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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伊朗是中东地区大国ꎬ 其主体民族波斯人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个世界性大帝国的缔造者ꎮ 历史上伊朗曾强盛一时ꎬ 但是也与希腊
人、 罗马人、 阿拉伯人、 土耳其人ꎬ 以及俄国、 英国和美国等发生过激
烈的战争或冲突ꎬ 被阿拉伯人征服后波斯人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信仰
和语言文字ꎮ 伊朗历史的曲线发展特性造成波斯人怀有比较明显的地区
大国心态、 受害者心态和对抗 ( 或反抗) 心态ꎮ 从古至今ꎬ 伊朗对外
冲突频发ꎬ 除了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外ꎬ 也有其内部原因ꎮ 国家决策者应
该审视自身存在的问题ꎬ 在确定伊朗的地区角色时ꎬ 应该注意其他利益
方的关注ꎻ 在谋求当代发展时ꎬ 要恰当地面对历史问题ꎻ 在引领国家前
进时ꎬ 更要重视民众的关切ꎮ 努力遏制涉外冲突频发的历史惯性ꎬ 是当
下伊朗发展的当务之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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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①是一个具有历史发展连续性的国家ꎬ 其主体民族波斯人是人类历史

上第一个横跨欧亚非的世界性大帝国———波斯帝国 ( 阿契美尼德王朝) 的缔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 中东国家政治转型比较研究” (１５ＹＪＡＺＨ０１３) 之阶段性

成果ꎮ

①

伊朗旧称波斯ꎬ １９３５ 年正式改称伊朗ꎮ 为了行文方便ꎬ 本文统一称其为伊朗ꎮ 伊朗主体民族

是波斯人ꎬ 因此本文波斯人的民族特性大致代表了伊朗国民的整体性特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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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者ꎮ 在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后ꎬ 伊朗的帕提亚王朝、 萨珊王朝、 沙法维王朝、
巴列维王朝等均曾强盛一时ꎮ 但是在历史辉煌的另一面ꎬ 伊朗亦有悲情之处ꎬ
那就是在其强盛时期也往往会有着相处不睦的强大邻居ꎬ 而且双方交往的方
式又常常令伊朗基本处于下风ꎬ 甚至直接面临亡国的战争ꎮ 公元 ７ 世纪ꎬ 波
斯人被阿拉伯人征服后ꎬ 被迫放弃了本土宗教并逐渐接受伊斯兰教ꎬ 甚至在
一段时期内自己的语言文字也被禁止使用ꎬ 时至今日ꎬ 阿拉伯人征服带给波
斯人的心理创伤仍没有愈合ꎬ 波斯人对 ( 沙特) 阿拉伯人的厌恶还是溢于言
表ꎬ 但是迄今波斯人的主体信仰仍然是阿拉伯人建立的伊斯兰教ꎬ 现代波斯
语中的阿拉伯语痕迹仍然清晰可见ꎮ 历史发展的这些特点给本来充满自豪感
的波斯人增添了浓重的悲情色彩ꎬ 也令其倍感纠结ꎬ 并且影响到他们对当下
国家和世界的认知ꎮ 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发展至今的 ３０ 余年历程中ꎬ 我们能
够比较清晰地看到ꎬ 伊朗的历史辉煌、 曲折和屈辱对现在的国民特别是波斯
人的心态有不可忽视之影响ꎬ 最突出的当代表现则是地区大国心态、 受害者
心态和反抗 ( 或对抗) 心态ꎮ

历史辉煌造就的伊朗大国情怀
就像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一样ꎬ 伊朗历史上也出现过阿契美尼德王朝、
帕提亚王朝、 萨珊王朝、 沙法维王朝、 凯加王朝、 巴列维诸王朝以及不同时
期的诸多地方割据政权ꎬ 而且其中几个王朝还均是当时世界或所在地区的大
角色ꎬ 时下的伊朗之所以面临重重困难仍能保持骄傲的民族或国家精神ꎬ 与
其历史的这几个辉煌时刻留下的精神遗产密不可分ꎮ
( 一) 阿契美尼德王朝: 奠定大国荣耀的根基
世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 ( 第一) 波斯帝国指的是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

( 公元前 ５５０ 年 ~ 前 ３３０ 年) ꎬ 该王朝直接奠定了波斯人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
突出地位ꎬ 并造就了波斯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ꎮ

大约公元前 １０００ 年ꎬ 雅利安人的一个支系迁至今伊朗西南部法尔斯帕萨

尔加德地区ꎬ 随后他们把这里称为 “ 波斯人的土地” ꎬ 并在公元前八世纪或公
元前七世纪建立了阿契美尼德王国ꎮ 公元前 ５５０ 年ꎬ 阿契美尼德王国灭掉其
曾经的主宰者、 同属雅利安人的米底王国ꎬ 领导波斯人完成这一壮举的是居
鲁士大帝 ( 或称居鲁士二世) ꎬ 他是米底王国末代国王的亲外甥ꎮ 居鲁士大帝
 １１１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开启的波斯人 发 展 新 阶 段 被 称 为 “ 阿 契 美 尼 德 王 朝” ꎬ 也 就 是 广 为 人 知 的
“ ( 第一) 波斯帝国” ꎮ 在其鼎盛时期ꎬ 阿契美尼德王朝拥有 ６００ 万平方公里土
地和 １ ８００ 万人口ꎮ 居鲁士大帝 ( 公元前 ５５０ ~ 前 ５３０ 年) 之后ꎬ 阿契美尼德
王朝又历经冈比西斯二世 ( 公元前 ５３０ ~ 前 ５２２ 年) 、 大流士一世 ( 公元前

５２２ ~ 前 ４８６ 年) 、 薛西斯一世 ( 公元前 ４８６ － 前 ４６５ 年) 、 阿塔薛西斯一世
( 公元前 ４６５ ~ 前 ４２４ 年) 等知名帝王ꎬ 最后在大流士三世 ( 公元前 ３３６ ~ 前

３３０ 年) 手上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ꎬ 从而亡国、 亡朝ꎮ①

阿契美尼德王朝给后世留下了丰厚遗产并因此而被波斯人缅怀ꎮ 王朝是

在对他地、 他族征服的基础上创建发展起来的ꎬ 但被波斯人和史家津津乐道
的是: 该王朝对新土地上的人民及其信仰实行了民族和宗教宽容政策ꎬ 其中
最为典型的案例是居鲁士大帝在征服新巴比伦王国后ꎬ 下令让被称为 “ 巴比
伦之囚” 的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故土并在耶路撒冷重建犹太教圣殿ꎬ 因为这
一仁慈之举ꎬ 居鲁士大帝在 « 圣经 ( 旧约) » 中被犹太人赞誉有加ꎮ② 在征服
巴比伦城后ꎬ 居鲁士大帝还颁布了被赞为 “ 人类历史上第一部人权宣言” 的
“ 居鲁士文书” ( 亦称 “ 居鲁士圆柱” ꎬ 现保存在大英博物馆) ꎬ 宣布解放奴
隶、 信仰自由和种族平等ꎮ③ 居鲁士大帝的此等风格也影响到继任者们ꎬ 比如
冈比西斯二世和大流士一世在征服新土地后ꎬ 对那里原住民的信仰一般也会
给予相当尊重ꎮ
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幅员广阔的世界性大帝国ꎬ 国家管理显然是一项极富
挑战却又不得不积极面对的工作ꎮ 为了有效管理国家ꎬ 王朝的统治者特别是
大流士一世推出了一系列行政管理改革举措ꎬ 包括设立行省、 组建军区、 制
定法典、 构建税收制度、 统一货币和度量衡、 修筑御道开挖运河等ꎮ 由于统
治区域幅员辽阔ꎬ 东至印度ꎬ 西至东欧埃及ꎬ 北至中亚高加索、 南至印度洋ꎬ
阿契美尼德王朝辖区各地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ꎮ 此外ꎬ 大流士
一世还把波斯人的本土宗教索罗亚斯德教尊为国教ꎮ 在 ２ ４００ 多年以前就已经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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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如此辉煌业绩ꎬ 这的确是波斯人和伊朗对世界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ꎮ①
( 二) 帕提亚 － 萨珊王朝: 拥有强大的地区影响力

阿契美尼德王朝在公元前 ３３０ 年被亚历山大大帝灭亡后ꎬ 伊朗历史随之

进入希腊人统治时期ꎮ 公元前 ３２３ 年ꎬ 年轻有为的亚历山大大帝病逝ꎬ 其后
他创建的帝国分崩离析为三部分ꎬ 伊朗隶属于中国史书上称为 “ 条之” 的塞
琉古王国ꎮ 虽然在希腊人统治时期波斯文化由东向西得以进一步传播ꎬ 但是
波斯人和其族源相近的安息人显然更愿意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ꎮ 经过不断抗
争ꎬ 以阿契美尼德王朝继承者自称的伊朗帕提亚王朝于公元前 ２４７ 年建立ꎬ
中国史书称之为 “ 安息” ꎮ 帕提亚王朝全盛时期疆域涵盖今伊朗、 伊拉克、 高
加索和部分印度地区ꎬ 处于罗马帝国和中国汉朝之间的交通要道ꎬ 是东西方
之间的贸易枢纽ꎮ 帕提亚王朝是当时西亚的显要角色之一ꎬ 曾与强大的罗马
帝国抗争多年ꎬ 但非常遗憾的是ꎬ 该王朝对自身发展情况的记载非常匮乏ꎬ
现有关于它的文字描述基本来自希腊、 罗马等敌对者阵营ꎬ 以及与之有些往
来的中国史书ꎮ
公元 ２２４ 年ꎬ 帕提亚王朝被阿尔达希尔一世 (２２４ ~ ２４１ 年) 建立的萨珊

王朝所取代ꎮ 萨珊王朝统治者亦自视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继承者ꎬ② 该王朝也被
称为第二波斯帝国ꎬ 其领土涵盖当今的伊朗、 阿富汗、 叙利亚、 伊拉克、 部
分土耳其地区、 高加索地区、 中亚西南部、 阿拉伯半岛海岸部分地区、 巴基
斯坦西南部等地ꎮ③ 萨珊王朝时期的伊朗是那个时代的世界强国ꎬ 是继阿契美
尼德王朝之后波斯人和伊朗最为缅怀的历史发展阶段④ꎬ 也是 “ 伊朗” 成为
地缘政治概念的开始ꎮ⑤

