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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由于具备共同的历史境况、 语言和种族渊源ꎬ 阿拉伯国

家区域性智库往往面临着相似的跨国界政策问题ꎮ 海湾国家的智库经济

实力雄厚ꎬ 文化底蕴深厚ꎬ 注重搭建知识与权力的桥梁ꎬ 在推动地区国

家对外政策、 国民经济、 大众传媒与教育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ꎻ 沙姆

地区国家的智库多属于民间独立机构ꎬ 它们通过举办专题讨论会等方

式ꎬ 召集持不同政见者ꎬ 在改革议程的关键点上进行充分交流ꎬ 进而统

一思想ꎬ 出台一系列备选方案ꎬ 从而进一步优化政府决策过程ꎻ 在北非

国家中ꎬ 埃及智库的国际化程度较高ꎬ 尤其注重与世界各国智库和研究

机构保持密切往来ꎬ 而马格里布联盟国家的智库关注地区局势ꎬ 注重区

域研究ꎮ 总之ꎬ 阿拉伯智库都以服务于国家利益为目的ꎬ 将基础研究与

对策研究相结合ꎬ 通过建立有效的沟通互动机制ꎬ 为阿拉伯国家政府的

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和政策建言ꎮ
关 键 词　 阿拉伯智库　 海湾　 沙姆地区　 埃及　 马格里布

作者简介　 李意ꎬ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 硕士生导

师 (上海　 ２０００８３)ꎮ

智库在复杂多变的全球格局中ꎬ 为弥合知识与决策之间的鸿沟ꎬ 发挥着

新的 “合纵” 与 “连横” 功能ꎬ 不仅是国家 “软实力” 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

“塑造者”ꎬ 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还是国家治理与公众参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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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 ２０１５ 年国家社科基金 “丝路人文外交背景下的中阿智库合作研究” (１５ＢＧＪ０５７) 及上海

外国语大学 ２０１４ 年度校级重大科研项目 (ＫＸ１６１０５８) 的阶段性成果ꎬ 同时受上海高校一流学科及上

海高校智库———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项目资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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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桥梁ꎮ 近年来ꎬ 全球的智库行业出现了飞跃性的成长ꎮ 基于这些智库的

数量、 地理分布及业务总量等因素ꎬ 我们看到: 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ꎬ 各国政

府对政策建议的需求与日俱增ꎬ 需要智库为之贡献治国理政的智慧ꎮ 并且ꎬ 随

着技术变革和社会发展的不断进步ꎬ 人们更加具备知识生产和知识传播能力ꎬ
使得智库的重要性愈发凸显ꎮ① 在中东ꎬ 阿拉伯国家智库的发展现状亦如此ꎮ

事实上ꎬ 若基于智库的资政建言、 舆论引导、 社会服务、 公共外交等功

能②考量ꎬ 阿拉伯国家智库发展历史悠久ꎬ 一些学术机构曾具有智库研究的雏

形ꎮ 阿拉伯半岛是伊斯兰教的诞生地ꎬ 自古以来就是伊斯兰文化及其思想的

孕育之地ꎮ 早在中世纪时期ꎬ 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就在巴格达建立起全国性的

综合学术机构ꎬ 即智慧馆 (Ｂａｙｔ ａｌ － Ｈｉｋｍａｈ)ꎬ 亦称益智宫、 哲理大学ꎮ 它由

翻译局、 科学院和图书馆等机构组成ꎬ 是伊斯兰世界第一所国家级的综合性

学术机构及高等教育学府ꎮ 智慧馆的创建为阿拉伯 － 伊斯兰学术文化的繁荣

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抢救古希腊文物ꎻ 推动学术著述翻译蓬勃发展ꎻ 举

办学术报告会和辩论会ꎮ③ 时至今日ꎬ 阿拉伯国家智库研究仍然包括上述内

容ꎮ 智库专家和政府领导人通过建立有效的沟通互动机制ꎬ 为阿拉伯国家政

府的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和政策建言ꎮ 在这些智库中ꎬ 中东各区域的智库网络

格外引人注目ꎬ 其活动往往体现出共同的历史境况、 语言和种族上的关联ꎬ
或是面临相似的跨国界政策问题ꎮ④ 这些网络促进了政策分析和专业科学知识

的跨国化ꎮ 它们打造了公用的人力资源与通信基础设施ꎬ 使新的观点和政策

思路得以在全球和地区之间迅速传输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这种网络已演变成为

一种治理模式ꎮ⑤ 这一治理模式被称作区域治理理论ꎬ 它从国际政治、 区域经

济和行政管理等不同学科的视角得到了丰富和发展ꎬ 而构成阿拉伯世界的海

湾地区、 沙姆地区和北非埃及与马格里布国家等智库也承担着这样的角色ꎮ 本

文尝试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组发布的 «２０１４ 年全球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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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智库的概念与内涵ꎬ 参见张宏明: «中国非洲问题的 “智库研究”: 历程、 成效和问题»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２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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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社会科学»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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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报告» 为主要分析样本ꎬ 结合各相关国家研究机构的网站资料ꎬ 以上述 ３
个地区为分析切入点ꎬ 进而勾勒出当下阿拉伯国家智库发展的总体特点①ꎮ

海湾地区国家的智库

在中东社会转型时期ꎬ 阿拉伯智库与公众建立起新的交流渠道ꎬ 帮助阿

拉伯民众了解国家政策、 政府、 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新举措ꎬ 并提出相关政策

