战将

无助于巴勒斯坦人民ꎮ 巴勒斯坦临时政府发言人纳比尔阿布鲁代奈抨击

内贾德没有权利对巴勒斯坦、 其总统及代表说三道四ꎮ③ ２０１２ 年ꎬ 以色列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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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出动 ８ 架战机奔袭 １ ９００ 公里外的苏丹兵工厂ꎬ 炸毁 ２００ 吨据称将转交给哈

马斯的弹药ꎮ 苏丹很多人相信ꎬ 这家兵工厂实际为伊朗人拥有ꎮ①

哈马斯与伊朗越走越近ꎬ 不仅自觉成为伊朗地缘政治的工具ꎬ 而且加剧

了巴勒斯坦内部的分裂和对立ꎬ 恶化了与以色列实现和解的氛围ꎬ 还卷入更

为复杂的阿拉伯人和伊朗人、 逊尼派和什叶派纠纷ꎬ 得罪了沙特等伊朗宿敌ꎬ
进一步孤立了自己ꎬ 也为最终走投无路而改变政策埋下伏笔ꎮ

总之ꎬ 伊朗伊斯兰革命不仅改变了中东地缘格局ꎬ 而且直接和间接地对

巴勒斯坦独立事业和中东和平进程产生冲击ꎮ 从早期的巴解组织到逐步走向

权力中心的哈马斯ꎬ 都曾试图利用伊朗伊斯兰革命为己所用ꎬ 但最终发现都

反被利用并且得不偿失ꎮ 实践证明ꎬ 无论是世俗主义的独立运动ꎬ 还是宗教

驱动的自觉命运ꎬ 巴勒斯坦独立事业都需要和伊朗保持距离ꎬ 因为伊朗的巴

勒斯坦政策不仅使巴以无法实现和解ꎬ 也使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无法实现和

平ꎬ 因此ꎬ 追随伊朗必然与巴勒斯坦独立事业南辕北辙ꎮ

宗派与地缘政治的分野

长期以来ꎬ 中东地区伊斯兰教两大宗派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ꎬ 不仅影

响国家间关系ꎬ 而且还渗透到巴勒斯坦问题上ꎮ 对于哈马斯而言ꎬ 它是巴勒

斯坦穆斯林兄弟会的延伸与发展ꎬ 这一特殊属性使巴勒斯坦问题被迫卷入中

东地区宗派之争的浪潮中ꎬ 有时需要哈马斯选边站队ꎮ
哈马斯与中东地区逊尼派大国沙特的关系充满变数和曲折ꎮ 沙特王室对

穆兄会一直持警惕态度ꎬ 因此ꎬ 哈马斯自建立起陆续在叙利亚、 伊朗、 也门

和苏丹等周边国家开立分支机构ꎬ 唯独没有获准在沙特设有官方代表处ꎮ 但

是ꎬ 哈马斯与沙特的官方联系至少从 １９９０ 年海湾危机就已开始ꎮ 由于巴解组

织在那场危机中持亲伊拉克立场ꎬ 沙特等海湾国家开始向哈马斯提供财政援

助ꎬ 既实施报复ꎬ 也进行牵制ꎮ 同年ꎬ 哈马斯领导人被约旦驱逐出境ꎬ 沙特

等国家的支持显得尤为珍贵ꎮ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ꎬ 沙特是巴勒斯坦主要的财

政援助来源ꎬ 如前文已述ꎬ 沙特不仅在巴勒斯坦独立运动启动之初担纲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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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后援ꎬ 而且长期成为其最主要的阿拉伯和伊斯兰援助国ꎮ 仅在 １９７３ 年

“斋月战争” 后的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沙特向巴解提供或为其筹集的资金就达到

数十亿美元ꎬ 总额超过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援助总和ꎮ① 在 ２１ 世纪之初ꎬ 沙特