与伊朗此前的王朝显著不同ꎬ 萨珊王朝留给后人很多文字记载和典籍ꎮ
该王朝出现了编年史 « 阿尔达希尔的功绩» ꎬ 它为后世的伊朗史诗 « 列王纪»

奠定了基础ꎮ 巴赫拉姆五世 ( Ｂａｈｒａｍ Ｖ) 统治时期ꎬ 萨珊王朝的文学艺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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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繁荣ꎬ 最好的萨珊文学和音乐乐章皆出自该时期ꎮ 萨珊王朝统治者还有意
恢复波斯帝国的传统文化影响力ꎬ 当希腊文学和哲学在东罗马帝国遭受打压
时ꎬ 王朝接纳了一批此类专家学者来到伊朗继续自己的工作ꎮ① 在宗教方面ꎬ
萨珊王朝的统治者自称是琐罗亚斯德教信徒ꎬ 该教被尊为王朝的官方宗教ꎬ
宗教经典 « 阿维斯塔» ( 即 « 波斯古经» ) 最终的经典版本也在王朝统治者的
支持下完成ꎮ 值得提及的是ꎬ 犹太教在萨珊王朝时期享有较大自由度ꎬ 犹太
社群也相当活跃ꎮ② 萨珊王朝还在贡迪沙普尔建立了集中多地医学人才的世界
首所医学院ꎮ 此外ꎬ 萨珊王朝的建筑和艺术也被人津津乐道ꎮ③
萨珊王朝能够取得上述文学艺术成就离不开其强大的政治、 经济、 军事
力量的支持ꎮ 相比较帕提亚王朝ꎬ 萨珊王朝的中央集权不断加强ꎬ 特别是公
元 ５００ 年以后其行政管理非常卓越ꎬ 对后世比如阿拉伯帝国最强盛时期的阿
巴斯王朝产生了深刻影响ꎬ 在很大程度上后者被视作对前者的仿效ꎮ 被誉为
“ 阿拉伯希罗多德” 的史学家、 世界名著 « 黄金草原» 的作者马苏第称赞ꎬ
称 “ 萨珊王朝皇帝管理出色ꎬ 政策有序关注民生ꎬ 治下繁荣昌盛” ꎮ④ 这一时
期伊朗的经济也获得重大发展ꎬ 实现了从乡村到城镇的转型ꎬ 建立了很多行
会ꎬ 冶金产品和采矿业尤为突出ꎮ 作为东西方交流的重要驿站ꎬ 萨珊王朝对
外贸易特别发达ꎬ 对中国等东亚国家和拜占庭帝国等欧洲国家的交流起到重
大的中枢作用ꎮ⑤ 能够与强大的拜占庭帝国抗衡多年ꎬ 足以彰显萨珊王朝军事
力量的强大ꎬ 该王朝对攻击性武器的开发是其军事强大的重要因素ꎮ⑥ 当然ꎬ
军事力量的强大不能仅仅体现在进攻能力ꎬ 防守的水平也至关重要ꎬ 萨珊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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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以重型骑兵为代表的防守力量和技巧也彰显了重要作用ꎮ①
( 三) 沙法维王朝: 重塑伊朗政治文化
公元 ７ 世纪伊斯兰教诞生和阿拉伯人崛起后ꎬ 在东罗马帝国之外萨珊王朝

遭遇到又一个强有力的挑战ꎬ 并最终在 ６５１ 年被阿拉伯人征服ꎬ 之后伊朗进入

阿拉伯人统治时期ꎬ 其语言和文化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摧残和破坏ꎮ 与此同时ꎬ
国家治理能力不足、 文化基础薄弱的阿拉伯人ꎬ 也不得不依靠波斯人来稳定和
发展自己ꎮ 阿拉伯人对伊朗真正实施有效统治的时间不过 ２００ 年ꎬ 之后伊朗贵
族纷纷建立起割据的地方王朝ꎬ 例如塔希尔王朝 (８２２ ~ ８７３ 年)、 萨法尔王朝
(８６７ ~ ９０３ 年)、 萨曼王朝 (８７４ ~ ９９９ 年)、 布维希王朝 (９４５ ~ １０５５ 年)、 伽色
尼王朝 (９６３ ~ １１８７ 年) 等ꎮ 蒙古人、 土库曼人也曾出现在伊朗大地ꎬ 帖木儿
帝国 (１３７０ ~ １５０６ 年)、 黑羊王朝 (１３７５ ~ １４６８ 年)、 白羊王朝 (１３７８ ~ １５０８

年) 等都曾控制伊朗的 ( 大) 部分地区ꎮ② 历经多年的分裂战乱后ꎬ 伊朗在

１５０１ 年进入了又一个高光的历史阶段———沙法维王朝 (１５０１ ~ １７３６ 年)ꎬ 并在
此后数年中统一了今伊朗全境及其周边地区ꎬ 伊朗再次成为强大的地区力量ꎮ

沙法维王朝被视为伊朗本土文化和政治统一的恢复者ꎬ 开朝之君伊斯玛
仪一世 (１５０２ ~ １５２４ 年在位) 自称是萨珊王朝的后裔ꎮ 沙法维王朝亦被称为
第三波斯帝国ꎬ 是伊朗历史从古代到现代的承前启后者ꎬ 它给伊朗留下的重
要遗产之一是什叶派伊斯兰教成为这个国家的国教ꎮ 公元 ７ 世纪阿拉伯人征
服萨珊王朝后伊斯兰教也随之进入伊朗ꎬ 但是伊朗接受这个外来宗教的过程
是漫长的: “ 波斯的伊斯兰化自 ７ 世纪被征服开始ꎬ 约经历了 ２ 个世纪的漫长
过程ꎬ 到 ９ 世纪后期才大体完成ꎮ” ③ 需要注意的是ꎬ 这一时期伊朗的伊斯兰
化是由阿拉伯统治者大力推进的ꎬ 因此是阿拉伯人的主流信仰逊尼派而非什
叶派成为对抗伊朗本土宗教信仰的利器ꎮ 但是在帝国时期阿拉伯人的内部矛
盾相当尖锐ꎬ 伊斯兰教也发生了分裂ꎬ 政治矛盾和教派分歧的交互作用ꎬ 使
得伊斯兰教少数派什叶派具有浓烈的反抗精神ꎬ 作为被征服、 被迫接受伊斯
兰教之民ꎬ 伊朗人与什叶派的这一特征甚为吻合ꎮ④ １５０１ 年ꎬ 沙法维王朝建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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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后ꎬ 什叶派伊斯兰教很快就被宣布为伊朗国教ꎬ 什叶派与伊朗本土文化的
融合也因此愈加紧密ꎮ①
除了国家宗教的确立外ꎬ 沙法维王朝的硬实力也非常强大ꎬ 与奥斯曼土
耳其帝国、 印度莫卧尔王国一道被视为当时世界三大伊斯兰国家ꎮ 能与威名
远扬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长期抗衡ꎬ 更何况还要与周边其他势力作战ꎬ 沙法
维王朝的实力可见一斑ꎮ 阿巴斯大帝 (１５８７ ~ １６２９ 年在位) 时期沙法维王朝
的国力达到顶峰ꎬ 由于较好地处理了对外关系ꎬ 给国家发展营造了良好的外
部环境ꎮ 在他的支持下ꎬ 手工业、 商业、 纺织、 绘画等艺术均取得长足发展ꎬ
伊朗再现了久违的繁荣景象ꎮ 阿巴斯大帝对伊斯法罕的大规模重建ꎬ 使其成
为伊朗的建筑典范ꎬ 其恢宏之势至今仍显露无遗ꎮ 伊斯法罕城市的波斯 － 伊
斯兰建筑是如此之优美ꎬ 以致有波斯谚语称赞 “ 伊斯法罕半天下” ꎮ②
( 四) 巴列维王朝: 加速经济现代化进程

有为但生命短暂的阿巴斯二世 (１６３２ 年出生ꎬ １６４２ ~ １６６６ 年在位) 逝世

后ꎬ 沙法维王朝的统治者治国无方ꎬ 导致外敌虎视眈眈、 内部分崩离析ꎬ 王
朝遂步入衰败轨道ꎬ 并在 １７３６ 年被阿夫沙尔王朝 (１７３６ ~ １７９６ 年) 取代ꎬ 此

后沙法维王朝统治者的后裔虽在部分区域复辟ꎬ 但其扮演的终归是傀儡角色ꎬ
伊朗历史再次进入混乱或分裂期ꎮ 这一时期与阿夫沙尔王朝竞争的伊朗重要
政权是赞德王朝 (１７５０ ~ １７９４ 年) ꎬ 虽然其缔造者卡里姆汗 (１７５０ ~ １７７９ 年
在位) 励精图治成绩斐然并深得民心ꎬ 但是赞德王朝在伊朗历史的长河中只
是昙花一现ꎮ １７９６ 年阿迦穆罕默德汗加冕为王并定都德黑兰ꎬ 开启了伊
朗历史的恺加王朝 (１７９６ ~ １９２５ 年) ꎮ 自身积弱的恺加王朝无力捍卫国家主
权ꎬ 再加上欧洲诸强已经崛起并四处扩张ꎬ 所以和中国一样ꎬ 伊朗也是饱含
欧洲列强的凌辱进入 ２０ 世纪ꎮ

内外交困之际ꎬ 怀有 强 烈 民 族 主 义 思 想 的 恺 加 王 朝 军 事 将 领 礼 萨 汗 在

１９２１ 年 ２ 月 ２１ 日发动政变ꎬ 之后成为伊朗的实际领导者ꎮ③ １９２５ 年ꎬ 礼萨汗
被伊朗议 会 授 予 可 以 世 袭 的 君 主 地 位ꎬ 开 启 了 迄 今 伊 朗 历 史 上 的 末 代 王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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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巴列维王朝ꎬ 并于 １９２６ 年 ４ 月加冕为王ꎬ 即俗称的礼萨国王ꎮ 礼萨国
王励精图治ꎬ 力求把伊朗建设成强大的不受外国列强侵略的独立国家ꎬ 为此
他推行了一系列政治、 经济、 社会文化 ( 世俗化) 和军事等方面的改革ꎬ 并
加大国家基础设施建设ꎬ 横跨伊朗的大铁路就是其中的典范ꎮ 此外ꎬ 礼萨国
王还正式把国家之名从 “ 波斯” 改为 “ 伊朗” ꎮ 经过十余年的努力ꎬ 到第二
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ꎬ 伊朗国家面貌与礼萨国王登基时相比已经有了很大改
观ꎬ 伊朗也再次成为中东地区的强国ꎮ
１９４１ 年 ９ 月ꎬ 礼萨国王将王位传给王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 俗称