倡议ꎮ 其中ꎬ 海湾国家的智库无论从数量方面还是影响力方面来讲ꎬ 在阿拉

伯世界都是首屈一指的ꎮ

表 １　 海湾地区国家智库

国　 家
智库
总数

智库特点 主要智库举例

沙特阿拉伯 ７ 资金雄厚ꎬ 专注于伊斯兰历
史、 文化方面的研究ꎮ 海湾研究中心

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

１４ 资金雄厚ꎬ 具有王室背景ꎮ 阿联 酋 战 略 研 究
中心

卡塔尔 １０ 经济实力较强ꎬ 政府对智库
的建设颇为重视ꎮ 半岛研究中心

巴林王国 ７ 具备 “旋转门” 机制ꎬ 王室
和学术界的交流通畅ꎮ 巴林研究中心

科威特 １１ 着重于研究地区经济发展以
及本国文明和历史ꎮ 阿拉伯规划研究所

阿曼苏丹国 ３ 智库建设刚起步ꎬ 质量和数
量相对较弱ꎮ 塔瓦苏勒研究所

伊拉克 ４３ 文化底蕴深厚ꎬ 智库建设起
步早且多有高校背景ꎮ

幼发拉底河发展与
战略研究中心

也门 ３０ 多为非政府组织ꎬ 以民意调
查为基础展开研究ꎮ 也门民意测验中心

　 　 资料来源: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组发布的 «２０１４ 年全球智库发展报告»ꎬ

ｈｔｔｐ: / / ｌａｕｄｅｒ ｗｈａｒｔｏｎ ｕｐｅｎｎ ｅｄｕ / ｐａｇｅｓ / ｐｄｆ / ｏｔｈｅｒ / ２０１４％ ２０Ｇｌｏｂａｌ％ ２０Ｇｏ％ ２０Ｔｏ％ ２０Ｔｈｉｎｋ％ ２０Ｔａｎｋ％

２０Ｉｎｄｅｘ％２０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２０１９％２０１１３０ＡＭ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５ － ０１ － ２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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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ꎬ 囿于统计标准与范围ꎬ «２０１４ 年全球智库发展报告» 公布的阿拉伯国家智

库数量或许有与其实际存在不完全一致的情况ꎬ 但笔者主要关注这些国家智库的大致规模与研究定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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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湾地区八国的智库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国家智库经济实力较

强ꎬ 且大多具有王室背景ꎬ 受到国王或埃米尔的大力支持ꎮ 因此ꎬ 智库本身

发展较快ꎬ 影响力较大ꎬ 在伊斯兰世界有较高声望ꎮ 具体说来ꎬ 主要包括沙

特、 阿联酋、 卡塔尔、 巴林和科威特五国ꎮ
伊斯兰教三大圣地有两个在沙特ꎬ 使得沙特在伊斯兰文化、 阿拉伯历史

研究方面独树一帜ꎮ 加之沙特经济实力雄厚ꎬ 该国智库在中东地区与全球的

影响力较大ꎮ 如 ２０００ 年成立的独立智库海湾研究中心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①ꎬ 它是世界 １５０ 家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领域的顶尖智库之一ꎬ 在中东

地区顶级智库中位居第八②ꎮ 中心公众参与度高ꎬ 对外联系广泛ꎬ 自成立以来

一直为海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和外交决策提供智力支持ꎮ 中心主要致力于从

事学术研究、 宣传和翻译工作ꎬ 并提供教育、 培训和咨询服务ꎮ 截至目前ꎬ
中心已确立了 ５０ 多个研究领域ꎬ 并将之整合成几个关键的研究项目ꎬ 包括经

济、 能源、 政治、 国际关系、 国防与安全、 环境与科技等ꎮ 由表 ２ 可知ꎬ 沙

特海湾研究中心的研究内容几乎覆盖了所有海湾国家的关键性问题ꎮ 中心每

年撰写的 «海湾年度发展报告» 内容全面、 客观ꎬ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ꎬ 成

为关注海湾问题研究者的向导ꎮ 中心重视开展与海湾地区有关的研究活动ꎬ
有助于推动海湾国家的研究人员进行学术交流ꎬ 从而为海湾国家的可持续发

展提供研究支持ꎮ 中心在世界许多地区设立了分支机构ꎬ 如日内瓦的海湾研

究中心基金会 (ＧＲＣＦ) 和剑桥海湾研究中心 (ＧＲＣＣ) 等ꎮ 由于中心的研究

活动覆盖面广、 提供的咨询服务到位ꎬ 现已成为阿拉伯和非阿拉伯研究机构

的首选合作伙伴ꎮ

表 ２　 沙特海湾研究中心的研究领域及其主要内容

项　 目 研究的主要内容

政治制度
宪法、 立法机构、 司法机构、 行政系统、 公共政策、 政治与社
会运动ꎮ

外交政策
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ꎬ 伊朗、 伊拉克、 也门等周边国家ꎬ 其他
中东和非洲国家ꎬ 美欧国家ꎬ 拉丁美洲国家ꎬ 印度、 巴基斯
坦、 中国、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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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ｒｃ ａｅꎬ ２０１５ － ０２ － １５ 本文所涉及的网站以阿拉伯语版为准ꎮ
本文排名数据均来源于 «２０１４ 年全球智库发展报告»ꎬ ｈｔｔｐ: / / ｌａｕｄｅｒ ｗｈａｒｔｏｎ ｕｐｅｎｎ ｅｄｕ /

ｐａｇｅｓ / ｐｄｆ / ｏｔｈｅｒ / ２０１４％ ２０Ｇｌｏｂａｌ％ ２０Ｇｏ％ ２０Ｔｏ％ ２０Ｔｈｉｎｋ％ ２０Ｔａｎｋ％ ２０Ｉｎｄｅｘ％ ２０Ｒｅｐｏｒｔ％ ２０１％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１３０ＡＭ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５ － ０１ － ２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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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问题
宏观经济学、 劳动市场、 银行与金融、 商业与商务、 贸易与投
资、 粮食安全ꎮ

