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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以来ꎬ “伊斯兰国” 迅猛发展ꎬ 并加速了伊

拉克政治版图瓦解的速度ꎬ 伊拉克库尔德地方政府劫后余生ꎬ 更加坚定

了独立的信念ꎮ 这种情势引起域外大国的警觉ꎬ 并采取不同的应对之

策ꎮ 英国议会于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通过了在伊拉克实施军事行动的议案ꎬ 其

主要考量因素有: 针对 “伊斯兰国” 采取有效的打击行动ꎻ 加强库尔

德地方政府的防御能力ꎻ 坚持伊拉克作为统一国家的存在ꎮ 国际社会需

要注意到伊拉克政治和社会凝聚力持续下降的趋势ꎬ 前瞻性地看待伊拉

克问题ꎬ 在此基础上对 “伊斯兰国” 实施切实可行的打击战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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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２６ 日ꎬ 英国威斯敏斯特议会以 ５２４ 票对 ４３ 票的投票结果通

过了英国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的议案ꎮ 这次议会表决是应伊拉克总理海德

尔阿巴迪对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的请求进行的ꎮ①那么ꎬ 英国在何种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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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介入伊拉克事务? 英国的战略考虑、 政策选择及其可能产生的结果是什么?
本文在回顾 “伊斯兰国” 兴起的过程、 考量伊拉克中央政府及库尔德地方政

府当下境遇的基础上ꎬ 讨论英国政府可能会基于哪些方面进行筹划以及如何

行动ꎮ 虽然本文对英国谨慎的态度有所批评ꎬ 但是批评非常有限ꎮ 与此同时ꎬ
本文将会指出采取其他方式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ꎮ 这些问题是由可选择并且

是完全可能的路径引起的ꎮ 有限的空袭导致未知的后果ꎬ 英国将从当前空袭

酿成的结果中意外发现ꎬ 自己将在不远的将来陷入更多的地区事务之中ꎮ 这

其中包括伊拉克边境的划分、 国家制度和安全防御的重建ꎬ 甚至可能是新国

家的产生ꎮ

迅猛发展的 “伊斯兰国”

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６ 日起ꎬ 摩苏尔 (Ｍｏｓｕｌ) 市郊遭到了由 １ ５００ 人组成的

“伊斯兰国” 武装的进攻ꎮ 这件事引起了当时国际观察家的关注ꎻ ６ 月 ９ 日

后ꎬ 这种关注已经上升到警觉高度ꎬ 因为伊拉克武装力量及其军官撤离了摩

苏尔ꎬ 导致部队群龙无首ꎮ 继而ꎬ 伊拉克出现了混乱的局面ꎬ 随后伊拉克军

队 ５ 个师的士兵逃离了该城ꎬ 结果使得 “伊斯兰国” 及其盟友 (包括 “伊斯

兰国辅助者组织” 和萨达姆的死忠残余组成的纳克什班迪教团军ꎬ 后者英文

缩写为 “ＪＲＴＮ”) 迅速占领拥有 ３００ 万人口的摩苏尔市ꎬ 他们攻占了政府所

在地ꎬ 控制了战略要地ꎮ “伊斯兰国” 武装继续迅速向东推进ꎬ 进入阿拉伯人

占主导的基尔库克 (Ｋｉｒｋｕｋ) 地区ꎬ 即哈维加 (Ｈａｗｉｊａ)、 阿巴西 (Ａｂｂａｓｉ)、
扎卜 (Ｚａｂ) 和利雅得 (Ｒｉｙａｄｈ) 等城市ꎮ

“伊斯兰国” 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向南推进ꎬ 于 ６ 月 １１ 日攻占了提克里特

(Ｔｉｋｒｉｔ)ꎬ 包围了拜伊吉 (Ｂａｉｊｉ) 的炼油中心ꎮ “伊斯兰国” 控制了伊拉克北

部的石 油 产 品ꎬ 限 制 了 对 巴 格 达 的 电 力 供 应ꎬ 而 且 占 领 了 萨 拉 赫 丁

(Ｓａｌａｈａｄｉｎ) 和迪亚拉 (Ｄｉｙａｌａ) 省份的大部分地区ꎮ 到 ６ 月 １５ 日ꎬ 纳克什班

迪教团军攻占了摩苏尔附近的塔尔阿法尔 (Ｔａｌ Ａｆａｒ)ꎬ “伊斯兰国” 和伊拉克

武装力量在通往巴格达的战略要地的巴库巴 (Ｂａｑｕｂａ) 爆发了一场非常惨烈

的战斗ꎮ 到 ６ 月底ꎬ 安巴尔省 (Ａｎｂａｒ) 落入了 “伊斯兰国” 手中ꎮ 至此ꎬ 除

了拉比亚 (Ｒａｂｉａ) 仍处于伊拉克库尔德人武装力量自由斗士及其盟友叙利亚

库尔德人和叙利亚 “民主联盟党” (Ｐａｒｔｉｙａ Ｙｅｋîｔｉｙａ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 所属的 “人民

９９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

护卫军” (Ｙｅｋîｎｅｙêｎ Ｐａｒａｓｔｉｎａ Ｇｅｌ) 控制之下ꎬ “伊斯兰国” 已完全控制了伊

拉克至叙利亚的边境地带ꎮ
事态发展的速度和强度令人震惊ꎬ “伊斯兰国” 的惊人行为远远不止于

此ꎮ 比如说ꎬ 很少有人预测到 “伊斯兰国” 会在 ６ 月 ２９ 日宣布在摩苏尔大清

真寺建立哈里发国家或 “伊斯兰国”ꎮ① 阿布巴克尔 (Ａｂｕ Ｂａｋｒ) 自封为易

卜拉欣哈里发ꎮ 当时许多评论家对这件事表示不屑ꎬ 他们认为 “伊斯兰国”
的举动是极端骄傲的表现ꎬ 最终会损害 “伊斯兰国” 本身ꎬ 然而这一切最终

被证明是一种臆想ꎮ 该行动实际上是 “伊斯兰国” 的策略ꎬ 旨在使 “伊斯兰

国” 在还没有强大到不可挑战之前迫使它的盟友承认其地位ꎮ “伊斯兰国” 的

建国宣言将斗争的战场、 对外部世界的威胁和时机的把握融为一体ꎮ 数小时

之内ꎬ 无论是伊斯兰的复兴党或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其他抗议组织ꎬ 都不得

不做出选择: 要么效忠 “伊斯兰国”ꎬ 要么反对它ꎮ 大多数组织认识到除了接

受之外没有其他选择ꎬ 他们不得不承认阿布巴克尔新建立起来的最高统治

权威ꎮ 阿布巴克尔的这个战略无论是出于偶然还是有意为之ꎬ 实际上都产

生了一个消除逊尼派之间分歧的作用ꎮ 在此之前ꎬ 西方曾在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有

效地利用了逊尼派内部的分歧对其进行分而治之ꎮ 阿布巴克尔的策略在部

落觉醒的理念得以实施前已经消除了逊尼派群体的分裂ꎬ 将伊拉克的逊尼派

反叛活动从一团散沙变成了有组织的团体ꎮ 这一策略增强了叙利亚 “伊斯兰

国” 参加人员的信心ꎬ 也充当了外国圣战者加入战斗序列的号角ꎮ 这种状况

使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更加警觉地来应对该事件ꎬ 也使美国政府认识到必须以

更加强有力的态度应对这个新的政治实体ꎮ “伊斯兰国” 虽然宣布成立新的哈

里发国家所产生的效应有待观察ꎬ 但可以肯定的是ꎬ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 “伊
斯兰国” 由于宣布成立 “新国家” 而被削弱ꎮ 相反ꎬ 事实上宣布成立哈里发