巴列维国王) ꎮ 巴列维国王继承了先王的世俗化、 现代化和民族主义等国家发
展路线ꎬ 在个人地位巩固后全力而为之ꎮ 巴列维国王尤其强调军备建设ꎬ 花
费数百亿美元购买先进的美式武器ꎬ 把伊朗建设成了中东显要的军事强国ꎬ
使该国即使在战火纷飞的中东也获得足以让周边国家羡慕的外部安全ꎮ 巴列
维国王的民族主义情结非常浓厚ꎬ １９７１ 年 １０ 月他举行规模宏大的纪念波斯帝
国 ( 阿契美尼德王朝) 建立 ２ ５００ 周年庆典活动ꎬ 这不仅突出说明了他的波
斯民族主义特性ꎬ 也是他认为巴列维王朝和阿契美尼德王朝存在内在承继关
系的彰显ꎮ 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ꎬ 巴列维国王领导下的伊朗已经成为中东
乃至全世界的发展明星ꎬ 当时伊朗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远超正在飞速发展的
韩国ꎬ 比如 １９７７ 年ꎬ 伊朗和韩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 ２１４６ ６ 美元和

１０４１ ６ 美元ꎮ① 巴列维国王本人也是当时国际舞台上的活跃人物ꎬ 不仅在中
东地区影响甚大ꎬ 与欧美大国的官方关系也相当密切ꎮ 尝尽欧美列强的长期
侮辱后ꎬ 从积极的一面来看ꎬ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伊朗人再次品味到作为区域大国
的愉悦ꎮ

综上ꎬ 在阿契美尼德王朝、 帕提亚王朝、 萨珊王朝、 沙法维王朝和巴列
维王朝ꎬ 伊朗都曾经发展成为中东甚至世界大国ꎬ 这给伊朗人带来强烈的可
以再次成为大国的信心ꎬ 并催生了伊朗的区域大国心态ꎮ 伊斯兰共和国秉承
了伊朗是 ( 海湾) 区域大国的历史传统ꎬ 而且它不仅自视为海湾地区的大国ꎬ
还自认为是世界什叶派穆斯林的领袖ꎬ 甚至对中东逊尼派阿拉伯国家也多有
抨击ꎬ 努力从宗教和政治两方面彰显自己的地区领导者地位ꎮ
①

Ｉｎｄｅｘ Ｍｕｎｄｉꎬ “ 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ＵＳ ＄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ｎｄｅｘｍｕｎｄｉ ｃｏｍ / ｆａｃｔｓ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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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兰革命进行期间霍梅尼就给伊朗未来的外交政策定了基调———伊

朗不再是别国的附庸ꎬ 而是一个值得尊重的具有重要地区影响力的独立自主
国家ꎮ 革命后霍梅尼大力倡导输出革命ꎬ 猛烈抨击各阿拉伯国家政权ꎬ 支持
阿拉伯国家的反对派进行反政府行动ꎮ 在霍梅尼看来ꎬ 当时大多数阿拉伯政
权都是虚弱的、 附属的ꎬ 而且带来了种种弊端: “ 穆斯林的问题是尽管他们拥
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土地及人口ꎬ 但是由于其无能的领导层ꎬ 他们不得不遵
照大国的意志行事穆斯林的问题在于其政治体制ꎬ 正是其政治体制造成
了当前穆斯林的种种问题ꎮ 这些政权与伊斯兰教无关ꎬ 除非我们回归伊斯兰ꎬ
否则我们的问题将会继续存在ꎮ” ① 对阿拉伯国家的批判是伊朗追求地区领导
权的一种表现形式ꎮ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也彰显了其地区大国心态ꎮ
面对中东和世界穆斯林普遍关心的巴勒斯坦问题ꎬ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
给予非常大的热情并站到反对以色列的最前线ꎬ 精神领袖霍梅尼曾直言: “ 对

待以色列的正确态度是: 认为它是非法的、 强霸的、 侵犯穆斯林权利的政权ꎬ
不能与它建立任何形式的关系必须消灭以色列ꎮ 每个穆斯林都必须做好
充分的准备来对付以色列我们与以色列绝不建立外交关系ꎬ 因为ꎬ 它是
霸权者ꎬ 是与穆斯林为敌的以色列是霸权者ꎬ 应该尽快离开巴勒斯坦ꎬ
解决巴以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巴勒斯坦兄弟尽快消灭这一毒素ꎮ” ② 迄今ꎬ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仍然没有承认以色列国的合法性ꎬ 在当下伊朗出版的世界
地图上也看不到 “ 以色列” 字样ꎮ 在阿拉伯诸国都不作为的情况下ꎬ 伊斯兰
共和国仍然对世界热点巴勒斯坦问题给予持续关注ꎬ 这不仅仅是一个价值观
问题ꎬ 它还事关伊朗 “ 负责任的” 区域和伊斯兰大国形象问题ꎮ

中东事态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不断凸显伊朗的区域大国地位ꎮ 萨达姆

政权被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击败和推翻ꎬ 解除了伊朗西部的伊拉克军事威
胁ꎻ 塔利班政权被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推翻ꎬ 消除了伊朗东部的阿富汗挑战ꎻ
２０１０ 年爆发的 “ 阿拉伯变局” 又令利比亚、 埃及、 叙利亚等阿拉伯强国陷入
泥潭而至今不能自拔ꎬ 沙特即使在阿拉伯世界也得不到广泛认同ꎬ 土耳其则
①

Ｈｏｏｓｈａｎｇ Ａｍｉｒａｈｍａｄｉ ａｎｄ Ｎａｄｅｒ Ｅｎｔｅｓｓａｒ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 ｓ Ｐｒｅｓｓꎬ

②

伊朗伊玛目霍梅尼著作整理机构: « 伊玛目霍梅尼箴言集» ꎬ 由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外广播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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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对外政策失当而内外交困据此ꎬ 尽管国际制裁还没有完全被解除ꎬ 但
是伊朗在中东特别是海湾地区的影响力不断上升ꎬ 其国际环境也逐步改善ꎬ
这令伊朗的地区大国之心更加坚定ꎮ

历史曲折催生的伊朗受害者心态
阿契美尼德王朝、 萨珊王朝、 沙法维王朝、 巴列维王朝给伊朗人带来巨
大荣耀ꎬ 尽管它们的强盛期有长有短ꎬ 但是都为当今骄傲的波斯民族精神之
塑造起到推动作用ꎮ 与此同时ꎬ 令伊朗苦恼的是ꎬ 每当自己强大时总有与之
匹敌甚至更强的对手存在于左右ꎬ 而且与这些强角色交往的方式又往往是自
己不占优势甚至导致亡国的战争ꎬ 或者深受世界大国之影响而不能完全自主ꎮ
一言以蔽之ꎬ 即使是在历史辉煌时期ꎬ 波斯人也常是充满悲情ꎻ 而且历史上
伊朗还曾遭受希腊人、 阿拉伯人、 蒙古人以及英国和苏联等势力的占领或侵
略ꎬ 伊朗由此滋生了较为明显的受害者心态ꎮ
( 一) 阿契美尼德王朝与希腊人的战争
阿契美尼德王朝是最让波斯人缅怀的伊朗历史发展阶段ꎬ 这个被称为第
一波斯帝国的王朝给波斯人带来无上荣耀ꎮ 阿契美尼德王朝同样让世界特别
是西方铭记的ꎬ 还有它与希腊诸城邦的连续作战ꎬ 即 “ 希波战争” ꎮ

居鲁士大帝缔造 “ 波斯帝国” 后ꎬ 阿契美尼德王朝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

对外征服战争ꎬ 一时之间国家力量和其自认的权威世界无二ꎮ 对古代世界性
大帝国的统治者而言ꎬ 拥有更多土地和更大权威是一种内在追求ꎬ 这是帝国
的本质使然ꎬ 也是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者对希腊人有所图谋的关键原因ꎮ 至
于波斯人和希腊人究竟存在什么矛盾ꎬ 哪怕是希腊著名史家、 世界名著 « 历
史» 的作者希罗多德也不清楚ꎬ 只是笼统地说那个时代的亚洲人把欧洲人视
为异类ꎬ 波斯人认为希腊人是自己的必然敌人ꎮ 事实上ꎬ 在探讨希波战争爆
发原因时ꎬ 希罗多德代表西方发出了震耳发聩的问题———他们 ( 东方) 为什
么恨我们 ( 西方) ?①

当谈及希波战争时对伊朗不利的是ꎬ 伊朗自己并没有多少关于双方对抗

①

希波战争在西方 常被理解为东方对西方的挑 衅和恶意ꎬ Ｓｅｅ Ｔｏｍ Ｈｏｌｌａｎｄꎬ Ｐｅｒｓｉａｎ Ｆｉｒｅ: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Ｗｏｒｌｄ Ｅｍｐｉｒｅꎬ Ｂａｔｔｌ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ｅｓｔꎬ Ａｂａｃｕｓꎬ ２００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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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记载ꎬ 现在人们主要是通过其敌对阵营———希腊人特别是希罗多德的名著
«历史» 来认知希波战争ꎬ 不管当时的客观情况为何ꎬ 只此一点就已经让伊朗
对世界当下的 “ 希波战争观” 心存排斥了ꎮ① 尽管波斯人对西方的希波战争
史观不认同、 不接受ꎬ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ꎬ 强大的波斯帝国在双方的系列
对抗中非但没有让看似不堪一击的希腊人臣服ꎬ 反而还极大削弱了自己的实
力ꎮ 即使公元前 ４３１ ~ ４０４ 年间希腊人发生严重内讧———雅典和斯巴达两大集