提供的援助约占哈马斯财政预算的 ５０％ ꎮ 但是ꎬ ２００４ 年后沙特压缩对其援

助ꎬ 部分原因是 “九一一” 事件之后世界舆论压力加大ꎬ 迫使沙特减少对

伊斯兰激进组织的供血ꎬ 另外ꎬ 哈马斯在 “阿克萨起义” 期间频繁发动自杀

式袭击ꎬ 落得声名狼藉ꎮ 但是ꎬ 沙特民间资金支持一直没有中断ꎬ 并持续在

沙特各银行以 “９８ 号” 账户的名义公开为哈马斯募集 “圣城起义” 捐助ꎮ②

同一年ꎬ 哈马斯蒙受重大损失ꎬ 亚辛被以色列炸死ꎬ 多名高官相继送命ꎬ
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打算调整策略ꎬ 顺应时势ꎮ 但是ꎬ 远在大马士革的政治局领

导人马什阿勒地位上升ꎬ 又受叙利亚和伊朗强硬立场掣肘ꎬ 拒绝采取妥协ꎮ 哈

马斯 ２００６ 年成为执政党后ꎬ 沙特顶住美国压力公开支持哈马斯ꎬ 双边关系再次

密切ꎮ 在 ２００７ 年的两周内ꎬ 哈马斯与法塔赫摩擦加剧并陷入流血冲突ꎬ 造成至

少 ８０ 人死亡ꎬ 数百人受伤ꎬ 滑向内战边缘ꎮ 在沙特斡旋下ꎬ 双方于当年达成实

现和解的 «麦加协议»ꎮ 协议强调新政府尊重巴解组织以前签署的一切协议ꎬ 并

同意巴解负责对以色列谈判ꎮ 这表明ꎬ 哈马斯已在间接承认以色列方面有所妥

协ꎬ 并愿意通过和谈解决巴以冲突ꎮ 沙特也基本维持对哈马斯的支持和援助ꎮ
哈马斯得罪沙特和埃及ꎬ 始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哈马斯破坏 «麦加协定» 单独

控制加沙ꎮ 哈马斯高层再次出现分歧ꎬ 大马士革派与加沙派立场相左ꎬ 马什

阿勒试图访问沙特和埃及但遭到明确拒绝ꎬ 理由是哈马斯破坏联合政府ꎬ 马

什阿勒本人不接受奥斯陆协议ꎬ 也不代表加沙哈马斯领导层ꎮ 哈马斯的分裂、
折腾以及与伊朗的密切关系ꎬ 激怒了埃及和沙特ꎬ 导致 ２００８ 年底以色列大规

模袭击加沙的 “铸铅行动”ꎬ 哈马斯变得十分孤立ꎮ 埃及、 沙特等国不仅袖手

旁观ꎬ 而且三缄其口ꎬ 甚至谴责哈马斯挑起战端ꎮ③

另外两个同情穆兄会的逊尼派国家卡塔尔和土耳其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ꎬ 也直

接介入巴勒斯坦事务ꎬ 并对哈马斯施加影响ꎮ 哈马斯也借助它们在沙特援助

减少甚至伊朗输血不足时逃过财政难关ꎮ 卡塔尔正在进行野心勃勃的 “斡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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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ꎬ 土耳其也尝试推进 “南下东进” 战略ꎬ 巴勒斯坦问题自然成为它们的