国家使 “伊斯兰国” 更加充满了活力ꎮ
此后ꎬ “伊斯兰国” 势如破竹ꎬ 以凌厉的攻势攻入叙利亚ꎬ 而且其势力扩

张的势头直逼包括黎巴嫩、 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等其他国家ꎮ② 就在 “伊斯兰

国” 宣告成立后一个月ꎬ “伊斯兰国” 对包括雅兹迪人 (Ｙｅｚｉｄｉｓ) 和基督徒

在内的尼尼微省 (Ｎｉｎｅｖｅｈ) 的宗教少数派实行了种族清洗ꎬ 并在 ８ 月初对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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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长期的盟友库尔德人发动进攻ꎮ “伊斯兰国” 的进攻导致库尔德人全面溃

败ꎮ 在此背景下ꎬ 美国不得不在最后时刻通过发动空袭施以援手ꎮ 美军的空

袭行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阻挡了 “伊斯兰国” 的进攻步伐ꎬ 同时也保护了库

尔德地区ꎮ① 因此ꎬ “伊斯兰国” 在伊拉克没有进一步向北部推进至库尔德地

区ꎬ 也没有和巴格达的什叶派武装力量发生大规模冲突ꎬ 但它仍巩固了在逊

尼派占主导省份的地位ꎬ 继续抵御并击退了在英国、 美国等其他国家支持下

的伊拉克安全部队和什叶派武装的攻势ꎮ

困境中的伊拉克中央政府

２０１４ 年夏ꎬ 伊拉克所发生的一切既改变了伊拉克国家本身ꎬ 也改变了它

生存的地缘政治环境ꎮ 与这些变化相连的是再次出现了一些践踏人权、 种族

屠杀的残暴行为ꎮ 很多观察家认为ꎬ 这些现象的罪魁祸首就是巴格达迪宣布

成立的 “伊斯兰国”ꎮ 无论是当下的 “伊斯兰国”ꎬ 还是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之

前的 “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 (ＩＳＩＳ)②ꎬ 该组织无疑从根本上改变了伊拉

克的政治版图ꎮ “伊斯兰国” 控制了从巴格达附近的费卢杰 (Ｆａｌｌｕｊａｈ) 到基

尔库克附近的哈维加向北到摩苏尔ꎬ 向西至叙利亚的大片领土ꎬ 从而改变了

原来的边境线ꎮ 尽管一些学者指出ꎬ “伊斯兰国” 既不具有伊斯兰性质ꎬ 也不

是一个国家ꎬ 把伊斯兰教异化解读为残酷刚愎等作为其意识形态基础ꎬ 但现

实是 “伊斯兰国” 正处于形成中ꎮ
虽然 “伊斯兰国” 及其行为在伊拉克政治社会版图碎化方面难逃干系ꎬ

但将这一责任完全归咎于 “伊斯兰国” 并不恰当ꎬ 在很多方面 “伊斯兰国”
只不过是一剂强有力的催化剂ꎬ 它只是加剧了之前已经明显存在的紧张态势

而已ꎮ 实际上ꎬ 在 “伊斯兰国” 发动夏季攻势和 ６ 月 ６ 日到 ６ 月 ９ 日攻占摩

苏尔之前ꎬ 已经获得多起军事行动的成功ꎬ 在这之前ꎬ 伊拉克作为一个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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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实体已经显示出不稳定的迹象ꎮ① 虽然之前伊拉克举行过一次大选ꎬ 但并

没有产生新政府ꎬ 脆弱的政治进程一目了然ꎮ 与此同时ꎬ 巴格达政府的组建

非常拖沓ꎬ 教派与党派的冲突和分裂日益凸显ꎮ 埃尔比勒 (Ｅｒｂｉｌ) 的库尔德

领袖继续利用自己的渠道非常迅速地将原油输往位于土耳其的杰伊汉港

(Ｃｅｙｈａｎ)ꎬ 此举违背了巴格达政府的意愿ꎮ 库尔德地方政府希望自己的这一

行为即使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支持ꎬ 至少可以得到默许ꎮ② 到 ５ 月份ꎬ 库尔德地

方政府埃尔比勒与伊拉克巴格达中央政府之间的口水战已极为激烈ꎮ 这也使

那些希望库尔德人能够继续留在伊拉克与阿拉伯人来共建一个联邦制国家而

不是让库尔德人选择独立的伊拉克人越来越忧心忡忡ꎮ 一些评论家希望库尔

德人与巴格达中央政府能够合作建立一个联邦制国家ꎬ 而不是独立ꎬ 但两者

之间的口水战使伊拉克政治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ꎮ
同时ꎬ 随着反对伊拉克政府尤其是反对马利基政府游行示威的爆发ꎬ 逊

尼派占主导的省份情况变得异常紧张ꎬ 而忠于马利基中央政府的武装力量对

逊尼派占主导省份的示威人群进行了武装镇压ꎬ 这导致局势更趋于恶化ꎮ③ 所

有行动都带有一种强烈的教派色彩ꎬ 既包括逊尼派的反抗ꎬ 也包括以马利基

为首的什叶派政府军的镇压ꎮ 游行示威从费卢杰开始ꎬ 此地之前是 “伊斯兰

国” 的前身——— “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 (ＡＱＩ) 和伊拉克 “伊斯兰国” 的主

要活动区域之一ꎮ 游行示威所表达的不满有着非常深的历史渊源ꎬ 如果不追

溯到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８ 年之间的教派冲突ꎬ 至少应该追溯到 ２０１０ 年以来伊拉克愈演

愈烈的教派冲突ꎬ 以及逊尼派阿拉伯人对什叶派马利基总理的强烈抱怨ꎮ 游

行示威者得到了当地部落领袖们的鼓舞和支持ꎬ 因为后者对马利基政府未能

兑现诺言而感到失望ꎮ 在以美国为主导的联盟支持下的马利基政府曾在逊尼

派阿拉伯人反对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时承诺ꎬ 将在伊拉克建立稳定的安全机

制ꎮ 到 ２０１４ 年初ꎬ 伊拉克中央政府可以辐射到逊尼派占多数地区的统治能力

遭遇到了挑战ꎮ 这些挑战有时确实来自于叛乱组织ꎬ “伊斯兰国” 只是其中的

一支ꎮ 各种各样的武装力量由于与邻近的阿拉伯国家存在着跨界关系而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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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ꎬ 这无形中壮大了他们的力量ꎬ 巴格达政府除了对库尔德地区资金有所

限制之外ꎬ 对库尔德斯坦几乎没有法律约束ꎮ 马利基政府在 ２０１３ 年年底确实

以经济手段为武器来要挟库尔德地方政府ꎬ 但结果恰恰使库尔德地方政府更

加坚定了在未经巴格达中央政府允许之下ꎬ 获取独立出口石油资金的结算权

以及其他资金源渠道的信念ꎮ
尽管这些问题非常严重ꎬ 但如果与发生在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６ ~ ９ 日的事态相

比ꎬ 则显得无足轻重ꎮ 在此之前ꎬ 库尔德情报官员以及与尼尼微省省长过从

甚密的人物曾经警告过伊拉克中央政府及西方国家ꎬ “伊斯兰国” 在逊尼派阿

拉伯人占绝大多数省份的威胁正与日俱增ꎮ 但当时没有人预料到组织有序、
机构严密的 “伊斯兰国” 竟然能够以如此迅速和凌厉的攻势推进到摩苏尔ꎮ
事后看来ꎬ 也许人们当时本应预料到 “伊斯兰国” 组织的强势ꎮ 而逊尼派阿