团间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之时ꎬ 波斯人也无力再对希腊人行征服之举ꎬ
反而是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大帝利用希腊人的内乱对其实施了成功征服ꎮ 最终ꎬ
被称为第一波斯帝国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在公元前 ３３０ 年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ꎬ
而且ꎬ 希腊征服者不仅把波斯帝国辉煌象征的波斯波利斯城付之一炬ꎬ 还在
此后的百年间把波斯人变成了自己的臣民ꎮ 从世界第一帝国之民到异族统治
的亡国臣民ꎬ 在短时间内波斯人完成了身份的骤然转变ꎮ
尽管波斯人和希腊人的对抗是发生在 ２ ３００ 多年前的绵延战争ꎬ 但是它对

时下的东西方关系认知、 对伊朗仍然有不可忽视之影响ꎮ 约十年前笔者参加
一个伊朗问题研讨会时ꎬ 与时任伊朗驻中国大使馆文化参赞有一个对话ꎬ 期
间他猛烈抨击美国对伊朗的敌意———彼时好莱坞大片 « 斯巴达三百勇士» 刚
出炉不久ꎬ 该片反映的是希波战争中最著名战争———发生在公元前 ４８０ 年的
温泉关大战ꎬ 伊朗方面认为该影片是对自己历史的丑化与贬低ꎬ 从中可以部
分感知希波战争在当代伊朗人心目中的分量ꎮ
( 二) 帕提亚 － 萨珊王朝与 ( 东) 罗马帝国的战争

伊朗摆脱希腊人统治后进入帕提亚王朝ꎬ 国力日渐恢复ꎬ 并且在其后的
萨珊王朝达 到 历 史 发 展 的 又 一 个 高 峰ꎮ 此 时ꎬ 欧 洲 也 迎 来 又 一 个 辉 煌 时
期———罗马帝国ꎮ 尽管帕提亚王朝与中国汉朝建立了友好交往ꎬ 开启了丝绸
之路ꎬ 也曾与印度政权建立了一些合作ꎬ 但是就与周边政权的关系而言可谓
是冲突频发ꎮ 帕提亚王朝于公元前 ２４７ 年建立后ꎬ 与临近的塞琉古王国、 亚
美尼亚王国陷入连绵的冲突ꎬ 凶悍的游牧人也对王朝构成威胁ꎮ 对伊朗尤为
不幸的是ꎬ 帕提亚 － 萨珊王朝与强大的 ( 东) 罗马帝国关系的主要特征之一
也是战争ꎬ 双方在西亚和高加索展开了激烈争夺ꎮ 战争双方虽然互有攻守胜
①

关于希罗多 德 对 波 斯 人 和 希 波 战 争 的 描 述ꎬ Ｓｅｅ Ｈｅｒｏｄｏｔｕｓꎬ Ｔｈｅ Ｗａｒｓ ｏｆ Ｇｒｅｅｃｅ ａｎｄ Ｐｅｒｓ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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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ꎬ 但是与正在崛起的罗马人的长期对抗严重削弱了帕提亚王朝实力却是不
争事实①ꎮ 再加上内部的不和ꎬ 曾经盛极一时的帕提亚王朝在公元 ２２４ 年被萨
珊王朝所取代ꎮ

萨珊王朝不仅从帕提亚王朝那里获得了国家的统治权ꎬ 还继承了与罗马
帝国的战争ꎮ 萨珊王朝以恢复第一波斯帝国的疆土为己任ꎬ 但是这时罗马人
已经控制了一些这样的土地ꎬ 萨珊王朝的此等诉求不可避免地会与罗马帝国
发生冲突ꎮ 萨珊王朝与罗马帝国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是争夺地区权力和势力
范围ꎬ 随着萨珊王朝力量的壮大ꎬ 它与罗马帝国的战争频率加强ꎬ 而且它们
之间的战争还被赋予了东西方对抗的意识形态色彩ꎮ ３９５ 年罗马帝国分裂后ꎬ
以君士坦丁堡 ( 今伊斯坦布尔) 为都城的东罗马帝国成为萨珊王朝的首要外
部敌人ꎮ 尽管在面对强大的东罗马帝国时萨珊王朝在某些时期和区域并不处
于下风甚至还占有一些优势ꎬ 比如 ６２１ 年萨珊王朝击败东罗马帝国并完全控
制了埃及ꎬ 但不可否认的是ꎬ 与强大东罗马帝国的长期战争严重消耗了萨珊
王朝的实力ꎬ 特别是 ６２２ 年以后萨珊王朝在与东罗马帝国的对抗中节节败退ꎬ
这不仅影响到它应对其他外部威胁的能力 ( 比如在面对阿拉伯人入侵时的软
弱无力) ꎬ 而且还引发了激烈的内部斗争ꎬ 自 ６２８ 年始的五年间该王朝竟然更
迭了 ５ 位帝王ꎬ 其混乱程度可见一斑ꎮ 而就在此时ꎬ 高举伊斯兰教大旗、 崛
起中的新兴力量阿拉伯人对萨珊王朝展开了进攻ꎬ 在 ６３７ 年的卡迪西亚战役
中一举击溃萨珊王朝的主力军ꎬ 被称为第二波斯帝国的萨珊王朝最终在 ６５１
年灭亡ꎮ②

( 三) 沙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
“第一波斯帝国” 阿契美尼德王朝历经长期与希腊人的战争ꎬ 最终被亚历

山大帝国所灭ꎻ “ 第二波斯帝国” 萨珊王朝历经长期与 ( 东) 罗马帝国的战
争ꎬ 在实力消耗殆尽之时被新崛起的阿拉伯人所灭ꎮ “ 第三波斯帝国” 沙法维
王朝的对外关系也不甚理想ꎬ 它与当时国力强大威震欧洲的奥斯曼帝国长期
对抗和作战ꎬ 把自己带入更加不利的境地ꎮ
１４５３ 年征服君士坦丁堡、 灭亡东罗马帝国后ꎬ 奥斯曼帝国进入了最为强

盛的时期ꎬ 在此后的两百年中展开了迅猛的对外扩张ꎬ 成为欧洲的梦魇ꎮ 沙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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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维王朝于 １６ 世纪初兴起于今伊朗西北部临近土耳其的地方ꎬ １５０１ 年建立后
也奉行领土扩张政策ꎬ 因此与奥斯曼帝国发生了利益冲突ꎬ 当时这两大伊斯
兰强国主要围绕伊拉克和高加索地区进行争夺ꎮ 沙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
另一个矛盾源于宗教信仰ꎬ 奥斯曼帝国立逊尼派伊斯兰教为国教ꎬ 沙法维王
朝的国教则是什叶派伊斯兰教ꎬ 宗教的分歧加剧了双方的矛盾ꎮ 这样ꎬ 现实
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双重冲突ꎬ 把沙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一再推到了兵戎相
见的境地ꎬ 由于武器和军队组成的先进性ꎬ 起初奥斯曼帝国占据着双方交战
的上风ꎮ
阿巴斯大帝时期沙法维王朝迎来自己最为强盛的发展阶段ꎬ 也恰恰是在
这个时期ꎬ 沙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爆发了更为频繁的战争ꎮ 借助改良的武
器和军队ꎬ 沙法维王朝越发有了对抗奥斯曼帝国的实力ꎬ 双方在战场上互有
胜负ꎮ 让伊朗自豪的是ꎬ 沙法维王朝不止一次地在战场上打败不可一世的奥
斯曼帝国ꎻ 让伊朗忧伤的是ꎬ 对阵奥斯曼帝国时不仅仅是失败的战争、 即使
是取胜的战争也让自己实力受损ꎬ 沙法维王朝的都城从大不里士到加兹温、
再到伊斯法汗一路南迁ꎬ 也有远离奥斯曼帝国威胁之考虑ꎮ① 此外ꎬ 什叶派的
沙法维王朝与逊尼派的奥斯曼帝国的持续交恶ꎬ 亦给之后中东穆斯林间的关
系造成较大伤害ꎬ 加剧了伊斯兰教教派间的矛盾ꎮ
与奥斯曼帝国长达两百年的断断续续的战争对沙法维王朝的对外关系产
生重大影响ꎬ 使其无暇全力对付土库曼人、 乌兹别克人、 阿富汗人、 俾路支
人、 俄罗斯人等势力的挑战ꎬ 导致国家经常处于外部威胁的阴影之下ꎬ 而且
为了对付奥斯曼帝国ꎬ 沙法维王朝还不得不放弃一些权益以求得与他国 ( 比
如新兴起且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国) 的合作ꎮ 如前所述ꎬ 在阿巴斯大帝之后沙
法维王朝就步入了日渐衰落的轨道ꎬ 由此在面对奥斯曼帝国时也越来越力不
从心ꎬ 再加上统治者的治国无道ꎬ 沙法维王朝最终于 １８ 世纪前期灭亡ꎮ②
( 四) 巴列维王朝与英、 苏、 德、 美的复杂关系

沙法维王朝灭亡后伊朗再次进入了分裂期ꎬ 直至 １８ 世纪末恺加王朝的建

立才重获统一ꎮ 但是统治者的治理无方和欧洲列强的趁机而入ꎬ 让恺加王朝
①

Ｓｅｅ Ｅｒｉｋ Ｙａｍａ Ｔｉｅｎｎｅꎬ Ｏｔｔｏｍａｎ － Ｓａｆａｖｉｄ Ｗａｒ (１６０３ － １６１８) ꎬ Ｔｕｒｂ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２０１１ꎻ ＪａｎｅｋａＡｎｅ