重要抓手ꎬ 也再次把哈马斯等卷入复杂的宗派和政治矛盾中ꎮ
哈马斯拒绝支持叙利亚政府ꎬ 选择站在沙特等多数阿拉伯国家一边ꎬ 一

度影响它与伊朗的战略关系ꎬ 伊朗也曾停止对其武器供应ꎮ 后来ꎬ 双方改善

关系ꎬ 伊朗议长拉里贾尼称ꎬ 伊朗向哈马斯提供了可以制造火箭袭击以色列

的技术ꎮ① 实际上ꎬ 围绕伊核危机和什叶派力量在中东的历史性崛起ꎬ 沙特等

阿拉伯国家加强了与以色列的私下联系ꎬ 意在共同对付伊朗的战略威胁ꎬ 而

哈马斯对以强硬和对伊亲热ꎬ 自然成为双方共同的打压对象ꎮ 巴勒斯坦独立

的重要性再次让位于地缘大国和大国集团之间的利益博弈ꎮ
而 ２０１１ 年爆发的阿拉伯变局给巴勒斯坦独立运动造成极大冲击ꎬ 各国忙

于处理内部权力争夺和地区博弈ꎬ 巴勒斯坦问题被严重边缘化ꎮ 同时ꎬ 作为

推动巴勒斯坦独立的各政治派别ꎬ 在中东棋局上的分量急剧下降ꎬ 变得可有

可无ꎮ 法塔赫和巴解由于审慎避免站队ꎬ 更加低调ꎬ 外界对巴勒斯坦的关注

往往缘于哈马斯的表现ꎮ
对哈马斯而言ꎬ 阿拉伯变局也是一场政治灾难ꎮ 首先ꎬ 以色列利用国际

舆论移焦于突尼斯、 埃及、 利比亚、 也门和叙利亚等国内乱ꎬ 甚至移焦于伊

朗核危机的有利环境ꎬ 连续两次对加沙地带发动大规模军事袭击ꎬ 摧毁哈马

斯苦心经营的基础设施ꎬ 消灭大批有生力量ꎮ ２０１２ 年ꎬ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

第二次大规模军事打击ꎬ 名曰 “防卫之柱”ꎬ 在埃及穆兄会政府斡旋下ꎬ 双方达

成停火协议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 以色列对加沙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军事打击 “护刃行

动”ꎬ 巴勒斯坦损失惨重ꎬ 最后在埃及军政府艰难调解下ꎬ 双方达成停火ꎮ
其次ꎬ 哈马斯被迫选择 “政治正确”ꎬ 与支持它的叙利亚割断政治脐带ꎬ

进而被赶出叙利亚ꎬ 失去一个长期依托的大后台ꎮ 随后ꎬ 它又陷入沙特与伊

朗两大派系之间的角逐ꎬ 被迫逐步与伊朗做痛苦切割ꎬ 进而在地区与国际陷

入空前孤立的境地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埃及军方接管穆兄会政权后ꎬ 哈马斯的另一场灾难逐步降临ꎬ

加沙通往埃及的大量地道被切断ꎬ 确保加沙经济和民生勉强维持的生命线不

复存在ꎮ 随着埃及军方宣布穆兄会为非法并逐步严厉打压ꎬ 哈马斯也受到干

涉埃及内政、 参与穆兄会恐怖袭击的指控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 以色列对加沙发动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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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大规模军事打击期间ꎬ 哈马斯一度拒绝埃及斡旋ꎬ 令埃及政府十分不

快ꎮ 交战期间ꎬ 埃及指责伊朗向哈马斯供应武器ꎬ 伊朗则抨击埃及阻挠其人

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加沙ꎮ ８ 月ꎬ 埃及公开呼吁自治政府取代哈马斯在加沙的

存在ꎮ 针对这场空前惨烈的战事ꎬ 沙特公开谴责说ꎬ 是哈马斯与以色列在共

同谋杀巴勒斯坦人民ꎮ 沙特很大程度上是在表达对伊朗的不满以及哈马斯追

随伊朗的愤怒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 日ꎬ 继埃及法院宣布哈马斯为 “恐怖组织” 后ꎬ
埃及和沙特政府联手将哈马斯污名化ꎮ ４ 月ꎬ 沙特等海湾国家又将真主党列为

“恐怖组织”ꎬ 并推动阿盟通过类似决议ꎮ 很显然ꎬ 这是沙特针对伊朗势力大

面积渗透到阿拉伯腹地并得到美国奥巴马政府纵容的一次反击ꎮ 这和当年 ３
月的武装干涉也门同出一辙ꎬ 均属于沙特等阿拉伯逊尼派国家阵营战略反攻

伊朗的组成部分ꎮ 哈马斯再次被迫选边站队ꎬ 而且必须一清二楚ꎮ 当年 ７ 月ꎬ
一名哈马斯高级官员称ꎬ 它再也得不到伊朗的援助ꎬ 因为哈马斯与叙利亚政

府划清了界限ꎮ 同时ꎬ 哈马斯与沙特的关系在恢复ꎮ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哈马

斯的旗帜网报道称ꎬ 沙特情报局高级官员要求哈马斯停止与伊朗的一切联系ꎬ
以换取沙特帮助解除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ꎮ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 日ꎬ 一直拒绝承认以色列并主张消灭这个 “犹太实体” 的