社会问题 环境、 教育、 妇女、 媒体、 历史、 人口、 公民社会和人权ꎮ

国防和安全
核扩散、 恐怖主义、 红海安全、 海盗、 人口和毒品贩运、 海湾
安全、 边界问题等ꎮ

能源
碳氢化合物为基础的能源、 能源安全、 可再生能源 (重点领
域)ꎮ

科学与技术 科学教育与人的发展、 科学技术创新系统、 媒体中的科学ꎮ

　 　 资料来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ｇｒｃ ａｅꎬ ２０１５ － ０２ － １５

阿联酋智库在阿拉伯国家智库中具有很强的竞争力ꎬ 它们资金雄厚ꎬ 有

的具有王室背景ꎬ 主要关注中东地区的安全与和平议题ꎬ 通过阿拉伯媒体、
广播、 电视等传媒手段ꎬ 把学者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介绍到阿拉伯世界ꎬ 从

而引起广泛的公众讨论ꎮ 如 １９９４ 年成立的阿联酋战略研究中心 (Ｔｈｅ Ｅｍｉｒａｔｅｓ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① 隶属于阿联酋外交部ꎬ 是一家半官

方智库ꎮ 中心研究内容涵盖政治、 战略、 外交、 安全等领域ꎬ 为阿联酋外交

部提供政策建议ꎮ 该研究中心以战略性、 理性的态度应对阿联酋的紧迫性挑

战ꎻ 推动对当前阿联酋、 海湾国家乃至阿拉伯世界社会、 政治、 经济事务的

研究ꎻ 增进海湾地区国家间的相互了解ꎬ 提高阿拉伯各国的政治水平和经济

实力ꎮ 中心出版物主要有 «全球研究»、 «新闻追踪»、 «战略视野杂志»、 «未
来地平线» 等ꎬ 在阿拉伯学术界颇具地位ꎮ

卡塔尔由阿勒萨尼家族世袭统治ꎬ 是中东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最高的

国家ꎮ 由于政局稳定、 经济实力较强ꎬ 加之政府对智库的建设颇为重视ꎬ 有

的智库直接由埃米尔领导ꎬ 使得卡塔尔智库近年来发展较快ꎮ 如 ２００６ 年创立

的独立智库半岛研究中心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②ꎬ 它依托半岛电视

台ꎬ 在中东地区顶级智库中列居第六位ꎬ 重点关注阿拉伯世界及周边地区的

发展战略ꎬ 深入分析中东事务ꎬ 广纳中东各国专家和学者ꎮ 中心研究的重点

议程包括阿拉伯世界政治和安全问题及其周边地区的发展战略③ꎬ 如海湾研

究、 伊朗研究、 土耳其研究、 新兴大国研究、 政治思想和社会问题研究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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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成立之初ꎬ 中心就着手通过与中东其他研究中心联手合作ꎬ 关注阿拉伯

世界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结构ꎬ 探索更好地了解和解决该地区复杂问题的渠道ꎬ
通过促进对话、 构建文明的桥梁来增进不同宗教间的相互理解和交流ꎮ 近年

来ꎬ 中心举办各类学术与战略研讨会和论坛ꎬ 鼓励相关学术著作出版发行ꎬ
有助于提升阿拉伯世界的整体知识水平、 拓展其文化和传媒视野ꎮ 目前ꎬ 这

个影响力较大的研究中心已吸引了来自中东各国专家的加盟ꎮ
作为一个海湾小国ꎬ 巴林的智库建设并不逊色于其他阿拉伯国家ꎬ 王室

和学术界的交流十分通畅ꎬ “旋转门” 机制在王国的智库中有较好的体现ꎮ 如

１９８１ 年成立的巴林研究中心 (Ｂａｈｒａｉ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① 是一

家官方智库ꎬ 在中东地区的顶级智库中位居第 ２３ 名ꎮ 创建之初ꎬ 中心就立志

要建成巴林王国一流的智库ꎮ 其使命包括: 通过应用性研究为巴林的社会服

务ꎻ 通过签订合同与履行合约为客户提供咨询服务ꎻ 为海湾国家领导人和决

策者提供政策指南ꎮ 该研究中心努力建立一支重视发展民族、 地区乃至外部

联系的研究者队伍ꎬ 通过对有关民族问题的大众舆论和部门决策进行评估和

分析ꎬ 积极寻求巴林社会重大问题的解决之道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包括董事会

主席和总秘书长在内的 ９ 位中心工作人员均来自巴林王国政府各个主要部门ꎬ
充分体现了该智库浓厚的官方背景ꎮ

科威特的智库致力于区域经济发展ꎬ 不少智库的主要目标是为科威特国

家战略及未来的重大问题②提供数据和智力支持ꎬ 鼓励海湾国家在关键问题上

进行交流与沟通ꎮ 如 １９８０ 年创建的阿拉伯规划研究所 ( Ａｒａｂ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③ 是阿拉伯世界重要的经济问题研究智库之一ꎬ 其成员来自 １６ 个阿

拉伯国家ꎬ 主要任务如下: 为阿拉伯国家经济保持稳步发展提供必要的知识、
技术和经验ꎻ 为阿拉伯决策者和研究者提供研究数据检索的便利ꎻ 提高阿拉

伯国家在经济管理方面的专业技术水平并为其社会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智力支

持ꎻ 培养一批在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中的专业人才ꎻ 围绕阿拉伯国家重

大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ꎬ 搭建专家交往和交流意见的平台ꎻ 出版有关阿拉伯

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专业书籍并建立相关数据库ꎮ 研究所将自身利益与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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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世界共同的文化、 历史乃至全球问题联系起来ꎬ 与科威特著名历史学家

和时政分析家均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ꎬ 不定期组织相关研讨会和辩论活动ꎬ
在阿拉伯世界享有较高声望ꎮ

第二类国家智库与第一类相比ꎬ 虽亦具有咨政功能ꎬ 但重视民意与学术

研究特点突出ꎬ 且具有非政府属性ꎮ 有的国家智库以高校为依托ꎬ 有的智库

集民意调查和基础研究为一体ꎮ
与其他海湾国家相比ꎬ 阿曼苏丹国的智库建设相对薄弱ꎮ 在为数不多的

智库中ꎬ 独立智库塔瓦苏勒研究所 (Ｔａｗａｓｕｌ)① 即是一家ꎮ 该机构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ꎬ 是一个民间社会组织ꎬ 其目的是通过学术培训和知识普及ꎬ 推动阿