②

Ｓｅｅ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Ｅ Ｓｔｒｅｕｓａｎｄꎬ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Ｇｕｎｐｏｗｄｅｒ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Ｏｔｔｏｍａｎｓꎬ Ｓａｆａｖｉｄｓꎬ ａｎｄ Ｍｕｇｈａｌｓꎬ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Ｍａｄｉｓｙｎꎬ Ｏｔｔｏｍａｎ － Ｓａｆａｖｉｄ Ｗａｒ (１６２３ － １６３９) ꎬ Ｐｌｉｃ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２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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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当下伊朗人不愿回忆的历史ꎮ 巴列维王朝取代恺加王朝后ꎬ 英国、 苏联
和美国对伊朗事务干涉有加ꎻ 在整个巴列维王朝时期ꎬ 与世界主要大国的关
系始终是伊朗不得不面对的重大问题甚至是难题ꎮ
如前所述ꎬ 巴列维王朝的缔造者礼萨国王是心怀强烈民族主义的领导者ꎬ
他励精图治希望把伊朗发展成为现代化的成功国家ꎬ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面对
两大外部强敌———英国和苏联的干涉ꎮ 为了制约英、 苏两强的钳制ꎬ 礼萨国王
想到了 “第三国外交”ꎬ 即再引进一个世界大国来抗衡英、 苏在伊朗的地位ꎮ 美
国是礼萨国王的第一选择ꎬ 但无奈那时美国在伊朗并没有切身利益存在ꎬ 因此
不愿意冒得罪英、 苏的风险来满足礼萨国王的愿望ꎮ 当时ꎬ 正在大肆宣扬雅利
安人荣光的希特勒德国遂成为礼萨国王合作的新目标ꎬ 妄图称霸世界的希特勒
德国非常看重伊朗的地缘战略地位ꎬ 结果二者一拍即合ꎬ 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德
国迅速发展成为伊朗的最大贸易国和最亲密的合作者ꎮ 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
的爆发ꎬ 伊朗之于英、 苏的地缘战略价值同样重要ꎬ 由于担心伊朗会落入希特
勒德国之手ꎬ 英、 苏联合向礼萨国王施压ꎬ 要求他驱逐在伊朗的德国间谍ꎬ 在
没有得到满意答复后ꎬ 英、 苏两国于 １９４１ 年 ８ 月联合出兵伊朗ꎬ 并战而胜之ꎮ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ꎬ 伊朗不仅是盟国向苏联运送作战物质的重要通道ꎬ

也是同在伊朗有驻军的英、 苏、 美的角斗场ꎬ 特别是随着二战局势的明朗和
冷战思想的抬头ꎬ 美、 苏、 英对伊朗的争夺日趋激烈ꎬ 正如巴列维国王所言:
“ 我认为ꎬ 世界各国的历史学家将会论证这一点: 冷战实际上是从伊朗开始
的ꎮ 虽然冷战的迹象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存在ꎬ 但是冷战的形式及其影响首先
在伊朗清晰地展现出来ꎮ” ② 二战后ꎬ 英、 美联手帮助巴列维国王把苏联势力
赶了出去ꎬ 然后美国又帮助国王摆脱了英国势力的钳制ꎮ 这样ꎬ 随着 １９５３ 年
美国支持的伊朗政变的成功和次年伊朗石油国有化危机的解决ꎬ 美国成为唯
一对伊朗具有实质性影响的外部大国ꎮ③
出于冷战和控制中东的需要ꎬ 美国给予巴列维国王全方位的帮助与援助ꎬ
努力把伊朗强化为自己在中东的战略棋子ꎮ 再加上世界石油价格攀升的因素ꎬ
到 ２０ 世界 ６０ 年代后期ꎬ 伊朗已经发展成为中东的显要角色ꎮ 面对如此巨大
①
②

参见范鸿达: « 美国与伊朗: 曾经的亲密» ꎬ 社科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年版ꎬ 第 ４２ ~ ４７ 页ꎮ

[ 伊朗]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 我对祖国的责任» ꎬ 元文琪译ꎬ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７７ 年版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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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参见范鸿达: « 美国与伊朗: 曾经的亲密» ꎬ 社科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年版ꎬ 第 ９８ ~ １４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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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业绩ꎬ 本就心怀民族、 国家复兴之宏愿的巴列维国王豪情万丈ꎬ 为了
把伊朗建设为受人尊重的中东甚至世界强国ꎬ 他日益重视外交的独立自主性ꎬ
在很多事项上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ꎬ 而是拉开了与美国的距离ꎮ 这样ꎬ 一方
面是巴列维国王的国家独立发展之倾向ꎬ 另一方面是美国赋予伊朗的其中东
利益维护者的角色ꎮ 随着伊朗力量的增强这二者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深ꎬ 结果
当旨在推翻巴列维王朝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日益临近之时ꎬ 国王对美国的疑心
越来越重ꎬ 而美国对江河日下的国王也最终采取了任其被国内革命推翻的
态度ꎮ
由此看来ꎬ 历史上伊朗曾与外部国家爆发多次冲突甚至是战争ꎬ 特别是
其强盛时刻的终结基本上都与对外战争有关ꎬ 这导致很多伊朗人产生如下心
理: 外部敌人不希望伊朗强大ꎬ 它们总是在阻止伊朗的健康发展ꎬ 伊朗是国
际社会的受害者ꎮ 这种思想认识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时期也有比较明确的体
现ꎮ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非常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中东特别是海湾大国ꎬ 应该在
本地区拥有更大的发言权ꎬ 但是事与愿违ꎬ 其诞生以来非但没能成为受尊重
的地区领导者ꎬ 反而还遭遇地区内外势力的联合打压ꎬ 这令其倍感委屈: 别
人为什么总是要和我作对?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
来几乎一直在追问这个令其痛苦的问题ꎬ 特别是在两伊战争和核发展问题上
遭遇严重孤立或重大挫折时ꎬ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受害者心态更是体现得淋
漓尽致ꎮ
两伊战争留给伊朗人的受害者心理至今没有平复①ꎬ 这既是与伊拉克作战

带来的巨大牺牲使然ꎬ 更是战争期间美、 欧等大国和阿拉伯多国采取与伊朗
对抗的立场所致ꎮ 尽管两伊战争是以萨达姆主导下的伊拉克入侵伊朗拉开帷
幕ꎬ 但是因为伊斯兰革命后伊朗采取了与阿拉伯诸国、 以色列和美国等国政
府对抗的立场ꎬ 所以两伊战争爆发后上述国家及其盟友都陆续站到伊朗的对
立面ꎮ 到 １９８２ 年 ６ 月ꎬ 里根总统断定美国不能承受伊拉克败于伊朗之后果ꎬ
他要把萨达姆引导成为温和且富有理性的阿拉伯领导人ꎬ 于是决定美国要做
任何必需和合法的事情来阻止伊朗在战争中击败伊拉克ꎮ 美国国务卿乔治
舒尔茨在 １９８４ 年对 « 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 则说: “ 我们不愿看见” 伊朗胜
①

在伊朗ꎬ 很多城市设有两伊战争的纪念馆或烈士陵园ꎬ 或在烈士陵园里面有非常突出的两伊

战争烈士区ꎮ 笔者曾经探访多处ꎬ 期间遇到身处其中的伊朗人ꎬ 深切察知到他们的悲怆之情ꎬ 他们深
信自己的家人和同胞是伊拉克萨达姆侵略伊朗的受害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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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ꎬ 因此 “ 我们有意改善我们和伊拉克的关系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一直和
伊拉克人合作ꎮ” ① 新生的伊斯兰共和国可谓四面楚歌ꎬ 富有的阿拉伯石油国
不仅直接向伊拉克提供巨额资助ꎬ 还帮助伊拉克卖石油ꎬ 美国等西方大国则
是伊拉克武器和作战情报的供应者和国际政治的支持者ꎬ 即使是伊拉克在战
场上使用了化学武器ꎬ 美国也没有停止对萨达姆政权的支持ꎮ
国际社会对两伊战争的反应深深刺痛了伊朗人的心ꎬ 时至今日ꎬ 当谈及
这场伊拉克对伊朗发动的 “ 侵略战争” 时伊朗人仍然愤愤不平———国际社会
竟然普遍站在侵略者一边打压被侵略者ꎬ 哪怕是伊拉克使用了违反人性的化
学武器都没有阻止其他国家对伊拉克的支持ꎬ 孤军奋战的伊朗难道还不是受
害者吗? 事实上ꎬ 现在还有一些伊朗人把两伊战争视为公元 ６８０ 年卡尔巴拉
战役的当代显现———在这两次战争中ꎬ 伊朗人和伊玛目侯赛因都是面对强敌
孤军奋战ꎬ 充满了悲情ꎮ

持续多年且给本国发展带来重大困难的所谓 “ 核危机” 也深深伤害了伊

朗人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以来ꎬ 伊朗核问题始终是华盛顿关注的焦点ꎬ
美国政府一直指责伊朗是在和平利用核能的幌子下从事谋求核武器的活动ꎬ
英、 法、 德等国则在一旁为美国摇旗呐喊ꎬ 从而引发了旷日持久的 “ 伊核危
机” ꎬ 伊朗也因此遭受到严重的国际制裁ꎮ 伊朗视 “ 伊核危机” 为国际社会对
本国的不尊重和赤裸裸的歧视ꎬ 是对伊朗尊严的严重冒犯ꎮ 事实上ꎬ 伊朗发
展核能不是始于伊斯兰共和国ꎬ 早在前王朝巴列维国王时期伊朗就已经在西
方国家的支持下开始了ꎬ 而且现在的以色列也拥有民用甚至是军用核资源ꎬ
但是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要 “ 和平利用核能” 时ꎬ 却遭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
遏制和严重的国际制裁ꎬ 这不能不让伊朗现政权感到尊严被侵犯ꎬ 正如伊朗
前总统内贾德所言: “ 伊朗民族希望在核问题上维持公正ꎬ 伊朗认为在该领域
的国际法应该适用于所有人ꎬ 如果要禁止ꎬ 就应该对所有人一视同仁ꎮ” ②

美国因为 “ 伊核危机” 倡导国际社会对伊朗实施了苛刻的国际制裁ꎬ 这

严重恶化了伊朗的国际处境ꎬ 增加了伊朗的发展困难ꎬ 直到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ꎬ 伊
朗才和美、 俄、 英、 法、 德、 中六大国达成了全面的核协议ꎬ 部分缓解了伊

①

[ 美国] 奥利弗诺思: « 受到攻击: 美国的一个故事» ꎬ 贺锡嘉等译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１９９２