哈马斯在多哈宣布ꎬ 将以 １９６７ 年战争形成的边界为基础ꎬ 建立以耶路撒冷为

首都的独立国家ꎮ 这个表态引起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解读ꎬ 堪称巴以冲突

的一次里程碑事件ꎮ 尽管哈马斯依然拒绝承认以色列ꎬ 但是ꎬ 这个表态本身

表明它已接受以色列存在的既定事实ꎬ 不再坚持 “消灭以色列” 这个固守 ３０
年的立党之基ꎮ 哈马斯战略立场的转变被认为是中东和平的利好ꎬ 对外将软

化以色列和美国的立场ꎬ 对内有助于结束温和派与强硬派的战略分歧和长期

对峙ꎬ 为结束巴勒斯坦分裂和重启巴以和谈扫清一大障碍ꎬ 也为推进整个中

东和平进程创造了新机遇ꎮ 事实上ꎬ 哈马斯在多哈宣布政策调整ꎬ 既是顺应

巴以博弈的大潮ꎬ 也是迫于地区格局洗牌的现实需要ꎮ 哈马斯没有选择ꎬ 不

仅在对以立场上与温和派看齐ꎬ 与沙特等主导阿盟的大国看齐ꎬ 还要与伊朗

撇清ꎮ 马什阿勒强调ꎬ 哈马斯从来不在被占领土之外从事武装斗争ꎬ 也从来

不是一支地区性力量ꎮ 这无疑向沙特等国家表明: 哈马斯只关注被占领土的

解放ꎬ 无意参与地区大国或宗派力量的博弈ꎮ ６ 月 ５ 日ꎬ 沙特、 埃及等 ８ 个阿

拉伯和伊斯兰国家集体与卡塔尔断交ꎬ 理由之一是其支持和资助穆兄会和哈

马斯等 “恐怖组织”ꎮ 分析家们普遍认为真正的动机是清理门户ꎬ 遏制伊朗势

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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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在中东的扩张ꎮ 这个事态表明ꎬ 阿拉伯国家对哈马斯及伊朗的清算还没有

完结ꎬ 地缘矛盾和政教矛盾对巴勒斯坦独立事业的冲击依然在继续ꎮ
由此ꎬ 阿拉伯变局导致中东地区格局大变ꎬ 也导致波斯人与阿拉伯人、

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矛盾重新凸显ꎬ 地区陷入罕见规模的力量重组ꎬ 巴勒

斯坦问题不仅被严重边缘化ꎬ 巴勒斯坦的强硬派哈马斯还相继做出三次重大

选择: 在叙利亚反对派与政府间二选一ꎻ 在埃及穆兄会与军方及其主导的世

俗政府间二选一ꎻ 在沙特和埃及等逊尼派阵营和伊朗为首的什叶派间二选一ꎮ
这种大浪淘沙式的历史抉择ꎬ 也许迫使巴勒斯坦人在民族苦难延续 ７０ 年后ꎬ
认真反思独立历程ꎬ 慎重考虑未来发展方向与策略ꎮ

结论与展望: ７０ 年独立运动得失及未来出路

本文通过历史研究法和文献研究法ꎬ 从 ６ 个视角集中耙梳和分析了 ７０ 年

来外部干扰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非以色列因素ꎬ 以期全面、 客观认识巴以冲

突的敏感性和复杂性ꎮ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ꎬ 由于本文旨在探究外部因素缘何

未能有效推进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进程ꎬ 因此重点是分析各外部因素中的非向

前作用力ꎬ 这并不意味着各因素没有产生积极作用ꎮ 而且ꎬ 上述外部因素在

７０ 年的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进程的各个时段作用不甚相同ꎬ 在某一历史时期一

种或两种因素会起到突出作用ꎮ 总体看ꎬ 六方面因素相互交织ꎬ 共同作用ꎮ
(一) 多维度认知巴勒斯坦独立建立问题的复杂性与艰巨性

第一ꎬ 巴勒斯坦问题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自我确立民族身份并争取民族

独立和解放的一场政治和社会运动ꎬ 巴勒斯坦人既要摆脱以色列占领并建立

主权国家ꎬ 又要独立于阿拉伯和伊斯兰大家庭ꎬ 确立 “巴勒斯坦人” 的内外

认同ꎬ 进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ꎮ 这是巴以冲突的核心所在ꎮ
第二ꎬ 巴勒斯坦问题也是曾经流行于中东地区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的组