曼公民社会的形成与发展ꎮ 在本国合作伙伴的支持和帮助下ꎬ 该研究所一定

程度地体现出阿曼公民社会的基本特点与关注领域ꎮ 智库的名称 “Ｔａｗａｓｕｌ”
的阿拉伯文原意为 “沟通”ꎬ 英文表述分别解析为 “Ｔ”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 透明)、
“Ａ” (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容纳)、 “Ｗ” (ｗｉｌｌｉｎｇｎｅｓｓ 意愿)、 “Ａ” (ａｓｓｅｒ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自信)、
“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 － ｂａｓｅｄ 社会本位)、 “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ｔｙ 普适性)、 “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领导力)ꎮ 目前ꎬ 该研究所在国内的合作单位已达 ２１ 家ꎬ 在境外也有 １４ 家ꎮ

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文化底蕴深厚ꎬ 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文化古都ꎬ 智库

建设起步较早且多有高校背景ꎬ 如隶属于巴格达大学的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穆斯坦西里亚大学的穆斯坦西里亚阿拉伯与国际研究中心、 巴士拉大学的巴

士拉与阿拉伯海湾研究中心以及卡尔巴拉大学的幼发拉底河发展与战略研究

中心等ꎮ 以 ２００６ 年成立的幼发拉底河发展与战略研究中心 (Ａｌ Ｆｕｒａｔ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② 为例ꎬ 作为著名的高校智库ꎬ 它是在伊

拉克非政府组织内阁办公室的协助下组建的ꎮ 该中心的研究重点在政治、 经

济、 社会和法律等方面ꎬ 主要工作包括提供基础信息和数据、 优化科学研究

和发展、 建立伊拉克学术机构内外部的有效联动机制、 制定培训计划、 按照

专业领域提供科学技术研究和发展项目等ꎮ
也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对落后ꎬ 智库数量虽多ꎬ 但世界顶尖的智库比

较少ꎮ 也门智库多属于公民社会的非政府组织ꎬ 其中有几家专门以民意调查

为基础展开研究ꎬ 研究领域包括经济、 政治、 公民权利等方面ꎬ 旨在服务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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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社会的全面发展ꎬ 在振兴也门经济的同时ꎬ 它也注重加强不同文化间的

交流与 合 作ꎮ 如 成 立 于 ２００４ 年 的 也 门 民 意 测 验 中 心 ( Ｙｅｍｅｎ Ｐｏｌｌ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①ꎬ 是该国第一个民意测验中心ꎬ 该智库致力于提供高质量的社会科

学研究成果ꎮ 中心以民意调查、 调研、 深度访谈、 小组讨论、 方案评测以及

媒体研究为基础ꎬ 服务于国家和国际机构、 非政府组织、 企业、 政府机构、
学术机构以及专家协会的研究需求ꎮ 旗下 ５００ 多位统计员分布在也门各个省

份ꎮ 自成立以来ꎬ 中心已进行了超过 １５ 万次的调研访谈ꎬ 成为也门社会科学

研究和数据采集方面的佼佼者ꎮ
总体而言ꎬ 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智库大多与政府关系密切ꎬ 获得国家基金

会或王室成员的支持 (如卡塔尔部分智库直接由卡塔尔埃米尔领导)ꎬ 在阿拉

伯世界乃至全球均有较高声誉ꎮ 这些智库重视基础研究与对策研究的结合ꎬ
通过搭建知识与权力的桥梁ꎬ 为各国提供外交思想和政策建议 (如巴林智库

善于运用 “旋转门” 机制ꎬ 保持着王室和学术界的长效沟通与交流)ꎬ 不断发

挥着影响力ꎮ 加之海湾国家经济实力雄厚ꎬ 文化底蕴深厚ꎬ 使得这些智库运

作良好、 发展较快ꎬ 在推动海湾国家对外政策、 国民经济、 大众传媒与教育

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ꎮ

沙姆地区国家的智库

因智库研究具有现实性、 动态性、 时政性特点ꎬ 尤其是各个国家面临的

政治与安全形势不同ꎬ 导致相应国家智库研究定位有所差异 (参见表 ３)ꎮ 据

此ꎬ 笔者将沙姆地区四国智库分为两类: 第一类国家政局较为稳定ꎬ 智库研

究侧重研究当代阿拉伯思想、 经济发展、 国家安全等议题ꎮ

表 ３　 沙姆地区国家智库

国　 家
智库
总数

智库特点 主要智库举例

约旦 ４０ 注重传播当代阿拉伯思想ꎮ 阿拉伯思想论坛

黎巴嫩 ２７ 拥有多家美国智库阿拉伯分支机构ꎬ
研究重心覆盖整个地区ꎮ

阿拉 伯 统 一 研 究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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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 ６ 关心国家政治、 经济、 社会等战略问
题ꎬ 对人权和正义有诉求ꎮ

叙利亚战略和政治
研究中心

巴勒斯坦 ４３ 关注巴以问题ꎬ 以促进中东和平为主
要任务ꎮ

巴勒斯坦国际事务
研究学会

　 　 资料来源: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组发布的 «２０１４ 年全球智库发展报告»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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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相比ꎬ 约旦在政治、 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相对稳定ꎬ 公

民受教育程度高ꎬ 人民生活较为富裕ꎬ 知识阶层和精英在社会中的地位较高ꎮ
约旦文化底蕴深厚ꎬ 智库建设起步较早ꎬ 主要目标是传播当代阿拉伯思想、
促进经济发展、 维护国家安全、 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进步ꎮ 以 １９８１ 年成立的

独立智库阿拉伯思想论坛 (Ａｒａｂ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Ｆｏｒｕｍ)① 为例ꎬ 该机构位居中东地