②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外广播电台话语台: «艾哈迈迪内贾德: 伊朗民族不会就自己的命运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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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面临的国际压力ꎮ① 伊朗尽管面临重重困难ꎬ 但仍然在这么长的时间内、 在
民众的支持下坚持与美国等国在核问题上针锋相对ꎬ 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原
因是伊朗认为自己在核发展问题上受到国际社会的不公正对待ꎬ 身为 « 不扩
散核武器条约» ( ＮＰＴ) 签字国的伊朗认为自己 “ 和平利用核能” 的权利被无
端剥夺ꎬ 这是国际社会对伊朗赤裸裸的伤害ꎮ 笔者在伊朗工作生活期间ꎬ 每
次和伊朗人谈及两伊战争和核问题ꎬ 都能明显察觉到伊朗人因为自感受到国
际社会的不公正对待而导致的受害者心态ꎮ

历史起伏带给伊朗的反抗 ( 或对抗) 心态
伊朗历史不乏光辉灿烂的时刻ꎬ 但是它也经常在与外部的争斗中归于黯
淡ꎬ 或者在大国的干涉中失去自主ꎬ 因此ꎬ 纵然波斯帝国给伊朗带来了自豪ꎬ
但历史上的失败屈辱也足以催生出民族和国家的悲情ꎮ 这种情绪恰恰与伊斯
兰教什叶派的色彩相吻合ꎬ 而且二者结合后还产生了交互影响ꎬ 因此若要理
解波斯人和伊朗的民族、 国家特性ꎬ 就必须要理解波斯人对伊斯兰教的皈依ꎬ
以及什叶派的发展特点ꎬ 特别是其中蕴藏的反抗 ( 或对抗) 之特性ꎮ 因为前
文已经对伊朗和希腊、 罗马、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及英、 苏、 美的对抗关系
做了阐述ꎬ 因此本部分史实论述集中在阿拉伯人征服及伊朗其后的反应ꎮ
( 一) 阿拉伯人的征服及伊斯兰教什叶派信仰在伊朗的确立
就波斯民族对外关系而言ꎬ 时至今日最不能让波斯人释怀的就是公元 ７

世纪被阿拉伯人征服ꎮ 如前所述ꎬ 萨珊王朝的长期作战对象是 ( 东) 罗马帝
国ꎬ 双方的持续战争严重削弱了萨珊王朝实力ꎮ 就在萨珊王朝苦苦面对东罗
马帝国的威胁时ꎬ 其身旁又兴起了另一个更为严重的敌人———阿拉伯人ꎮ 高
举新诞生的伊斯兰教大旗ꎬ 阿拉伯人在公元 ７ 世纪前期迅速崛起ꎬ 并于 ６３７

年在今伊拉克境内的卡迪西亚击败萨珊王朝的主力军ꎬ 之后大部分的萨珊王
朝土地被阿拉伯人占领ꎬ 伊朗历史从而进入阿拉伯人统治时期ꎮ 与光辉灿烂
的伊朗历史与文化相比ꎬ 当时还未完全脱离部落发展阶段的阿拉伯人之文明
相形见绌ꎮ 事实上ꎬ 不仅在当时ꎬ 就是现在的大部分波斯人对阿拉伯人的印
①

关于伊核全面协议对伊朗的影响ꎬ 参见李绍先: « 伊核全面协议的影响评估» ꎬ 载 « 西亚非

洲»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４ ~ １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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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仍然非常差ꎬ 甚至可以说达到嗤之以鼻的程度ꎮ 但不争的事实是ꎬ 历史上
阿拉伯人的确征服了萨珊王朝、 征服了波斯人ꎬ 而且对波斯人历史发展影响
甚巨的是ꎬ 之后其语言文字和信仰都被阿拉伯人纳入征服之列ꎮ
随着阿拉伯人的到来ꎬ 促成其走向强大的伊斯兰教也进入伊朗ꎬ 不过伊
朗对伊斯兰教派的最终选择却与阿拉伯人多数不同ꎮ 公元 ６１０ 年麦加人穆罕

默德开始传播伊斯兰教ꎬ 很大程度上阿拉伯人正是借助这一利器迅速崛起ꎮ
不过ꎬ 随着穆罕默德的去世ꎬ 阿拉伯人内部的权力斗争导致伊斯兰教遭遇严
重挑战ꎬ 并逐渐衍生出不同的宗教派别ꎮ 支持穆罕默德堂弟和女婿阿里作为
继承人的少数派认为ꎬ 穆罕默德生前曾当众明示要阿里做自己的接班人①ꎬ 因

此其他人无权接替穆罕默德之位ꎬ 在这部分逐渐演变为什叶派的穆斯林眼中ꎬ
穆罕默德之后的所谓阿拉伯 “ 四大哈里发” 是不存在的ꎬ 因为前三个不合法ꎬ
只有第四个哈里发也就是阿里才是合法的ꎮ 但更多的穆斯林既承认阿里的合
法性ꎬ 也承认前三任哈里发的合法性ꎮ②
作为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征服者ꎬ 统治波斯人的阿拉伯人显然不会给予伊
朗适宜的什叶派发展空间ꎻ 作为被征服被统治之民ꎬ 本就自认文明超然于阿
拉伯人的波斯人也不愿轻易屈尊就范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阿拉伯统治者在伊朗
大力推进伊斯兰教逊尼派力量的发展ꎬ 波斯人在被迫接受伊斯兰教的时候ꎬ
则在深具反抗和斗争精神的什叶派那里找到些许共鸣ꎮ 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
教派在伊朗的互相竞争ꎬ 随着 １６ 世纪初沙法维王朝开国之君宣布什叶派伊斯
兰教为伊朗国教而尘埃落定ꎬ 之后十二伊玛目什叶派便成为延续至今的伊朗
主流宗教信仰ꎬ 而且随着王权或政治力量对获取宗教支持的需求ꎬ 总体而言
之后伊朗的什叶派教士阶层地位不断上升ꎬ 这一群体对国家和社会的影响力
也日益彰显ꎬ １９７９ 年伊朗更是成立了什叶派教士集团主导国家大权的伊斯兰
共和国ꎮ
①

什叶派穆斯林坚信伊斯兰教末代先知穆罕默德生前曾明确指定第一任伊玛目阿里为其继承人ꎬ

他们此观点源于罕默德在完成最后一次麦加朝觐返回麦地那的途中ꎬ 在一个名为阿迪尔的地方对追随
者发表的讲话: “ 我是谁的主事者 ( ｍａｗｌāꎬ 或译为资助者、 主人、 领导、 朋友) ꎬ 阿里就是谁的主事
者ꎮ 安拉啊ꎬ 请您做阿里朋友的朋友ꎬ 并做他敌人的敌人ꎮ 请帮助那些帮助他的人ꎬ 抛弃那些抛弃他

的人ꎮ” 目前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有专门纪念这一事件的国家节日ꎮ Ｓｅｅ Ｓ Ｈｕｓａｉｎ Ｍ Ｊａｆｒｉ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Ｅａｒｌ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ｈｉ’ ａ Ｉｓｌａｍ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Ｌｏｎｇｍａｎ Ｈｏｕｓｅꎬ １９８１ꎬ ｐ １９
②

Ｓｅｅ Ａｙａｔｏｌｌａｈ Ｊａ'ｆａｒＳｏｂｈａｎｉꎬ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 ｏｆ Ｓｈｉ’ ｉ Ｉｓｌａｍ: Ａ Ｃｏｍｐｅｎｄｉｕｍ ｏｆ Ｉｍａｍｉ Ｂｅｌｉｅｆｓ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ꎬ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ꎬ ２００１

 １２７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 二) 什叶派较为强烈的斗争、 反抗和殉道精神
但是就信仰而言ꎬ 在阿拉伯人征服萨珊王朝并传入伊斯兰教之前ꎬ 伊朗
原本有自己的宗教信仰ꎮ 诞生于 ２６００ 年或 ３５００ 年以前的琐罗亚斯德教是伊
朗迄今最重要的本土宗教ꎬ 阿契美尼德王朝大流士一世时期被立为伊朗的官
方宗教ꎬ 其经典为 « 阿维斯塔» ( 或称 « 波斯古经» ) ꎬ 汇集了雅利安人最古
老的传说ꎬ 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献之一ꎮ 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波斯帝国
后伊朗历史进入希腊化时期ꎬ 而且之后的帕提亚王朝也是多元文化并存的伊
朗朝代ꎬ 所以琐罗亚斯德教的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ꎮ 萨珊王朝时期琐罗
亚斯德教迎来了光辉时刻ꎬ 梦想恢复 ( 第一) 波斯帝国荣耀的该王朝统治者
再次把琐罗亚斯德教尊为国教ꎬ 并且资助重修了被希腊人破坏的宗教经典
« 阿维斯塔» ꎬ 使之成为最终且最权威的版本ꎮ 尤为重要的是ꎬ 萨珊王朝时期
琐罗亚斯德教形成了等级森严的宗教制度ꎬ 并成为政权的重要依靠力量ꎮ①

萨珊王朝被阿拉伯人军事征服后ꎬ 伊斯兰教随之而入ꎬ 琐罗亚斯德教在
伊朗信仰体系中的超然地位轰然倒塌ꎬ 再加上此后本土语言文字也受到阿拉
伯人的强制影响ꎬ 曾被波斯人引以为豪的 “ 软实力” 竟然被 “ 蛮夷之族” 阿
拉伯人控制在股掌之间ꎬ 这大大增加了波斯人因为军事失利而滋生的民族或
国家之痛苦ꎮ 作为被征服者ꎬ 波斯人不得不接受伊斯兰教ꎬ 在这种情况下ꎬ
突出 ( 什叶派) 伊斯兰教与自己的密切关系ꎬ 强化自己对 ( 什叶派) 伊斯兰
教的发展贡献ꎬ 就成为波斯人反对和抗衡阿拉伯人的思想武器ꎮ 伊朗什叶派
穆斯林认为ꎬ 第三伊玛目侯赛因娶了萨珊王朝末代帝王的女儿ꎬ 也就是波斯
公主ꎬ 并生了第四伊玛目ꎬ 因此从第四到第十二的历任伊玛目也都具有波斯
人血统ꎮ 在塑造自己的伊斯兰信仰时ꎬ 波斯人把自己本土的思想文化甚至政
治传统也注入其中ꎬ 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十二伊玛目什叶派的伊斯兰信仰ꎬ
这与绝大多数阿拉伯人信奉的逊尼派伊斯兰教有较大差异ꎬ 与当下沙特阿拉
伯尊崇的瓦哈比伊斯兰教派的冲突更是突出ꎬ 以致很多沙特阿拉伯人认为伊
朗的什叶派根本就不是伊斯兰教ꎬ 其信众也不是穆斯林ꎮ 当然ꎬ 伊朗什叶派
穆斯林也视沙特阿拉伯的瓦哈比派为极端势力ꎮ②
①
②