拉伯人的不满情绪以及埃尔比勒与巴格达存在敌视的关系ꎬ 两者的结合为

“伊斯兰国” 的发展提供了机遇ꎮ 这一机遇体现为在逊尼派阿拉伯人地区出现

了安全真空ꎬ 而由于伊拉克政府在伊拉克全境树立权威的行动迟滞ꎬ 造成了

政治真空ꎮ 在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４ 年间ꎬ “伊斯兰国” 一直蓄势待发ꎬ 巴格达迪与其

领导下的军事领导阶层正好抓住这一机会趁势崛起ꎮ
在巴格达ꎬ 伊拉克政府对 “伊斯兰国” 的攻城略地感到非常震惊ꎬ 因为

当时还处于选举之后新政府尚未成立的间歇期ꎬ 所以巴格达在应对来自 “伊
斯兰国” 的威胁时ꎬ 无法迅速反击 “伊斯兰国” 的威胁ꎬ 而且马利基似乎想

不出对付这一问题的办法ꎮ 很快ꎬ 巴格达的态度被教派或分裂的话语所主导ꎬ
包括穆克塔达萨德尔 (Ｍｕｑｔａｄａ ａｌ － Ｓａｄｒ) 的 “迈赫迪军” (当时称为 “和
平军团”)ꎬ 伊朗支持的 “正义联盟” ———穆克塔达武装的死对头在应对 “伊
斯兰国”ꎬ 而他们在应对 “伊斯兰国” 的过程中使用手段的残酷和暴虐度不亚

于 “伊斯兰国” 本身ꎮ 巴格达议会的第一次会议也证明了这样的一种混乱ꎬ
表明混乱已成为了巴格达的主色调ꎮ 尽管似乎一切照旧ꎬ 但是巴格达议会既

无法任命新总理ꎬ 也不能任命议长ꎬ 有关决议在后来一段时间里则被束之高

阁ꎮ 与此同时ꎬ 名义上马利基长时间担任看守内阁总理ꎬ 实际上他仍然担任

总理以及武装部队的总司令ꎮ 他的这些行动清晰地向民众表明ꎬ 除非通过暴

力斗争ꎬ 否则他自己并无主动放下权力的意向ꎮ
在此背景下ꎬ 马苏德巴尔扎尼 (Ｍａｓｓｏｕｄ Ｂａｚａｎｉ) 很快宣布库尔德斯坦

拥有自治的权利ꎬ 他于 ７ 月 ３ 日要求库尔德斯坦国民议会 (ＫＮＡ) 为库尔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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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就自治举行全民公投做好准备ꎮ① 土耳其的立场是只要库尔德地方政

府能够告知其进展ꎬ 那么安卡拉政府也会支持库尔德地方政府的独立ꎬ 以色

列以及一些阿拉伯国家也表示对库尔德人建国给予不同程度的支持ꎮ 而且ꎬ
巴尔扎尼不仅将自己视为伊拉克库尔德地方政府的总统ꎬ 而且也是整个库尔

德民族走向独立的中心人物ꎮ 巴尔扎尼面临两个问题: 一是来自于伊朗公开

的反对ꎬ 二是美国坚持以巴格达为中心ꎬ 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拉克民族政府ꎮ
在巴尔扎尼看来ꎬ 与他把自己作为库尔德民族领袖甚至是 “库尔德人国家之

父” 的抱负相比ꎬ 这些问题显得不是那么重要ꎮ

处于生死边缘的库尔德斯坦地方政府

随着摩苏尔的陷落ꎬ 伊拉克库尔德人所处的环境突然发生了改变ꎮ 库尔

德领导人在 “伊斯兰国” 占领摩苏尔之前已对其动向感到警觉ꎬ 并做好了迅

速转移的准备ꎮ 在基尔库克省西部的哈维加、 扎卜以及利雅得等地区沦陷后ꎬ
巴尔扎尼总统迅速命令库尔德地方武装自由斗士进驻库尔德斯坦南部边境公

认的争议地区ꎮ② 库尔德斯坦地区的面积在数小时内迅速扩张了约 ３０％ ~
４０％ ꎬ 巴尔扎尼现在可以骄傲地宣称成为大部分争议地区的占有者ꎬ 包括库

尔德人最为看重的基尔库克———库尔德地方政府自 ２００３ 年后从未对该地区有

过稳固的占领ꎮ 实际上ꎬ 库尔德斯坦地区面临着严峻的挑战ꎮ 首先是如何确

保库尔德地区的安全ꎮ 如今库尔德地方武装自由斗士在长达 １ ０５０ 公里的边境

线上与 “伊斯兰国” 和其他叛乱组织对峙ꎬ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以来ꎬ 它从

未面临过类似的威胁———外敌入侵ꎮ③ 其次ꎬ 库尔德武装同样需要关注内部安

全ꎮ 随着内部和外部叛乱活动共同作用所导致的摩苏尔陷落ꎬ 现在库尔德斯

坦的反恐力量关注的是与库尔德城镇中的圣战分子的对抗ꎮ④ 此外ꎬ 库尔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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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非常需要财政支持ꎮ 事实上ꎬ 资金的需求随着摩苏尔的陷落而变得更

加急迫ꎬ 因为从马利基政府获取财政支持受到了严格限制ꎬ 马利基认为库尔

德人即便没有与 “伊斯兰国” 和复兴党等组织结盟ꎬ 他们至少是以自身的不

作为与叛乱势力相勾结ꎮ①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对于库尔德斯坦地区来说非同寻常ꎮ 由 “伊斯兰国” 所引发

的威胁很快成为过去ꎬ 库尔德领导层再次聚焦于提名伊拉克总统的政治博弈ꎬ
或密切关注什叶派穆斯林是否同意马利基担任总理的讨论ꎮ 只有在伊拉克东

南部的加拉瓦 (Ｊａｌａｗｌａ) 地区继续出现了针对 “伊斯兰国” 的团结奋战ꎬ 很

大程度上是出于保卫哈奈根 (Ｋｈａｎａｑｉｎ) 的需要ꎬ 以此确保与伊朗边境的安

全ꎮ 同时ꎬ 埃尔比勒和杜胡克 (Ｄｏｈｕｋ) 的库尔德领导层和库尔德地方武装自

由斗士似乎对应对 “伊斯兰国” 所引发的威胁愈发充满自信ꎮ 他们有充分的

理由保持这样的心态ꎮ 在 “伊斯兰国” 武装与库尔德武装的有限交火中ꎬ 库

尔德武装表现卓越ꎬ 使许多库尔德领导人认为 “伊斯兰国” 的挑战和威胁不

会马上再出现ꎮ 在以巴尔扎尼为首的库尔德斯坦民主党领导层看来ꎬ “伊斯兰

国” 所取得的成功强烈反映出了伊拉克的虚弱ꎬ 库尔德其他地方也面临着危

险ꎬ 很多地区在内部都有两个相互敌对的伊斯兰国家ꎬ 一个是逊尼派的ꎬ 一

个是什叶派的ꎮ
然而ꎬ “伊斯兰国” 的表现令许多观察家感到震惊ꎮ 因为 “伊斯兰国”