区顶级智库的第 １５ 名ꎮ 论坛由约旦王子殿下亲自主持建立ꎬ 十分关注阿拉伯

国家的未来发展ꎮ 论坛强调ꎬ 民族愿望的实现依托于人民合法要求的践行ꎬ
依托于建立一个符合阿拉伯民族价值观的自由而民主的制度ꎬ 并向现代世界

的民主国家敞开大门ꎮ 论坛一再呼吁: 阿拉伯世界要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ꎬ
而不再是束手束脚、 安于现状ꎻ 阿拉伯人可以通过参与制定各项政治经济决

议来建立起他们的民族自尊心ꎬ 发挥他们的潜能ꎬ 体现他们在政治经济生活

中的作用ꎻ 必须保证每个人都能享有体面的生活ꎬ 努力解决贫困现象和失业

现象ꎬ 而这就要依靠一些缴纳天课、 宗教基金和保护手段等等来实现ꎬ 并呼

吁阿拉伯国家团结一致ꎬ 建立一个国家层面之上的缴纳天课机构ꎮ 论坛的具

体目标包括: 促进阿拉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ꎬ 传播当代阿拉伯思想的成果ꎻ
以国内问题为基本任务ꎬ 促进阿拉伯民族主义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平衡与联

系ꎻ 促进阿拉伯思想的科学化发展ꎬ 努力重塑世界秩序进而实现国际公正与

和平ꎻ 在思想领袖和决策者之间建立桥梁ꎬ 实现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合作ꎻ 建

立社会保障机制ꎬ 健全政策制定中的公众参与机制ꎮ 为此ꎬ 论坛专门搭建了

一个交流和对话平台ꎬ 在向政府提出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的同时ꎬ 为相关决

策提供思想支持ꎮ 如早在 ２００９ 年ꎬ 阿拉伯思想论坛就与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

开展了 “中阿对话会”ꎬ 为两国学者交流搭建了良好的沟通平台ꎬ 也为推动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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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术研究以及文化等领域合作发挥了积极作用ꎮ
黎巴嫩是一个阿拉伯基督徒占主导地位、 各宗教派别保持权力平衡的阿

拉伯国家ꎮ 在其 ２７ 家智库中ꎬ 有不少是美国智库在阿拉伯国家的分支机构ꎬ
其他多数智库不但关注国内问题ꎬ 而且更多地把研究对象扩大到整个阿拉伯

地区ꎮ 如 １９７６ 年成立的独立智库———阿拉伯统一研究中心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ｒａｂ
Ｕｎｉｔｙ Ｓｔｕｄｉｅｓ)①ꎬ 它在中东地区的顶级智库中位居第 ２４ 名ꎮ 中心最初是黎巴

嫩官方创立的一个具有 “阿拉伯统一” 目标的协会ꎬ 出版有关人文科学、 社

会科学和经济学方面的书籍、 杂志及其他有关阿拉伯统一和未来战略的参考

文献ꎮ 中心的宗旨是对阿拉伯社会和阿拉伯统一等方面进行研究ꎬ 拒绝官方

参与和党派加入ꎮ 中心收集有关阿拉伯统一和阿拉伯社会的文献、 出版物、
著作、 手稿和印刷品ꎻ 进行学术性研究并出版有关书籍ꎻ 在中心声明所规定

的范围内进行学术活动等ꎮ 中心成员均来自各个阿拉伯国家ꎬ 任期为终身制ꎮ
第二类国家政局动荡ꎬ 智库研究议题更关注本国安全与政治ꎮ 叙利亚自

陷入内战以来ꎬ 其国内安全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ꎮ 叙利亚智库有其自身特点ꎬ
有的智库负责人本身就是境外反对派中的重要人物ꎬ 为了避免遭受迫害ꎬ 将

总部设在国外ꎮ 他们除关心国家政治、 经济、 社会等战略问题外ꎬ 对人权的

诉求和正义的渴望也十分强烈ꎮ 如独立智库———叙利亚战略和政治研究中心

(Ｓｙｒｉ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② 于 ２００８ 年在美国华盛顿成

立ꎬ 其主要任务是引导学界和政治活动家对叙利亚政治、 经济、 社会等战略

问题作深入思考ꎬ 通过学术研究、 召开会议、 发行出版物等渠道进行相关的

理论、 应用和社会学研究ꎮ 中心的主管拉德万齐亚德作为叙利亚境外反对

派中的重要人物ꎬ 曾任美国和平研究所 (ＵＳＩＰ) 的高级研究员ꎬ 是叙利亚人

权研究中心的创始人ꎬ 也是 “转型正义” 组织阿拉伯项目的执行编辑ꎮ
尽管巴勒斯坦一直面临政治环境动荡、 经费缺乏等严重挑战ꎬ 但其智库

数量并不少ꎬ 它们主要围绕巴勒斯坦问题的前景和解决方式展开讨论ꎬ 努力

向人们展示在当前国际关系中ꎬ 巴勒斯坦人为正义与和平付出的努力与艰辛ꎮ
以巴勒斯坦国际事务研究学会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ｉａｎ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③ 为例ꎬ 这家独立智库的宗旨是在国内、 地区乃至国际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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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内ꎬ 通过学术研究、 对话和发行出版物等方式来寻求解决当前巴勒斯坦问