[ 美国] 埃尔顿丹尼尔: 前引书ꎬ 第 ５９ ~ ６３ 页ꎮ

笔者在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做田野调查时ꎬ 突出感受到两国在宗教认知层面的巨大鸿沟ꎬ 特别

是在沙特调研时ꎬ 听到很多否认伊朗什叶派是穆斯林的说法ꎮ 关于什叶派的形成特别是伊朗什叶派的
发展历程ꎬ 可参见王宇洁: « 伊朗伊斯兰教史» ꎬ 宁夏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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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ꎬ 作为少数派的什叶派就和作为多数派的逊尼派陷入了无休止
且处于下风的争斗中ꎬ 公元 ６８０ 年势单力薄的穆罕默德之外孙、 阿里之次子、
第三伊玛目侯赛因在今伊拉克境内的卡尔巴拉被同教他派的敌对大军杀害ꎬ
这更加助长了什叶派的悲情ꎬ 延续至今的哀伤节日 “ 阿舒拉” 就是什叶派伊
斯兰教悲情的集中体现ꎮ 什叶派宗教的悲情已经渗透到波斯人的生活中ꎬ 并
成为其民族悲愤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甚至可以说ꎬ 什叶派穆斯林的悲情和波斯
人的悲情已经较为完美地融合在一起ꎬ 比如在参加伊朗 “ 阿舒拉” 系列活动
中ꎬ 笔者就清晰感知到对两伊战争烈士的深切缅怀ꎮ 一位伊朗大学教师曾告
诉笔者ꎬ 两伊战争就是导致伊玛目侯赛因罹难的 “ 卡尔巴拉战役” 在当代伊

朗的再现ꎮ 同样ꎬ 笔者在伊朗不同城市观摩伊斯兰革命纪念的系列活动时ꎬ
也看到听到什叶派宗教在其中的存在ꎮ 伊朗的另一个生活场景值得注意ꎬ 那
就是在街上或清真寺里ꎬ 什叶派宗教人物基本都是表情严肃不苟言笑ꎬ 至少
在公开场合很少看到他们畅怀大笑ꎬ 这也许是民族、 国家和宗教悲情的一个
外在表现吧ꎮ①
由此看来ꎬ 具有辉煌历史时刻的伊朗曾被他族他国灭亡或操控ꎬ 更有本土
宗教被伊斯兰教取代、 民族语言文字被阿拉伯人禁止的惨痛经历ꎬ 如是发展历
程令自视为地区大国的伊朗倍感受伤和委屈ꎬ 并因此迸发出强大的抗争精神ꎮ
从军事政治上对希腊人、 罗马人、 阿拉伯人、 土耳其人、 俄国人、 英国人和美
国人等的反抗ꎬ 到宗教上严重本土化的什叶派对阿拉伯逊尼派的对抗ꎬ 均显示
出伊朗鲜明的反抗 (或对抗) 精神ꎬ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此给予继承ꎮ②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自视为世界反抗不公平的支持者ꎬ 就像其缔造者霍梅

尼所言: “ 我们与各国人民没有任何矛盾冲突ꎬ 我们所要反对的是那些残暴欺
压的政府ꎬ 无论它们压迫我们ꎬ 还是压迫我们的穆斯林兄弟ꎬ 我们都要反对
他们ꎮ” “ 我们是被压迫人民的支持者ꎬ 任何人无论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受到压
迫ꎬ 我们都是他的支持者ꎮ” ③ 事实上ꎬ 伊斯兰共和国之所以在巴勒斯坦问题
①

关于伊朗什叶派发展和其本土文化的关联ꎬ Ｓｅｅ ＭａｎｏｃｈｅｈｒＤｏｒｒａｊꎬ Ｆｒｏｍ Ｚａｒａｔｈｕｓｔｒａ ｔｏ Ｋｈｏｍｅｉｎｉ:

②

伊朗波斯人对自己的反抗历史多有铭记ꎮ 给笔者留下深刻印象的是ꎬ 在一次伊朗的田野调查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Ｄｉｓｓｅｎｔ ｉｎ Ｉｒａｎꎬ Ｌｙｎｎｅ Ｒｉｅｎｎ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１９９０ꎮ

过程中ꎬ 笔者请一位伊朗商人兼资深导游阐述伊朗伊斯兰革命为什么会发生ꎮ 那位先生不假思索地回
答说伊朗人民的反抗历史源远流长ꎬ 从希腊人、 罗马人、 阿拉伯人、 土耳其人、 英国人、 苏联、 美国
等等ꎬ 他说为了公平正义伊朗人不得不、 而且还会一直斗争下去ꎮ
③

伊朗伊玛目霍梅尼著作整理机构: 前引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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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采取前述立场ꎬ 除了有区域大国心态的推动外ꎬ 也有反抗以色列对巴勒斯
坦人的压迫、 剥削与不公的原因ꎮ 另外ꎬ 伊斯兰共和国对美国和沙特的立场
也显示了其反抗 ( 或对抗) 心态ꎮ

伊朗伊斯兰革命是高举反对美国的大旗而进行的ꎬ 革命成功后美国成为

伊朗宣传中的头号外敌ꎬ 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人质危机、 美国在两伊战争中
对伊拉克的支持、 美国对伊朗核发展的强力反对ꎬ 以及美国倡导发起的对伊
朗旷日持久的严厉国际制裁ꎬ 也佐证了伊朗和美国之间的激烈对抗ꎮ① 在霍梅
尼看来ꎬ 美国是伊朗民众饱受痛苦的根源ꎬ 他认为伊朗人民和其他所有伊斯
兰国家人民的全部灾难都是由外国势力尤其是美国政府一手造成的ꎬ 认为伊
朗与美国的关系是被压迫者与压迫者的关系ꎬ 是被掠夺者与掠夺者的关系ꎬ
因此他大力号召伊朗和所有伊斯兰民众要把美国视为自己的头号敌人ꎬ 不要
对它抱有任何奢望ꎬ 而是要把它踩在脚下ꎬ 只有在它痛改前非、 不再压迫别
人之后ꎬ 伊朗才有可能与它建立关系ꎮ② 基于霍梅尼在伊朗的突出地位ꎬ 导致
虽然他已经去世 ２０ 多年ꎬ 但是其思想观点对伊朗的内政外交仍然具有难以逾
越之影响ꎬ③ 这也是伊斯兰共和国迄今仍坚持与美国政府对抗的关键因素ꎬ 即
使因为与美国对抗而不得不付出沉重代价也在所不惜ꎬ 因为在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看来ꎬ 有些价值观是一定要坚持而不能用物质利益来交换的ꎮ 从这一角
度出发ꎬ 就不难理解为何伊朗要在核问题上与美国对抗那么长时间ꎬ 因为
“ 伊核危机” 在伊朗看来是事关公平正义与尊严的问题ꎮ

伊斯兰共和国尽管在宣传中把美国、 以色列列为自己最主要的敌人ꎬ 称

之为大、 小撒旦 ( 恶魔) ꎬ 但是从民众的心态来看ꎬ 伊朗人特别是波斯人最反
感的国家不是美国、 以色列而是沙特阿拉伯ꎬ 最厌恶的群体也是 ( 沙特) 阿
拉伯人ꎮ 沙特阿拉伯是伊斯兰教的诞生地ꎬ 阿拉伯人穆罕默德是伊斯兰教的
创始人ꎬ 公元 ７ 世纪被阿拉伯人征服后波斯人被迫接受了自己的敌人阿拉伯
人的宗教作为自己的信仰ꎬ 这一历史经历对伊斯兰共和国与沙特阿拉伯的关
系有直接的负面影响ꎮ 由于自身在伊斯兰教发展中的特殊地位ꎬ 逊尼派的沙
特一直自视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ꎻ 如前所述ꎬ 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主导的什
叶派伊朗也有志于取得伊斯兰世界的话语权ꎮ 而且值得关注的是ꎬ 沙特和伊
①

关于伊朗和美国的对抗ꎬ 参见范鸿达: «伊朗与美国: 从朋友到仇敌»ꎬ 新华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版ꎮ

③

赵广成: « 霍梅尼的外交思想及其影响» ꎬ 载 «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３８ ~ １６０ 页ꎮ

②

伊朗伊玛目霍梅尼著作整理机构: 前引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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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的教派分歧与对抗还因波斯 － 阿拉伯的民族仇恨而被进一步强化ꎮ 此外ꎬ
作为中东大国ꎬ 沙特和伊朗都怀有一颗争当地区领导者的心ꎬ 因此它们的角
逐既有地缘政治层面上的博弈ꎬ 也有宗教意义上的竞争ꎮ 今日伊朗对于沙特
的仇视ꎬ 在一定程度上讲是波斯人对阿拉伯人历史征服的当代抗击以及随之
而来的心理抚慰ꎮ

结语: 伊朗主体民族和国家发展特性
纵览伊朗的历史发展ꎬ 可以清楚地发现ꎬ 不管是强盛时期还是衰落时期ꎬ
冲突甚至是战争常常成为其对外关系的主要特征ꎮ 强盛时期遭遇挑战ꎬ 衰落
时期备受欺凌ꎬ 曾被迄今最深恶痛绝的阿拉伯人征服但仍然信仰源于沙特的
伊斯兰教ꎬ 身为海湾大国却还在身背国际制裁而难以发挥地区领导者作用ꎬ
民族国家的如此经历让波斯人或伊朗国民充满悲情和纠结ꎬ 继而催生出上述
的各种心态ꎮ
地理位置是历史上伊朗取得辉煌业绩以及与外部世界频发冲突或战争的
重要原因ꎮ 处于欧洲与东亚交往的必经之地ꎬ 也是古代 “ 丝绸之路” 的中转
站ꎬ 这使伊朗可以充分享受到东西方交流带来的物质、 文化和精神收益ꎬ 并
因此丰富和壮大了自己ꎬ 比如 ( 第一) 波斯帝国时期波斯波利斯城的建设ꎬ
就汇集了帝国多个附属国的能工巧匠和材料ꎮ 多文明、 多文化的交汇给伊朗