不但占领了摩苏尔ꎬ 而且还向安巴尔进军并攻陷了提克里特ꎮ 该组织发起了

对科巴尼的进攻并占领了叙利亚的代尔祖尔 (Ｄｅｉｒ Ａｚ － Ｚｕｒ)ꎬ 进而以大量兵

力迅速进驻尼尼微省并与库尔德人发生冲突ꎬ 这一点出乎所有分析家的预料ꎮ
“伊斯兰国” 迅速向摩苏尔西北部、 由库尔德人控制的祖马尔地区进攻ꎮ 他们

攻击了库尔德人占据的凯西克军事基地ꎬ 该地曾由伊拉克安全部队控制ꎬ 同

时还将遍布整个尼尼微省包括辛贾尔山在内的雅兹迪教徒、 基督徒城镇和村

庄作为攻击目标ꎬ 这就使得这个此前鲜为人知、 此时却遭到最为恐怖的种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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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绝性袭击的族群为世界所关注ꎮ①

８ 月 ３ ~ ５ 日ꎬ “伊斯兰国” 在尼尼微省快速扩张ꎬ 库尔德人失去了对摩

苏尔大坝的控制ꎬ 谣言和反谣言之声甚嚣尘上ꎮ 基督徒占多数的克拉克斯城

(Ｑａｒａｑｏｓｈ) 被 “伊斯兰国” 攻陷ꎬ 产油区艾因扎勒 (Ａｉｎ Ｚａｌｅｈ) 也很快沦

陷ꎬ 边境城镇拉比亚 (Ｒａｂｉａ) 被一分为二ꎬ 分别被 “伊斯兰国” 和叙利亚的

民主联盟党所占领ꎮ ８ 月 ５ 日ꎬ 形势变得更加令人担忧ꎮ 当人们还在聚焦于尼

尼微省的战斗时ꎬ “伊斯兰国” 却攻击了埃尔比勒省葛沃 (Ｇｗｅｒ) 城附近的

村庄ꎮ 该城不在尼尼微而位于埃尔比勒ꎬ 并且接近库尔德地方政府传统的领

土范围ꎮ “伊斯兰国” 继续向南推进ꎬ 占领了迈赫穆尔 (Ｍａｋｈｍｏｕｒ) 城的大

部分地区ꎬ 逼近库尔德人首府ꎮ
国际社会似乎在此时才意识到 “伊斯兰国” 的危险ꎬ 它不但威胁到库尔

德斯坦南部地区ꎬ 而且对整个库尔德斯坦构成了威胁ꎮ 随着埃尔比勒第二战

线的开辟ꎬ 库尔德地方武装自由斗士已精疲力竭ꎬ “伊斯兰国” 在该省的突然

出现使库尔德人意识到他们的首府很可能会步摩苏尔的后尘ꎮ 埃尔比勒的居

民开始撤离该城ꎬ 逃离的民众堵塞了通往沙克拉瓦 ( Ｓｈａｑｌａｗａ) 和科亚

(Ｋｏｙａ) (向北、 向东)ꎬ 甚至是基尔库克的道路ꎮ 此前看似战无不胜的库尔

德地方武装自由斗士开始溃败ꎬ 士气也开始衰退ꎮ
８ 月 ７ 日ꎬ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这个对库尔德人来说最黑暗的时刻ꎬ 宣布对

“伊斯兰国” 实施军事行动ꎮ ８ 月 ７ 日夜晚ꎬ 美国对葛沃和迈赫穆尔

(Ｍａｋｈｍｏｕｒ) 的 “伊斯兰国” 武装进行了猛烈空袭ꎬ 库尔德地方武装自由斗

士也发起对 “伊斯兰国” 武装的炮击ꎮ 随着其他库尔德武装进入伊拉克北部

与 “伊斯兰国” 展开战斗ꎬ 形势很快变得有利于库尔德人及其盟友ꎮ 虽然库

尔德领导层、 库尔德地方武装自由斗士及库尔德社会受到很大冲击ꎬ 但库尔

德人最终躲过了这场生死浩劫ꎮ 他们的未来将会如何? “伊斯兰国” 继续存在

还是被击溃? 库尔德斯坦是否继续留在统一的伊拉克境内而不是分离出去ꎬ
一切都充满了悬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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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策可能的聚焦点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ꎬ 英国介入了伊拉克事务ꎮ 英国公开承认军事战略的

最终目标并不明确ꎬ 并且认识到需要创建出一些政治、 经济、 社会的杠杆工

具ꎬ 然后综合使用这些工具来实现英国预期的目标ꎮ 于是ꎬ 在英国议会投票

授权军方的目标从承担单一的侦查任务到攻击 “伊斯兰国” 的几个星期时间

里ꎬ 采取军事行动的困难开始变得非常明显ꎮ 既没有英军发动突然袭击ꎬ 也

没有旋风战斗机袭击目标后返回基地的报告ꎬ 相反ꎬ 皇家空军在数天之内徒

劳无功ꎬ 并没有发现敌军明显的、 有意义的攻击目标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ꎬ 皇

家空军的战机终于对 “伊斯兰国” 的目标发起了攻击ꎬ 当时是为了支持库尔

德地方武装自由斗士重新夺取毗邻叙利亚的拉比亚的战斗ꎮ① 英军的空袭摧毁

了一辆皮卡车ꎬ 被认为担任重武器角色的空军或许会对只配备了轻武器的库

尔德地方武装自由斗士提供某些帮助ꎬ 但对削弱 “伊斯兰国” 的武装力量几

乎未起任何作用ꎬ 也没有增强 “伊斯兰国” 对手———无论是库尔德人ꎬ 还是

伊拉克政府———在未来的防御和抵抗能力ꎮ 英军的行动相对集中于在伊拉克

和叙利亚边境领空的巡逻ꎬ 此举意在除掉在有限打击战术下的一些小的目标ꎮ
与此同时ꎬ 英国也进入了由 “伊斯兰国” 迅速增长的力量场域之中ꎬ 该场域

打上了区域各力量相互作用的烙印ꎬ 其中包括阿拉伯海湾国家ꎬ 以及约旦、
土耳其和伊朗ꎮ 英国以及其他西方盟友也须慎重考虑俄罗斯的立场问题ꎮ 因

为虽然莫斯科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提供了支持ꎬ 但或许会由于与 “伊斯兰国”
的斗争而为俄罗斯与西方提供合作机遇ꎮ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利益以及他们抗

击 “伊斯兰国” 的决心甚至比西方国家更为迫切ꎬ 因为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从

乌克兰到其他地方战略利益相互交织ꎮ 俄罗斯与西方的冲突也许可以在大马

士革获得一个比较完美的化解ꎮ②

在这种既危险又难以预测的情况下ꎬ 英国的外交政策应遵循什么样的路

径? 虽然可能性有很多种ꎬ 但是鉴于当前局势ꎬ 英国政府有 ３ 个因素必须加

以重视: 针对 “伊斯兰国”ꎬ 是要采取军事行动还是其他措施ꎻ 加强库尔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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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的防卫和安全ꎬ 促进其政治与经济稳定ꎻ 维持与伊拉克政府的盟友关

系ꎬ 伊拉克巴格达政府正处于一种大变动格局之中ꎬ 同时也在寻求找到解决

国家恢复元气并重建伊拉克民族的方式ꎮ 虽然这项政策的 ３ 个方面原则上可

能都充满了吸引力ꎬ 但每个方面都附带着亟待解决的问题和复杂状况ꎬ 很有

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ꎬ 使西方国家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进一步介入该地

区ꎬ 包括参与重建和重组的进程ꎮ
下文将从三方面讨论可能的解决方案ꎮ 这并不是针对 “伊斯兰国” 崛起

所引发问题的理想解决方案ꎮ 事实上ꎬ 如果存在某种理想的解决方案ꎬ 那么

问题早已不存在ꎬ 但仍需对其进行讨论ꎬ 尤其是因为ꎬ 如果 “伊斯兰国” 在

中东地区的领土扩张持续构成威胁ꎬ 或使 “圣战” 遍布打击它的那些国家的

街头巷尾ꎬ 那么英国及其盟国所遵循的政策就很快演变成比空袭范围更广的

行动ꎮ①

(一) 遏制和击退 “伊斯兰国”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底ꎬ “伊斯兰国” 的军事力量似乎已成强弩之末ꎮ 然而ꎬ 虽