题的途径ꎬ 从而使更多人了解巴勒斯坦问题的实质ꎮ 学会本着和谐与合作的

精神ꎬ 进行开放式的学术交流ꎮ 学会主要围绕耶路撒冷问题定期举办研讨会ꎬ

每次会议的议题虽有不同ꎬ 但都是相互联系的ꎮ 学会主持的一系列研究项目

和座谈会均力求专业性、 科学性和客观性相结合ꎬ 围绕战略研究、 欧盟政策、

民主教育等问题展开讨论ꎬ 同时为巴勒斯坦国际问题相关学者提供了大量的

学习素材ꎮ

总体而言ꎬ 沙姆地区国家的智库多属于民间独立机构ꎬ 它们通过与政府

领导人建立有效的沟通互动机制ꎬ 为阿拉伯国家政府的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和

政策建言ꎮ 这些智库为制定国家政策提供相关背景信息ꎬ 为政策辩论提供有

见地的建议ꎮ 特别是在社会转型和政治改革期间ꎬ 这些智库通过召开专题讨

论会和提交工作报告协商会ꎬ 召集持不同政见者ꎬ 在改革议程的关键点上进

行充分交流ꎬ 进而统一思想ꎬ 出台一系列备选方案ꎬ 旨在为快速变化的政治

面貌重塑 “思想战役”ꎮ① 它们在促进思维创新的同时ꎬ 努力形成建设性的公

共讨论机制ꎬ 进一步优化政府决策过程ꎬ 为阿拉伯国家的决策者们提供参考ꎮ

北非国家的智库

埃及智库是阿拉伯智库中国际化程度最高的ꎬ 尤其注重与世界各国智库

和研究机构保持密切往来ꎮ 它们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ꎬ 凸显了埃及的地

区政治影响力ꎬ 无论在数量还是在研究实力上ꎬ 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处于绝

对领先地位ꎮ

表 ４　 埃及和马格里布地区国家智库一览

国　 家
智库
总数

智库特点 主要智库举例

埃及 ５５
国际化程度高ꎬ 在经济、 社会和政治
改革等方面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
支持ꎮ

金字塔报政治与战
略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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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洛哥 ３０
关注本国政治和社会发展ꎬ 重视马格
里布地区和地中海沿岸国际关系
研究ꎮ

阿玛迪斯研究所

突尼斯 ３９ 关注马格里布地区问题和地中海沿岸
国际关系研究ꎮ 突尼斯战略研究所

阿尔及利亚 １２ 关注马格里布地区国家和欧洲地中海
地区的政治经济关系和文化联系ꎮ

全球 战 略 国 家 研
究所

利比亚 ４ 起步较晚ꎬ 多建于卡扎菲政权倒台
后ꎬ 致力于利比亚社会民主化进程ꎮ 萨迪克研究所

毛里塔尼亚 ３ 数量少ꎬ 为促进毛里塔尼亚社会转型
和国家复兴提供智力支持ꎮ

毛里塔尼亚战略研
究中心

　 　 资料来源: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组发布的 «２０１４ 年全球智库发展报告»ꎬ

ｈｔｔｐ: / / ｌａｕｄｅｒ ｗｈａｒｔｏｎ ｕｐｅｎｎ ｅｄｕ / ｐａｇｅｓ / ｐｄｆ / ｏｔｈｅｒ / ２０１４％ ２０Ｇｌｏｂａｌ％ ２０Ｇｏ％ ２０Ｔｏ％ ２０Ｔｈｉｎｋ％ ２０Ｔａｎｋ％

２０Ｉｎｄｅｘ％２０Ｒｅｐｏｒｔ％２０１％２０１９％２０１１３０ＡＭ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５ － ０１ － ２１ꎮ

埃及智库的主要任务是为内阁和决策者提供经济、 社会和政治改革的决

策支持ꎮ 从研究特色来看ꎬ 埃及智库注重与世界各国智库或研究机构保持密

切往来ꎬ 为政府决策提供智力支持ꎬ 在保持埃及地区大国地位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ꎮ 如成立于 １９６８ 年的独立智库———金字塔报政治与战略研究中心①ꎬ
它是阿拉伯世界最负盛名的智库之一ꎬ 隶属于 «金字塔报» 报业集团ꎮ 自

１９７２ 年起ꎬ 其工作重心不再仅仅局限于研究犹太复国主义、 以色列社会和巴

勒斯坦问题ꎬ 而且涉足全面的政治和战略问题研究ꎬ 包括外交、 安全、 经济、
军事、 社会、 历史、 互联网等多个领域ꎬ 同时关注埃及、 中东、 非洲和全球

事务ꎬ 并加强阿拉伯国家和区域性组织及世界组织间的相互交往ꎮ 这家拥有

３６ 名专职研究人员的中心ꎬ 特别注重与政治领导人、 决策者、 立法机构、 政

治团体、 政党、 政府机构、 国际科研和政治机构、 学者、 分析人士、 新闻媒

体和普通民众保持密切沟通ꎬ 其学术活动由国际问题部、 阿拉伯问题部和埃

及问题部组成ꎬ 很多研究成果直接影响埃及政府的决策ꎮ 该研究中心擅长于

对埃及社会的政治、 经济、 军事和社会等各领域的学术研究ꎮ 其学术规划布

局较为全面合理ꎬ 旨在通过对全球战略研究ꎬ 特别是阿拉伯世界和埃及的政

策战略研究等学术活动ꎬ 在埃及乃至整个阿拉伯世界传播学术意识ꎬ 达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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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公众舆论、 影响决策制定等目的ꎮ 中心的学术活动分为 ３ 个主要部门: 国

际问题部重视研究国际秩序的演变过程及其影响、 国际争端及其解决方式ꎬ
研究有关国际政治、 经济、 军事同盟、 集团和组织ꎻ 阿拉伯问题部着重研究

阿拉伯地区问题所引发的反响和争论ꎬ 探讨阿拉伯国家间以及世界各国间的

关系变化和互动方式ꎻ 埃及问题部着重研究埃及社会的发展ꎬ 包括政治、 经

济、 社会、 军事、 文化和历史等各方面ꎬ 研究作为地区大国的埃及自身发展

及其对整个中东地区的深远影响ꎮ
马格里布联盟由 ５ 个国家组成ꎬ 这些国家的智库关注地区局势ꎬ 注重区域

研究ꎮ 它们在历史上都曾受到过法国的殖民统治ꎬ 法国殖民者实施语言文化同

一政策的影响持续至今ꎬ 致使马格里布许多地区在殖民时期和独立后都出现了

法语凌驾于标准阿拉伯语之上的现象ꎬ 有部分智库网站甚至只有法语版ꎮ 尽管

如此ꎬ 这些智库仍致力于国家和地区的战略研究和前瞻研究ꎬ 不仅关注文化和

教育的可持续发展ꎬ 而且重视社会转型、 区域内国家关系等议题 (参见表 ４)ꎮ
摩洛哥的智库既关注本国政治和社会发展ꎬ 也重视马格里布地区国家和

地中海沿岸国际关系研究ꎮ 一方面ꎬ 它们针对摩洛哥国家建设相关问题进行

战略性的研究和分析ꎬ 为摩洛哥王室和政府提供相关政策建议ꎻ 另一方面ꎬ
研究重点从非洲大陆安全问题逐渐向中东地区、 地中海安全问题拓展ꎮ 以成

立于 ２００８ 年的阿玛迪斯研究所 (Ａｍａｄｅｕ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① 为例ꎬ 这家独立智库的