成部分ꎬ 因此ꎬ 它与这场运动形成休戚与共的关系ꎬ 既得益于周边阿拉伯民族主

义思潮的理论滋养ꎬ 得益于阿拉伯国家的长期道义和物质支持ꎬ 同时又受制于这

种大家庭式的地缘政治环境ꎬ 巴勒斯坦人无法独来独往ꎬ 也不能独善其身ꎮ
第三ꎬ 巴勒斯坦问题产生于传统中东权力结构解体ꎬ 新老霸权交替和冷

战格局形成的时代ꎬ 因此ꎬ 它又无可逃避地成为大国博弈的棋子ꎬ 成为冷战

阵营中东大战场的边缘问题之一ꎬ 无法成为冷战主要玩家优先考虑的战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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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问题ꎬ 可有可无是一种历史常态ꎮ
第四ꎬ 巴勒斯坦是一神教的共同圣地ꎬ 更是伊斯兰教的核心区域ꎮ 因此ꎬ

主要人口为穆斯林的巴勒斯坦人及其独立事业ꎬ 自然无法摆脱宗教因素的深

刻影响ꎬ 进而将民族独立运动置身政教争夺的夹缝中ꎮ 这种政教层面的排斥

与冲突ꎬ 导致巴勒斯坦内部力量沿着意识形态边界形成巨大鸿沟ꎬ 造成长期

分裂和内耗ꎬ 客观上也羁绊了独立建国进程的推进ꎬ 无论是逊尼派的穆斯林

兄弟会思想ꎬ 还是什叶派的伊朗伊斯兰革命ꎬ 都波及巴勒斯坦独立进程并造

成负面后果ꎮ
第五ꎬ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阿拉伯人和波斯人、 穆斯林逊尼派和什叶派

地区博弈的一个议题公约数和道义交集点ꎬ 进而加剧了问题的复杂化和敏感

性ꎮ 尤其是自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后ꎬ 巴勒斯坦问题已超越原有的民族

主义运动ꎬ 被罩上神秘的宗教圣战光环ꎬ 成为剥离民族、 地域和教派外衣的

超级政治议题ꎬ 不仅进一步被复杂化ꎬ 还成为重构中东地区格局的话语工具ꎮ
２０１７ 年的哈马斯政策变调ꎬ 以及 ６ 月 ５ 号卡塔尔遭受的 “断交风暴”ꎬ 就是这

种巴勒斯坦问题畸变和异化的连锁反应和总爆发ꎮ
我们通过梳理可以看到ꎬ 自从巴勒斯坦问题产生ꎬ 它一直伴随着地区力

量变化和格局调整ꎬ 并被不同时期的地区内外势力和思潮裹挟ꎬ 巴勒斯坦人

既无力单独实现建国目标ꎬ 也没有条件完成内部整合ꎬ 更无法形成统一的和

平进程条件和谈判筹码ꎮ 另外ꎬ 巴勒斯坦人既不得不借重地区和外部力量来

寻求民族目标的实现ꎬ 又被迫卷入复杂纷繁的地缘博弈ꎬ 并常常成为牺牲品ꎮ
解决巴勒斯坦问题ꎬ 说到底ꎬ 取决于巴勒斯坦内部是否实现团结ꎬ 独立自主

做出历史抉择ꎬ 并勇敢地争取与以色列实现公正和持久和平ꎻ 否则ꎬ 置身于

复杂的地区博弈ꎬ 巴以冲突永远没有出路ꎮ
(二) 巴勒斯坦独立和建国取得的成绩

纵观 ７０ 年来巴勒斯坦实现民族独立和建国的艰难历程ꎬ 我们可以发现ꎬ
巴勒斯坦人经过多少代人的艰苦卓绝努力ꎬ 以及国际社会的不懈支持ꎬ 在自

决前途的道路上取得不少成绩ꎬ 也存在不少问题ꎮ 巴勒斯坦独立运动 ７０ 年来

取得的成绩主要包括:
第一ꎬ 完成民族身份构建ꎬ 提高民族政治地位ꎮ 巴勒斯坦人已实现由

“阿拉伯人” 向 “巴勒斯坦人” 的民族身份转换ꎬ 由巴勒斯坦 “难民” 向巴

勒斯坦 “人民” 的角色跨越ꎬ 初步达成置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目标ꎬ 取得民