然从此时起他们几乎没有发起任何进攻ꎬ 但其仍然牢牢控制着 ６ 月后和在库

尔德斯坦冒险行动前的大部分土地ꎬ 他们将安巴尔、 迪亚拉及萨拉赫丁的伊

拉克安全部队赶出战略要地并对巴格达虎视眈眈ꎮ② 在伊拉克北部ꎬ “伊斯兰

国” 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反对库尔德人的胜利ꎬ 并从 ９ 月开始撤退至伊拉克

北部逊尼派穆斯林地带ꎬ 同时加强了在叙利亚主要据点的力量ꎮ 由来自伊拉

克的库尔德地方武装自由斗士和来自伊朗、 土耳其、 叙利亚ꎬ 以及由伊朗人

和伊朗人支持的伊拉克组织人员组成了一支在西方 (英、 美、 澳大利亚和法

国) 空中支援下的混编军ꎮ 毫不否认ꎬ “伊斯兰国” 在混编军的进攻中丢失了

一些领地ꎬ 最重要的是图兹胡尔马图 ( Ｔｕｚｋｈｕｒｍａｔｕ) 南部的阿梅里镇

(Ａｍｅｒｌｉ)ꎮ 然而ꎬ “伊斯兰国” 是否想要控制库尔德人占领的区域ꎬ 接近库尔

德斯坦ꎬ 或只是想确保库尔德人在未来反对 “伊斯兰国” 进攻时不再那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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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ꎬ 还有待讨论ꎮ 如果假设成立ꎬ 那么 “伊斯兰国” 在伊拉克争议区丧失土

地的做法ꎬ 就可以被看作更宏大战略的组成部分ꎬ 而不是反映其实力衰退的

证据ꎮ①

而联军在打击伊拉克北部 “伊斯兰国” 的战斗中所取得的胜利却具有地

理位置上的边缘性、 战术上的有限性及战略上的非重要性等特点ꎮ 针对 “伊
斯兰国” 的军事行动旨在保卫库尔德地区ꎬ 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叙利亚的科巴

尼飞地ꎬ 他们只是为面对重压之下的距离巴格达较近的伊拉克安全部队提供

了有针对性的支援ꎬ 所以他们的行动具有地理位置上的边缘性ꎮ② 这些军事进

攻使得库尔德地方武装自由斗士得以在北部地区一村一村地缓慢推进ꎬ 同时

也支援其他地方的防御ꎬ 因此联军的进攻战术十分明显ꎮ 然而ꎬ 尽管空袭似

乎看起来无坚不摧ꎬ 地面战斗人员的报告却认为空袭对即将开始的战斗毫无

用处ꎬ 对 “伊斯兰国” 边境的完整性几乎构不成任何威胁ꎬ 所以如果用战略

术语来形容ꎬ 那么空袭只具有边际效应ꎮ③

考虑到以上情况ꎬ 有关英国能够做什么的辩论迅速展开ꎬ 原总参谋长大

卫理查德 (Ｄａｖｉ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 爵士回顾了在伊拉克的经历ꎬ 特别提到了逊尼

派伊斯兰教徒的叛乱——— “伊斯兰国” 过往历史、 “基地” 组织以及 “伊拉

克伊斯兰国”ꎬ 并直率地说: “单靠空中力量不会赢得以往的战争胜利你

必须在一些战略点上部署地面部队或者主动训练那些和我们担负地面防御或

为我们提供地面防御的武装ꎮ”④ 打击 “伊斯兰国” 需要地面部队ꎬ 这是从剿

灭实力逊于它的 “基地” 组织的经历中得到的启示ꎮ ２００６ ~ ２００７ 年间ꎬ “基
地” 组织和 “伊拉克伊斯兰国” 将伊拉克拖入教派斗争的内战ꎬ 并使美国及

其盟友为本次战略的赌博孤注一掷ꎮ 大卫彼得雷乌斯 (Ｄａｖｉｄ Ｐｅｔｕａｅｕｓ) 将

军领导了这次 “赌博” 活动ꎮ 这次冒险行动包括动员安巴尔部落中的反伊拉

克 “伊斯兰国” 武装ꎬ 另外调用了 ３ 万美军ꎬ 联军特种作战司令部策划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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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什叶派军事领导人和针对逊尼派叛军的 “抓捕刺杀” 行动ꎬ 此次行动由斯

坦利麦克里斯特尔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ＭｃＣｈｒｙｓｔａｌ) 将军领导ꎬ 最终取得了胜利ꎮ 尽管

逊尼派阿拉伯人在其领袖扎卡维死后内部存在较大的社会政治分裂ꎬ 但美国

仍需要调用部队全面参与ꎬ 从而共同打击敌人ꎮ 美国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以

区分合作者和反对者ꎬ 后者成为斯坦利麦克里斯特尔将军的联合特种作战

司令部所猎杀的对象ꎮ① 消灭 “基地” 组织或 “伊拉克伊斯兰国”ꎬ 需要强大

的多方面的军事、 政治及社会战略ꎬ 这些战略需要西方国家ꎬ 尤其是美国驻

军的部署ꎮ 如果提早部署ꎬ 基地组织无论如何也难以达到今天的 “伊斯兰国”
所能企及的高度ꎮ 对于那些坚持以 ２００７ 年的策略为范本来应对 ２０１４ 年 “伊
斯兰国” 问题的分析人士而言ꎬ 这一相对实力的对比值得思考ꎮ

从 “伊斯兰国” 自身情况看ꎬ 它不但比以往的各种组织都强大ꎬ 还吸取

了它们的经验教训ꎮ “伊斯兰国” 的坚韧和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后开始拥有承受空袭

的能力与其发达的军事体系ꎬ 以及其有价值的目标几乎没有被攻击息息相关ꎮ
首先ꎬ 它吸取了 “基地” 组织和 “伊拉克伊斯兰国” 的教训ꎬ 这就造成外力

很难利用空袭来削弱其势力ꎮ “伊斯兰国” 几乎没有固定的运转中心ꎬ 武器库

的数量也很有限 (只在伊拉克)ꎬ 他们的指挥体系从性质上来说机动灵活而非

固定不变ꎮ “伊斯兰国” 从伊拉克到叙利亚呈网状分布ꎮ 他们攻城略地ꎬ 建立

了严格的领导体系ꎬ 赋予了各个地方分支行动的自主权ꎮ 这不但使 “伊斯兰

国” 具有很强的灵活性ꎬ 而且限制了联军可以空袭的目标数量ꎬ 以上解释了

遭到攻击的仅是个别车辆、 火炮和车队ꎬ 而不是像大楼这样的明显目标的原

因ꎮ “伊斯兰国” 也努力避免重蹈彼得雷乌斯及其指挥官们在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

间所面临的社会政治分裂状况的覆辙ꎮ 易卜拉欣哈里发 (Ｃａｌｉｐｈ Ｉｂｒａｈｉｍ) 似

乎也在构思一些策略ꎮ 或许最具说服力的就是宣布哈里发地位的声明———要

求向哈里发效忠ꎬ 这迫使所有的政治团体要么承认 “伊斯兰国”ꎬ 要么反对ꎬ
此时的 “伊斯兰国” 已成为最强大、 最富侵略性和最具威慑性的政治组织ꎮ
其次ꎬ “伊斯兰国” 可能吸收了美英反叛乱和维稳的经验教训ꎬ 追求一种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年在伊拉克的西方军官都熟悉的策略ꎬ 为城镇提供服务ꎬ 进行心