成立宗旨是促进摩洛哥和马格里布地区公共问题的研究ꎬ 推动非洲南部国家问

题的解决ꎬ 在南北合作和南南合作问题上开展交流与合作ꎮ 该研究所重点关注

摩洛哥、 马格里布、 地中海、 非洲、 阿拉伯世界和南部非洲国家的事务ꎬ 涉及

摩洛哥中产阶级和社会转型、 经济增长和区域融合、 南北合作、 可持续发展、
能源有效利用、 冲突预防和安全问题、 政治管理和公民教育等重大议题ꎮ

突尼斯的智库数量较多且受法国影响较大ꎬ 其中有些为法国智库在突尼

斯的分支机构ꎬ 它们既关注马格里布地区问题ꎬ 也十分重视与地中海欧洲国

家尤其是法国的互动关系ꎬ 有的智库甚至以马格里布研究中心命名ꎬ 从而体

现出它们的利益关切ꎮ 以成立于 １９９３ 年的突尼斯战略研究所 ( Ｔｕｎｉｓｉ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② 为例ꎬ 这家官方智库在中东地区的顶级智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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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居第 ３２ 名ꎮ 研究所与阿拉伯国家研究机构以及法国、 美国、 意大利、 瑞

士、 土耳其等非阿拉伯国家智库建立了合作关系ꎬ 研究涵盖政治、 战略、 安

全、 经济、 社会、 教育等领域ꎬ 重点关注突尼斯社会和阿拉伯世界地缘政治、
水资源、 可持续发展、 经贸等议题ꎮ

受历史上法国殖民统治的影响ꎬ 阿尔及利亚智库在意识形态上具有一定

的东方主义色彩ꎬ 它们较多地关注马格里布地区国家与欧洲地中海地区的政

治经济关系和文化联系ꎬ 在社会学研究方面较为突出ꎬ 如社会与文化人类学、
儿童与妇女权利信息中心、 国家人口与经济发展分析等研究机构ꎮ 在国际问

题和战略研究方面ꎬ 以创建于 １９８５ 年的官方智库全球战略国家研究所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① 为例ꎬ 它致力于国际战略问题研究ꎬ 为决

策者提供政策建议ꎮ 该所研究涵盖政治、 外交、 国防、 军事、 安全、 国际关系

等领域ꎬ 涉及阿尔及利亚、 马格里布地区、 欧洲地中海地区、 阿拉伯世界和非

洲地区等问题ꎮ 定期出版的季刊 «国际交汇» 在阿拉伯世界有较大影响ꎮ
利比亚的智库总体数量较少ꎬ 不少智库是在卡扎菲政权倒台后创建的ꎮ

正如有学者描述的那样: “在利比亚ꎬ 卡扎菲在杀死他的人民之前先扼杀了他

们的思想ꎮ”② 利比亚国内安全形势长期动荡ꎬ 从而使利比亚智库更多地关注

国内政治、 经济、 社会和司法重建进程等国内问题ꎮ 如 ２０１１ 年创建的独立智

库萨迪克研究所 (Ｓａｄｅｑ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尽管它是一家新兴智库ꎬ 但目前已跃居中

东地区顶级智库的第 ４７ 名ꎮ 作为一家专门研究利比亚问题的智库ꎬ 它致力于

利比亚社会民主化进程ꎮ 其宗旨是运用创新思想实现社会多元化ꎬ 通过实践

调查和亲身参与帮助利比亚完成社会变革ꎮ 该所研究覆盖经济、 安全、 卫生、
法律、 教育和治理等领域ꎬ 定期发布各类政策研究报告和分析评论文章ꎮ 研

究所下设 “萨迪克论坛”ꎬ 与决策者、 政治家、 外交官、 军事专家、 政党领

袖、 媒体人士、 专家学者保持密切联系ꎬ 拥有专职研究人员 ５ 名ꎮ
毛里塔尼亚智库建设起步较晚ꎬ 研究侧重本国社会转型、 经济发展和地

区安全问题ꎬ 有的智库兼具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功能ꎮ 如 ２００８ 年成立的毛里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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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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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无官方网站ꎬ 相关内容和数据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ＵＮＤＰ) 出版的 «阿拉伯智库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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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智库: 发展态势与特点　

尼亚战略研究中心 (Ｍａｕｒｉｔａｎｉａ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① 是

一家独立智库ꎬ 它秉持 “独立、 客观、 中立” 等原则ꎬ 旨在通过学术研究为

促进毛里塔尼亚社会转型和国家复兴提供智力支持ꎮ 中心下设大会、 理事会、
行政办公室、 专家委员会四大行政机构ꎬ 并设立政治安全研究组、 经济社会

研究组、 科学环境研究组、 教育研究组、 民意调查组、 法律咨询研究组、 历

史遗产研究组、 培训发展组等 ８ 个学术部门ꎮ 中心研究涵盖政治、 经济、 社

会、 教育、 语言等领域ꎬ 通过出版年度战略报告和学术期刊、 设立本科生科

研奖、 统计全国民意调查年度指数等方式开展工作ꎮ
总体而言ꎬ 北非埃及和马格里布国家在政治重建和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