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ꎬ 而且伊朗强大王朝的出现也塑造了波斯人民族精神ꎬ
这些因素使伊朗在历史上一再拥有外扩的能力与动力ꎮ 但是不言而喻ꎬ 地缘
位置突出的伊朗也往往会成为胸怀缔造世界帝国之梦想的他方政治家觊觎的
对象ꎬ 或者会成为世界大国之间竞争的棋子ꎮ 这样ꎬ 地处多方势力易于角逐
之地ꎬ 一方面有强盛时期的外扩ꎬ 另一方面有衰落时期的被攻伐ꎬ 再加上更
强大势力之间争斗时自己无奈的棋子角色ꎬ 历史上伊朗对外关系自然也就呈
现出冲突或战争多发的特征ꎮ
时至今日ꎬ 既往经历对伊朗的发展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ꎮ 比如ꎬ 就伊
朗与沙特阿拉伯关系而言ꎬ 阿拉伯人征服和伊斯兰教传入的后遗症仍然明显
存在ꎮ 如前所述ꎬ 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萨珊王朝的辉煌赋予波斯人强烈的民族
自豪感ꎬ 他们对前伊斯兰时期伊朗文化的力量也深信不疑ꎬ 但是在阿拉伯人
征服后ꎬ 阿拉伯语言和伊斯兰教强势进入伊朗ꎬ 令波斯人引以为豪的本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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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遭到猛烈打压ꎮ 但是阿拉伯人在历史上的辉煌只是昙花一现ꎬ 迄今再也没
有重塑自己的辉煌ꎬ 而曾被其征服的波斯人则逐渐恢复了元气ꎬ 沙法维王朝
和巴列维王朝也让波斯人再次品味到伊朗是中东大国的美好感觉ꎮ 波斯人的
这种历史起伏和沙特阿拉伯人的一蹶不振ꎬ 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的波斯人对沙
特阿拉伯人素养的根深蒂固之蔑视ꎬ 以及源于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教之信仰
在伊朗确立并主导至今ꎬ 这些因素使波斯人在看待沙特阿拉伯时具有多种情
感———自豪、 鄙视、 仇恨以及挥之不去的纠结ꎮ

同样ꎬ 伊朗和美国、 以色列等国家的糟糕关系之现状也有明显的历史痕

迹蕴含其中ꎮ① 很大程度上讲ꎬ 伊朗至今都还没有摆脱历史对于当下发展的严
重钳制 ( 当然这并非伊朗所独有的现象) 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 尽管目前伊朗和美
国、 英国等西方大国关系紧张或不甚融洽ꎬ 但是由于历史上伊朗更多的是与
欧美发展关系ꎬ 再加上近代以来西方大国的强势崛起带给伊朗的冲击ꎬ 造成
现在伊朗人更愿意和欧美国家发展更深更广的关系ꎮ 而且ꎬ 鉴于伊朗历史发
展之强盛和衰落的起伏性ꎬ 在观察伊朗时务必要注意到当下伊朗人的一个强
烈信念———尽管目前伊朗发展遭遇到困难ꎬ 但是伊朗一定还可以再度发展壮
大并崛起为地区大国、 强国!

地理位置的确给伊朗的发展进程带来重大影响ꎮ 历史发展对当下伊朗内
政外交的影响也是清晰可见ꎬ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国家而言地理位置是难以选
择的ꎬ 民族和国家的既往也已经是客观存在的ꎬ 从古至今伊朗发生了那么多
的涉外冲突ꎬ 尽管这有其不可控制的外部因素ꎬ 但一定也会有伊朗自身的原
因ꎮ 对很多政权来讲ꎬ 把国家发展不顺归咎于外敌是一个便利之举ꎬ 但是从
长远来看这是不可取的ꎮ 就当下的伊朗而言ꎬ 如果不顾及其他域内国家或域
外大国在中东特别是海湾地区的利益ꎬ 伊朗的地区大国之路注定不会平坦ꎻ
如果不能放下历史心结ꎬ 伊朗和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以及美欧的关系也难以获
得根本性改观ꎻ 如果不能对国内民众的需求做出恰当反应ꎬ 伊朗会面临更大
的挑战ꎮ 为了伊朗能够更好地发展ꎬ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决策者亟需先从可
①

笔者在伊朗、 美国和以色列访学时深切感受到伊朗官方和美国以色列间的互相憎恶ꎬ 比如在

每年 ２ 月份的德黑兰伊斯兰革命胜利大游行时ꎬ 美以国旗会被当众焚烧或置于路面上被踩踏ꎻ 以色列
官方把伊朗列为自己的头号外敌ꎬ 民众对伊朗的仇视也很普遍ꎻ 美国则常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宣传为
恐怖力量ꎮ 当笔者 ２００７ 年初在纽约某书店买书时ꎬ 被告知有关伊朗的书都在 “ 恐怖主义” 书架ꎮ 伊
朗和美国以色列之间的如此仇视主要源于 １９７９ 年成功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对其关系的冲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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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 可操作的自身角度出发ꎬ 努力遏制与外部世界冲突多发的历史惯性ꎬ 尽
快找寻并推出解决此问题的富有成效的路径和方法ꎮ
当然ꎬ 外部国家在与伊朗交往时如果不注意波斯人的民族特性或国家特
性ꎬ 也很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ꎮ 在伊朗当下地区大国心态、 受害者心态和对
抗 / 反抗心态的背后ꎬ 其实有强大的波斯民族主义做支撑ꎮ 波斯人有非常强烈
的获得外部认可的预期和渴望ꎮ 尽管伊朗是一个伊斯兰国家ꎬ 但是其宗教的
波斯民族特性是如此之鲜明ꎬ 以至于很多逊尼派穆斯林认为伊朗什叶派穆斯
林不是伊斯兰教信徒ꎮ① 我们面对伊朗时ꎬ 一定要注意并务必重视其伊斯兰面
纱下的波斯特性ꎬ 这才是其国家精神的核心来源ꎮ 如今ꎬ 位于德黑兰的伊朗
国家博物馆有两部分组成ꎬ 一个是伊斯兰前的ꎬ 一个是伊斯兰后的ꎮ 相较而
言ꎬ 前者的游客络绎不绝ꎬ 后者可谓是门庭冷落ꎮ② 事实上ꎬ 现实的落寞已经
让富有思想的伊朗知识分子痛心疾首ꎬ 并努力在前伊斯兰时期的本土文化中
找寻自己的发展之路ꎮ 伊朗当代学者、 本土宗教琐罗亚斯德教经典 « 阿维斯
塔» 的选编者贾利尔杜斯特哈赫曾啼血直言: “ ( 伊朗) 人们的内心深处积
淀着悲戚和忧伤ꎮ 究其原因ꎬ 不仅在社会的底层ꎬ 还在于国家及其引进的不
良教育制度ꎬ 以及我们对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宝库的忽视和冷漠我们没
有认真地思考ꎬ 自己到底是什么人? 住在什么地方? 应该做什么事? 诸如此
类的问题确实发人深省ꎮ” ③ 的确ꎬ 如果不能正确理解波斯人对其伊斯兰前时
代历史的态度ꎬ 他国与其交往时就很可能会陷入盲区ꎮ
而且ꎬ 基于波斯人在伊朗的主体地位ꎬ 其大国心态、 受害者心态和反抗
(或对抗) 心态对当下伊朗内政外交的影响不言而喻ꎮ 比如ꎬ 在遭受国际制裁
特别是石油制裁非常严重的 ２０１２ 年ꎬ 时任伊朗最高利益委员会秘书长、 前伊
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 ２０１３ 年伊朗总统大选候选人雷扎伊向领袖哈梅内伊提
交了建设 “ 抵抗型经济” 的报告ꎬ 旨在应对制裁并降低对石油的依赖ꎬ 最终
提高伊朗经济的独立性和韧性ꎮ 哈梅内伊高度评价并批准了这份报告ꎬ 并说
敌人正通过阻止伊朗经济发展使人民脱离伊斯兰教义ꎬ 实行 “ 抵抗型经济”
①

２０１７ 年初在伊斯法罕乘坐公共汽车时ꎬ 笔者与一位正在印度尼西亚读书的伊朗人聊天ꎬ 他告

②

近年来笔者多次造访伊朗国家博物馆ꎬ 每次均有此观感ꎮ 而且在面对欧洲、 中国等外国参访

③

[ 伊朗] 贾利尔杜斯特哈赫: « 阿维斯塔: 琐罗亚斯德教圣书» ꎬ 元文琪译ꎬ 商务印书馆ꎬ

诉笔者这个东南亚伊斯兰国家的一些穆斯林也认为伊朗什叶派信徒不是穆斯林ꎮ
团队时ꎬ 伊朗方面也大多安排参访伊斯兰之前的博物馆部分ꎮ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２０、 ２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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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是抵御外部冲击、 打赢 “ 经济战” 的有效途径ꎬ 之后哈梅内伊还亲自公布

了建设 “ 抵抗型经济” 的 ２４ 条纲领ꎮ① 需要注意的是ꎬ 波斯人的上述 ３ 种心态
表现在国家政策上ꎬ 有时也会交织在一起ꎬ 比如 “ 伊核危机” 就同时蕴含了这

３ 种心态———伊朗需要核发展ꎬ 所以伊朗就可以从事核发展ꎬ 因为伊朗不是任
人摆布的小国ꎬ 而是完全独立自主的大国ꎻ 针对伊朗的这一正当诉求ꎬ 欧美等
国际社会竟然强力打压伊朗ꎬ 这是对伊朗赤裸裸的仇视与伤害ꎻ 作为独立自主
的地区大国ꎬ 伊朗当然要对此等不公和迫害加以坚决反抗ꎮ 伊朗波斯人的上述 ３
种心态交互作用于国家决策ꎬ 是导致 “伊核危机” 旷日持久的一个重要原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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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伊朗的 “ 抵抗型经济” 详情ꎬ 参阅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大使馆经济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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