理战ꎬ 为其所控制的土地提供基本的安全、 法律、 秩序及社会经济福利ꎮ 虽

然一些证据显示 “伊斯兰国” 行事残暴ꎬ 但该组织也正赢得部分声誉ꎬ 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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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民众认为至少比被取而代之的伊拉克政府更为可靠ꎮ① “伊斯兰国” 的第三

种策略是在伊拉克保留了部分外国战斗人员的存在ꎬ 但同时保持较少的数量ꎬ
确保这些战斗人员打完仗之后可以迅速撤离ꎬ 避免引起伊拉克民族主义的反

弹ꎮ 在伊拉克战场上他们已经被限制部署在一些关键行动中ꎬ 例如占领摩苏

尔或与库尔德人的战斗ꎬ 战争结束后迅速撤离ꎬ 这大概是为了降低伊拉克民

族主义者对外国战斗人员强烈抵触的可能性ꎬ 这是打击基地组织和伊拉克

“伊斯兰国” 的一个重要问题ꎮ
所有上述策略都加强了 “伊斯兰国” 的 “合法性”ꎬ 即 “伊斯兰国” 不

仅遭遇西方国家的攻击ꎬ 而且遭到一些在 “伊斯兰国” 看来非法的阿拉伯国

家的攻击ꎮ “伊斯兰国” 领导人和理论家认为这些针对 “伊斯兰国” 的进攻

是非法的ꎬ 这种观念巩固了 “伊斯兰国” 的合法性ꎮ 总之ꎬ 在 “伊斯兰国”
看来ꎬ 零散的军事援助被给予非法的什叶派的伊拉克政府及与西方结盟的伊

拉克库尔德人 (不是叙利亚的库尔德人)ꎮ 西方及阿拉伯国家所部署的空军正

在保护库尔德人ꎬ 并尝试阻止 “伊斯兰国” 向巴格达和南部区域蔓延ꎬ 这使

西方国家、 阿拉伯君主国和伊朗之间存在一个事实上的联盟ꎮ 他们之间的协

作是为了维持伊拉克北部的现状ꎬ 而巴格达的防御继续由卡西姆苏莱马尼

(Ｑａｓｓｉｍ Ｓｕｌｅｉｍａｎｉ) 将军指挥的伊朗革命卫队来组织ꎮ②这样一种调整后的各

种力量协调抗击 “伊斯兰国” 的说法ꎬ 对 “伊斯兰国” 而言是极具诱惑力的

宣传和动员工具ꎬ 这种宣传在该地区国家中有着肥沃的土壤ꎬ 尤其对生活在

这里的穆斯林有着极强的吸引力ꎮ
接下来的问题是: 打击 “伊斯兰国” 需要有怎样合适的地面部队? 当前

的空袭策略夯实了 “伊斯兰国” 要传达的信息ꎬ 即 “伊斯兰国” 独自对抗区

域内多个离经叛道的政府、 遏制什叶派穆斯林在逊尼派穆斯林区域的扩张、
保护穆斯林免受西方的伤害ꎮ 最重要的是ꎬ 任何反对者都不相信伊拉克或叙

利亚的逊尼派阿拉伯人武装能够削弱阿布巴克尔的地位ꎮ 库尔德地方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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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斗士遭到了 “伊斯兰国” 的重创ꎬ 如果库尔德领导人打算在西方的空中

掩护下将自由斗士作为打击 “伊斯兰国” 的地面部队ꎬ 他们需进入逊尼派阿

拉伯人部落占多数的地区ꎬ 而这些部落对于库尔德人的扩张充满敌意ꎮ 考虑

到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敌意ꎬ 部署什叶派武装只会火上浇油ꎮ 将该地区的

阿拉伯武装以步兵形式进行部署的可能性更小ꎬ 也更为可笑ꎮ 阿拉伯武装没

有为如此危险、 复杂而且长时间的任务做好准备ꎮ 而将来自海湾国家和约旦

的武装部署在伊拉克逊尼派穆斯林地区ꎬ 将会进一步巩固 “伊斯兰国” 在伊

拉克和叙利亚的势力ꎬ 并强化 “伊斯兰国” 在海湾和黎凡特地区扩张的合法

化ꎮ 与其潜在对手相比ꎬ “伊斯兰国” 的战斗经验使得他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

能够取得成功ꎮ
如果这样的分析是正确的ꎬ 就会产生令人悲观的结论: 第一ꎬ 来自伊拉

克的逊尼派武装是唯一能够抵抗 “伊斯兰国”ꎬ 并且不会强化哈里发地位的地

方武装力量ꎬ 但这样的一支部队并不存在ꎬ 也不存在他们赖以发展的空间ꎮ
因为这样的空间必须以安全区的形式存在ꎬ 这样他们能够在这里进行集结ꎬ
防御以及训练ꎮ 基于以上原因ꎬ 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或许会发现自身必

须推行新的战略———既能打破逊尼派阿拉伯人对伊拉克和叙利亚 “伊斯兰国”
组织的支持ꎬ 又能为伊拉克或叙利亚的逊尼派地区提供非 “伊斯兰国” 性质

的政治生活、 社会及军事组织的支持ꎮ 第二ꎬ 任何在伊拉克逊尼派阿拉伯人

中建立武装的策略都需要西方国家为之开辟能够容纳他们的安全区———这不

仅需要部署大量西方国家的兵力ꎬ 而且充满了失败的风险和难以预料的后果ꎬ
因而绝非良策ꎮ 但这恰恰是西方政客们所持的论调ꎮ 虽然人们对此充满担忧ꎬ
但却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ꎬ 假如 “更好” 的意思是奥巴马总统所表达的意思ꎬ
即 “彻底根除像 ‘伊斯兰国’” 这样的毒瘤的话ꎮ①

那么紧随其后的问题就是: 非 “伊斯兰国” 性质的逊尼派阿拉伯人的安

全区应该出现在哪里? 很显然ꎬ 它不会出现在由 “伊斯兰国” 所控制的伊拉

克和叙利亚的任何地区ꎮ 如果这片安全区距离过远ꎬ 也就不值得去开辟ꎬ 而

且西方国家将会很容易成为伊拉克或叙利亚土地上另一个安全区出现的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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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师” ———它或许可以仿照库尔德人在 １９９１ 年成功建立的、 发展为现今库尔