出现许多新问题、 新矛盾ꎬ 智库在决策者政策制定中的作用日益增大ꎬ 为中

长期社会的重点问题提出 “预警”ꎬ 也为各国复苏经济提供可资借鉴的国际经

验ꎮ 这些智库研究人员来源广泛、 专业结构合理ꎬ 他们通过学术研究强化公

共知识分子的政策认知和政治立场ꎬ 不断汇集重要学者对内政和外交等重大

议题进行分析ꎬ 为各国政府提供直接的政策建议和解决问题的方法ꎮ

结　 语

一般说来ꎬ 在社会动荡加剧时期ꎬ 智库的发展速度也会加速ꎮ 自 ２０１０ 年

底阿拉伯剧变以来ꎬ 阿拉伯国家智库迎来蓬勃发展的势头ꎬ 其重要性日益凸

显ꎮ 这些机构对于缩小民间和政府机构认知的差异性、 影响舆论、 参与国家

公共外交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ꎮ 智库专家和政府领导人通过建立

有效的沟通互动机制ꎬ 为阿拉伯国家政府的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和政策建言ꎬ
在创造一个崇尚民主和对话环境的同时ꎬ 也推动了社会发展的革命力量ꎮ 在

现实政治中ꎬ 这些智库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ꎬ 如为政党的现代化培育土壤ꎬ
影响政党和公众的政策以及哲学理念的制定者ꎬ 以及成为各类头条新闻的制

造者ꎮ 虽然它们并不是唯一的 “新思想” 的缔造者ꎬ 但这些努力确实在阿拉

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了一定的影响ꎮ
尽管相对于欧美国家的智库而言ꎬ 阿拉伯国家智库大多成立时间短、 运

作规模小、 研究独立性弱、 全球影响力有限ꎬ 但随着阿拉伯民众、 学者和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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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人员参政议政意识的增强ꎬ 政府在应对地区复杂形势的过程中ꎬ 越来越倚

重智库的辅助功能ꎮ 总体而言ꎬ 阿拉伯国家的智库有以下特点: 一是服务于

国家政权ꎮ 转型期的阿拉伯社会在政治重建和经济发展中遇到许多新问题、
新矛盾ꎬ 智库通过学术研究强化公共知识分子的政策认知和政治立场ꎬ 汇集

重要学者对内政外交重大议题进行研究ꎬ 提供相关解决方案ꎬ 促进了学者与

政府官员、 媒体人士的联系和互动ꎬ 也提升了智库本身的影响力ꎮ① 阿拉伯智

库不仅在国家谋划内部战略、 制定政策和推进公共治理等方面的功效越来越突

出ꎬ 而且在参与国际事务中同样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ꎻ 二是经济实力较强ꎮ
智库本身是非营利性组织ꎬ 要建立强大、 独立的民间智库力量ꎬ 就必须有巨大

的私募基金会和民间资本愿意资助智力创造和研究工作ꎬ 欧美国家的智库通常

有政府拨款、 委托研究、 社会捐赠、 出版发行等多种资金来源ꎬ 而阿拉伯国家

特别是海湾国家经济实力较强ꎬ 其智库资金来源主要有各国政府、 基金会和王

室家族的支持ꎬ 有的智库甚至是由埃米尔或者王室成员亲自主持工作的ꎻ 三是

思想基础与文化底蕴深厚ꎮ 在世界思想发展史中ꎬ 阿拉伯思想和哲学曾起到了

承上启下、 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ꎬ 近代以来ꎬ 阿拉伯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的过

程中ꎬ 从未忽视对伊斯兰文化及其思想的保护与传承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阿

拉伯世界受到来自西方社会的种种误解和歧见ꎬ 具有远见卓识的阿拉伯政治精

英在客观评估自身优劣之后ꎬ 倡议阿拉伯国家努力跟上时代步伐ꎬ 以正本清源

为目的的阿拉伯智库应运而生ꎬ 思想基金会或思想论坛之类的智库不断增多ꎬ
在现代国家的战略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ꎮ 四是研究议题具有一定的区域性特

征ꎮ 基于本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共同属性和地缘政治经济联动性特点ꎬ 很多智库

不仅研究国内问题ꎬ 还突破国家层面ꎬ 有跨国性特征ꎬ 它们关注地区安全问题

并一定程度展开了区域合作ꎮ 五是智库研究人员的构成彰显开放性特点ꎮ 许多

阿拉伯国家智库的研究人员不仅包括本国研究人员ꎬ 还吸纳其他阿拉伯国家政

界、 学界人士ꎬ 初步构建起多元化、 多层次的人文交流体系ꎮ
若将本文的阿拉伯智库研究置于国际视野中ꎬ 我们发现: 当今世界正在发

生深刻变化ꎮ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日益延伸为族群与族群、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ꎬ
传统意义上的外交、 国际关系也日渐从经济关系、 政治关系拓展至文化关系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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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日益成为维系国家间关系的重要力量ꎮ 作为除安全保障、 经

济发展之外的第三层面ꎬ 人文交流历来是国际关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按照外交介入人文领域的程度大小ꎬ 人文外交的实现形式可以划分为 ３ 种类型:
思想外交、 文化外交和人民外交ꎮ 社会发展急需智力支持ꎬ 催生智库升温ꎮ 可

以说ꎬ 人文外交的概念ꎬ 首先就是战略思想高地的问题ꎮ 以智库交流为依托ꎬ
加强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ꎬ 无疑是践行这一理念的重要途径ꎮ ２１ 世纪初以来ꎬ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从几十年的好朋友、 好兄弟、 好伙伴ꎬ 变成了需要进一步加

强战略协调与沟通的新型合作者ꎮ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需加强双方之间的智库交

流ꎬ 我们可借用对方智库来准确研判中东形势、 制定中东政策ꎬ 并在此基础上

进一步深化 “全面合作、 共同发展” 的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战略合作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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