５２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族独立运动的重要胜利ꎮ
第二ꎬ 独立建国初步获得各方认可ꎮ １００ 多个国家和联合国等数十个国际

组织已接受和承认法理上的 “巴勒斯坦国”ꎬ 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巴勒斯坦的民

选政府和外交机构ꎬ 给予巴勒斯坦国其他属于主权国家的识别和政治待遇ꎮ
以色列也原则上准备接受和承认独立的巴勒斯坦国ꎬ 只是需要和它首先解决

最终地位问题ꎮ
第三ꎬ 实现了初步自治ꎮ 自 １９９４ 年起ꎬ 巴勒斯坦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

岸实施主权有限、 地域有限和人口有限的过渡自治ꎬ 虽不完整但有效地体现

了构成一个国家独立运行的三大要素: 人口、 领土和政权ꎬ 初步实现了对外

经济、 贸易和投资等方面的独立ꎮ
第四ꎬ 赢得广泛国际同情和支持ꎮ 巴勒斯坦作为民族国家时代唯一也是

最后一块国际法地位没有争议的 “被占领土”ꎬ 获得世界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

持ꎬ 为巴勒斯坦实现彻底和永久独立储备了强大的道义力量和外部资源ꎮ
(三) 巴勒斯坦独立运动尚未解决的主要问题

第一ꎬ 巴勒斯坦内部从来没有实现过有效整合与团结ꎬ 缺乏超越派系的

一元化领导机制ꎬ 导致有限的力量和资源被摊薄、 稀释ꎬ 不仅长期陷入严重

内耗ꎬ 严重削弱了自身与以色列博弈的实力ꎬ 也给外来力量插手巴勒斯坦事

务留下空隙ꎬ 也事实上削弱了民族与国家认同ꎮ
第二ꎬ 巴勒斯坦各派从来没有形成统一的独立目标、 领土范围、 奋斗理

念和实现路径ꎬ 内部山头林立ꎬ 不仅长期各执一端ꎬ 矛盾重重ꎬ 纷争不断ꎬ
而且始终无法形成高度一致和明确清晰的谈判诉求、 共同政策和协同团队ꎬ
无法整体体现全体巴勒斯坦人的集体意志和核心共识ꎬ 无法与以色列进行富

有成效和可持续推进的和平谈判ꎮ
第三ꎬ 巴勒斯坦问题虽然号称中东争端核心问题ꎬ 但是ꎬ 从来都是地区

各种力量和潮流博弈的遮羞布和发酵剂ꎮ 巴勒斯坦各派既想借助外部力量弥

补自身实力的不足ꎬ 但也难以摆脱强大外力的左右和利用ꎻ 既成为中东冲突

的长久冤屈者ꎬ 又成为各种势力博取私利的地缘抓手ꎬ 最终无法摆脱龙套角

色和被边缘化的命运ꎮ
第四ꎬ 巴勒斯坦问题不完全是巴以双边问题ꎬ 难民前途ꎬ 边界划分ꎬ 水

资源分配、 边界安全控制ꎬ 以及耶路撒冷归属等ꎬ 都带有不同程度的多边色

彩和性质ꎬ 这导致巴勒斯坦人既无力单独达成民族独立和收复部分失地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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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ꎬ 更无力左右整个中东和平的塑造进而为上述多边问题解决创造条件ꎮ
在笔者看来ꎬ 可以想象的出路在于ꎬ 巴勒斯坦人必须从历史迷思中彻底

醒悟ꎬ 摆脱现实政治中阿拉伯民族主义、 伊斯兰教共同体意识两大磁体的左

右和干扰ꎬ 尽快实现内部力量整合与统一ꎬ 形成可以充分代表被占领土内外

所有巴勒斯坦人权益的合法谈判机制ꎬ 在不受任何外力影响的前提下ꎬ 与以

色列通过协商谈判ꎬ 达成全面、 公平、 持久并切实可行的 “两国” 解决方案ꎮ
否则ꎬ 巴勒斯坦问题将永远难以得到解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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