德斯坦地区的库尔德安全区———抑或在叙利亚ꎮ① 但是ꎬ 建立一个这样的避难

地需要一块唾手可得的区域和可以合作的群体ꎬ 而且该地不受任何其他政治

力量的威胁ꎮ 在巴格达附近开辟一块这样的土地十分困难ꎬ 特别是靠近什叶

派武装地区ꎻ 在叙利亚中部建立这样的场所也不可能ꎮ 值得关注的还有伊拉

克的摩苏尔和叙利亚的科巴尼ꎮ 这两个地方都有安全的北部边疆且都处于西

方可以信任的反 “伊斯兰国” 力量的重要聚居点ꎬ 这两个地方在理论上都可

以成为西方国家的战略锁定目标ꎮ 这里都能部署西方国家的士兵ꎬ 同时与库

尔德斯坦地区的库尔德地方武装自由斗士或土耳其的武装力量合作ꎬ 最终将

“伊斯兰国” 赶出这些地区ꎮ 安全区一旦建立ꎬ 英国就可以很快实施近些年来

所酝酿的计划和政策ꎬ 以 “灵活适应的部队” 来训练友军ꎬ 采用综合措施来

加强对当地区域、 公民社会及普遍行政的管理ꎮ② 但是为了达到以上目标ꎬ 我

们需要重新从 “伊斯兰国” 手里夺回摩苏尔 (哈里发势力的象征)ꎬ 在实现

这个目标的过程中ꎬ 西方国家的地面战略不能绕过这一点ꎮ 虽然建立摩苏尔

安全区是令人惊讶、 很难想象、 甚至荒诞不经的想法ꎬ 但是这一地区对 “伊
斯兰国” 来说非常重要ꎬ 这被视为西方国家政策抉择中的一道难题ꎮ

(二) 介入库尔德斯坦地区事务

英国政策的第二个选择就是对伊拉克库尔德人采取措施ꎬ 这比建立安全

区更为直接和可取ꎮ 正如我们注意到ꎬ 库尔德人已处于一种十分危险的境地:
政令不一的库尔德地方武装自由斗士面临着资金匮乏、 武器短缺、 准备不足

等问题ꎻ 政府和政治体系急需进行根本性改革ꎮ 此外ꎬ 库尔德人还面临经济

困难ꎬ 其经济收入有两个来源ꎬ 来自巴格达的财政收入或不受巴格达干预自

行出口石油的收入ꎬ 但这两项收入在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年都以失败告终ꎬ 这使库尔

德斯坦地区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ꎮ 即使不考虑该地区的财政困难ꎬ “伊斯兰

国” 武装也折射出库尔德地方武装自由斗士的软弱无力ꎬ “伊斯兰国” 几近占

领了埃尔比勒 (近年来因其发展程度而被称作 “新迪拜”)ꎬ 但库尔德人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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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战火中存活了下来ꎬ 而且独立的决心远胜于前ꎮ 没有任何事情比成为

“伊斯兰国” 手下败将更能使得库尔德领导人深刻地认识到伊拉克政治社会的

分歧之深ꎬ 也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更加坚定他们掌握自身命运的决心ꎮ
库尔德人在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 日之后未能向伊拉克南部扩张ꎬ 人们希望库尔

德政府可以重整旗鼓ꎬ 改变库尔德地方武装自由斗士的形象ꎬ 将其从散漫、
剽悍的山地战士转变为一支更具防御性、 组织性和专业性的库尔德军队ꎮ 这

将改变库尔德人的传统观念ꎬ 因为库尔德地方武装自由斗士本是一支防御性

的武装力量ꎬ 在遭到伊拉克军队攻击时通常以小股部队的形式撤进山区ꎬ 从

而以长时间低强度战争方式拖垮对手ꎮ 库尔德地方武装自由斗士在历史上从

未赢得过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主动进攻 (除了彼此攻伐的内讧外)ꎬ 多年来他

们一直以深度防御重创对手ꎮ 他们现在急需恢复防御能力ꎬ 而且需要比以往

更专业、 更有组织性的防御能力ꎮ 只有这样的防御方式方可使他们能够戍卫

长达 １ ０５０ 公里的边界ꎬ 可以确保消弭库尔德斯坦城市中的恐怖主义威胁ꎮ 英

国在库尔德安全部门的改革和库尔德武装力量的重组过程中可以大有作为ꎬ
特别是库尔德人愿意按照西方国家的意见ꎬ 仍致力于建立一个统一的联邦制

的伊拉克ꎮ
对库尔德斯坦地方政府同等重要的是在持续民主化的政治系统中建立一

个透明有效的政府机构ꎮ 与伊拉克其他地方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相比ꎬ 库尔德

斯坦地区的民主转型更剧烈ꎬ 然而期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ꎮ 随着库尔

德斯坦地区在夏季遭到的冲击和面临的持续财政困难ꎬ 库尔德公众对于拥有

特权的领导阶层显得更为苛刻ꎬ 更需要领导层改善现状ꎮ 在有效治理和机构

的改进等方面将会被英国政府视为介入库尔德事务的理想领域ꎬ 在伊拉克或

在未来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共和国中得以成功的各个方面ꎬ 英国都将被视重作

要的合作伙伴ꎮ
(三) 与伊拉克中央政府的合作

伊拉克已被明确地划分为 ３ 个控制区: 库尔德人控制北方ꎻ 什叶派力量

(包括什叶派政党) 控制巴格达与该国南部ꎻ “伊斯兰国” 控制中部ꎬ 三方在

经济和军事事务中各行其是ꎮ 尽管如此ꎬ 英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建立一个成功

统一的伊拉克ꎬ 这个伊拉克是由英国近一个世纪之前亲手所创建ꎮ 英国政府

虽然公开介入库尔德斯坦地区事务ꎬ 但一直是将伊拉克看作是一个统一的国

家ꎬ 或者是通过联邦政体来统治的国家ꎬ 而非其他形式的伊拉克ꎮ 这依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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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伊拉克政策哲学的基础ꎬ 而且这一政策很可能将会一直维持至伊拉克

分崩离析ꎮ 当前ꎬ 英国支持阿巴迪政府解决长期困扰伊拉克的问题———培养

具有包容性的伊拉克政治认同和话语ꎬ 逊尼派阿拉伯领导的合法性得到其选

民和什叶派伙伴的一致信任ꎬ 弥合伊拉克巴格达政府与埃尔比勒库尔德地方

政府之间的裂痕ꎮ
有一个问题或许是英国最容易解决的ꎮ 库尔德地方政府每月急需 １５ 亿美

元来维持其基本的日常运转ꎬ 同时还需要几十亿美元来偿还不断增加的债务ꎬ
而伊拉克政府需要为基尔库克的石油寻找新的出口路线ꎬ 因为这条石油出口

路线现在只经过库尔德地区ꎬ 这促使巴格达和埃尔比勒为达成此项协议而谈

判ꎮ① 双方当下都不反对达成这一协议ꎮ 之前ꎬ 伊拉克副总理侯赛因沙赫里

西斯坦伊 (Ｈｕｓｓｅｉｎ ａｌ － Ｓｈａｈｒｉｓｔａｎｉ) 坚决反对在允许库尔德人出口石油方面做

出任何让步ꎮ 同样ꎬ 库尔德地方政府的能源部长阿什蒂哈瓦米 ( Ａｓｈｔｉ
Ｈａｗｒａｍｉ) 往往独断专行ꎬ 他所做的任何决定都会触动巴格达敏感的神经ꎮ 现

在ꎬ 形势似乎发生了改变ꎮ 伊拉克现任石油部长伊斯兰最高委员会什叶派领

导人阿迪尔阿卜杜勒迈赫迪 (Ａｄｉｌ Ａｂａｄｕｌ － Ｍａｈｄｉ) 为库尔德人所喜爱ꎬ
库尔德领导人迫于财政压力有求于他ꎬ 这极可能达成被双方都认可的协议ꎬ
英国政府可为双方达成该协议提供支持和帮助ꎮ 巴格达控制的土地和库尔德

人管理的区域都有英国的石油公司ꎬ 解决伊拉克的石油问题也涉及英国的部

分国家利益ꎮ②

组建一个伊拉克新政府ꎬ 首先要解决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ꎬ 即该政府需

创建一个所有伊拉克人都可以立足且具有包容性的国家ꎮ 英国可以在其中扮

演一个有价值的角色ꎮ 一些伊拉克人甚至认为ꎬ 除了 “伊斯兰国” 叛乱的情

况外ꎬ 英国在苏格兰全民公投后所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下放治理权力ꎬ 或实

行联邦制ꎬ 这与当前伊拉克大部分地区所出现的处境多有相似之处ꎮ 英国数

年来一直在不同制度外表下试行地方自治、 分权及分层政府ꎬ 在这方面积累

了诸多经验ꎬ 特别是在对北爱尔兰、 威尔士及苏格兰的管理方面ꎮ 新的伊拉

克政府要想取得成功ꎬ 关键是在伊拉克实行一些前所未有的有效策略ꎬ 让伊

拉克人自己决定未来ꎮ 对于一个遭受如此严重内部暴力威胁的国家来说ꎬ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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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起来似乎令人过于抽象ꎮ 在伊拉克历史上ꎬ 伊拉克的单个族裔或者宗教团

体从未有过留在伊拉克或是以某种其他形式存在的抉择机会ꎮ 苏格兰的例子

对于白金汉宫而言或许是痛苦的ꎬ 但却很有效ꎮ 试想在伊拉克这样一个所有

区域各不相同ꎬ 国家被分为不同的省份ꎬ 不同教派或族裔林立的国家ꎬ 如果

我们以库尔德人为例ꎬ 向他们提出如下问题: 你们是愿意留在伊拉克境内还

是独立? 这或许是在玩火ꎬ 但如果多数选择了统一的伊拉克ꎬ 尤其是这个国

家具有了邦联性质ꎬ 这种选择将产生无穷的力量从而推进新政府的建立和联

邦主权的保卫ꎮ① 当然如果库尔德人同意留在伊拉克境内ꎬ 那么将需要一些重

要的参与平台并提供一定的培植措施ꎬ 以使伊拉克其他族裔或教派的民众支

持伊拉克作为一个联合的主权国家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国家ꎬ 这需要付出许多

努力ꎮ 过去十年间的证据显示ꎬ 这种努力或许比原来设想的成功策略要有效

得多ꎮ

糟糕的后果: 如何应对一个失败的伊拉克?

２０１３ 年对伊拉克来说是个多事之秋ꎬ ２０１４ 年局势持续恶化ꎮ 对 “伊斯兰

国” 进行军事打击的西方领导人都会注意到这种状况将会持续数年之久ꎬ 诸

多事态的进展将迫使西方与其伊拉克盟友和好ꎬ 推出适当的 “应急策略”ꎮ 换

言之ꎬ 将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ꎬ 最明显也是最为严峻的后果或许是作

为政治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伊拉克将不复存在ꎮ 一系列的原因催生了这一恶果ꎬ
包括区域大国的干预效应 (例如ꎬ 为什么我们会如此肯定伊朗的确希望看到

一个近些年来对其造成了巨大伤害ꎬ 有众多逊尼派阿拉伯人生活的国家一直

维系下去呢?)ꎬ 伊拉克内部不同政治集团兴衰沉浮的急剧变化导致脆弱的政

治进程被拆散ꎬ 或是 “伊斯兰国” 一直成功地存在下去ꎮ 就最后一点而言ꎬ
“伊斯兰国” 的 “成功” 并不一定是占领巴格达ꎬ 进而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

实现某种正常化 (就目前而言ꎬ 它没有兴趣这样做)ꎮ “伊斯兰国” 可能更愿

意与巴格达什叶派武装交战ꎬ 这将是一场导致伊拉克首都支离破碎的战争ꎬ
这样一场冲突对 “伊斯兰国” 而言既是残局ꎬ 同时也是胜利ꎮ 对 “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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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而言ꎬ 这或许比伊拉克代表委员会选举易卜拉欣哈里发为伊拉克总理更

为重要ꎮ 同样ꎬ “伊斯兰国” 或许得不到国际社会的承认ꎬ 但处于一种相对安

全的境地ꎬ 这对 “伊斯兰国” 而言就是一种临时性的成功ꎬ 这一点也应该引

起西方国家的足够关注ꎮ 鉴于西方国家对阿富汗当年的局势记忆犹新ꎬ 假如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出现类似于 “九一一” 事件之前阿富汗的状况ꎬ 那么西

方国家会接受这种情况吗?
我们应该考虑到这种可能性ꎬ 尤其是时隔十年 “伊斯兰国” 再次使我们

想到这个关于伊拉克的悬而未决的问题: 怎样维持伊拉克作为一个统一国家

的存在ꎬ 一个四分五裂的伊拉克对伊拉克人民和地区乃至整个中东地区而言

究竟意味着什么? 随着英、 美等西方国家全方位地介入伊拉克事务ꎬ 这即使

不是为了控制或消灭 “伊斯兰国” 也是为了阻止其坐大ꎬ 现在需要回答的问

题很简单: 结局将会如何? “伊斯兰国” 崛起后ꎬ 伊拉克领土完整的地缘政治

意义得到前所未有的公开讨论ꎬ 而大家之前并不质疑伊拉克领土完整的问题

(除了人们所注意到的库尔德斯坦的兴起)ꎮ 但是这些问题或许确应如此ꎬ 人

们需要关注两个问题: 伊拉克大难不死ꎬ 抑或四分五裂ꎮ 这是一个兹事体大

且涉及多方利益的问题ꎬ 要回答这一问题现在显得尤其棘手ꎮ 即在后摩苏尔

时代如何建立一个能够包容所有社区、 教派、 族裔以及不同地区的伊拉克ꎬ
这样一个伊拉克国家需要什么条件? 各方如何相处方可保证当下的问题不至

于恶化为明天的种族屠杀ꎮ
人们需要对此噩梦般的设想进行考虑ꎮ 可以确定的是ꎬ 包括伊拉克和叙

利亚在内的中东国家的演变要比宗派主义和民族动员反映出的问题要复杂得

多ꎬ 托比道奇 (Ｔｏｂｙ Ｄｏｄｇｅ) 指出ꎬ 该地区的政治认同业已被强行改变ꎬ
宗教无疑是一个主要的议题ꎬ 中东地区的政治身份一直处于转变之中ꎬ 宗教

是他们身份中的主要因素ꎬ 但宗教认同与不断变化的民族主义交织在一起ꎬ
而民族主义又打上了很深的民族国家边界的烙印ꎮ① 由于各国之间的竞争ꎬ 具

有想象性地将不同人群围绕共同民族平等团结起来的民族主义ꎬ 正在发生急

剧变化而且趋于衰弱ꎮ 如果说现在希望伊拉克政府使伊拉克民族主义 (设法

解决或容纳社群主义的暴力政治) 振兴为时尚早ꎬ 但需要评估如果对现有政

策轨迹不加约束将导致何种后果ꎬ 这已经迫在眉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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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那么多的飞机在伊拉克上空执行任务ꎬ 有那么多顾问在巴格达和

埃尔比勒服务ꎬ 但问题仍然存在ꎬ 如果伊拉克分裂ꎬ 那么英国等西方国家的

政策将何以立足? 虽然目前尚不清楚英国政府及其他西方政府对该问题的答

案ꎬ 但这个问题值得深思ꎬ 因为伊拉克的社会和政治凝聚力持续衰弱的特征

已经越来越明显ꎬ 而我们又无法假定 “伊斯兰国” 将会被摧毁ꎮ 西方国家虽

然在讨论这些意想不到的结果上面远未深入涉足ꎬ 但他们至少也应开始考虑

那些预料之外的后果ꎮ 或许届时通过对终极目标的回望以及思考ꎬ 决策者才

会对伊拉克实行什么样的政策ꎬ 对 “伊斯兰国” 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措施ꎬ 有

一个全面而准确的认识ꎬ 才会为取得成功而采取必要而可行的行动ꎮ

Ｉｒａｑ’ｓ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Ｋ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ｐ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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