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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伊拉克的殖民主义遗产及影响

[英国] 西万赛义德 著　 梁钦 译

　 　 内容提要　 英国在一战后划定并拼组了 “人造国家” 伊拉克ꎬ 获得对伊

拉克的委任统治权ꎮ 出于维护英国利益的需要ꎬ 英国在伊拉克的政治、 经济、
社会领域推行殖民统治ꎬ 实行 “分而治之” 政策ꎬ 直接影响了伊拉克的民族

国家建构过程ꎮ 英国在托管并控制伊拉克的近 ４０ 年中ꎬ 扶植亲英的逊尼派政

治力量———费萨尔政权ꎬ 打压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ꎬ 埋下了族群矛盾和

宗派矛盾的祸根ꎮ 基于沙聚之邦的历史基础ꎬ 加之殖民主义遗产的持续存在ꎬ
伊拉克共和国建立后ꎬ 英、 美等西方大国在伊拉克的影响从未缺位过ꎬ 英国

的实际霸权仍在伊拉克起作用ꎬ 主要表现为: 扶植亲西方政治力量ꎬ 干预复

兴社会党政权ꎬ 主导伊拉克国家战后重建ꎮ 与此同时ꎬ 历史遗留的民族矛盾、
教派冲突仍是伊拉克陷入混乱与动荡的根源所在ꎮ 国家认同的弱化制约了伊

拉克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与强有力有效政府的形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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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是原隶属于奥斯曼帝国的行省ꎮ 一战爆发后ꎬ 英国对伊拉克进行

了军事占领ꎮ １９２０ 年 ４ 月ꎬ 英国取得伊拉克的委任统治权ꎬ 其领土由巴士拉

省、 巴格达省和摩苏尔省拼组而成ꎬ 是个地地道道的 “人造国家”ꎮ 时隔 ４ 年

后ꎬ 库尔德人部分土地又被划归到伊拉克ꎬ 即伊拉克北部地区ꎮ 从那时起ꎬ
伊拉克这个新生的 “人造国家” 便难有和平与繁荣ꎬ 伊拉克人民在很大程度

上失去了国家治理的自主权ꎮ① 在伊拉克ꎬ 不同的部落、 宗派、 政治团体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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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有在同一国度的社会共存思想ꎬ 对国家的认同十分脆弱ꎬ 形成了部落、 血

缘、 家族、 伊斯兰、 阿拉伯主义社会认同分野ꎮ 在碎片化社会中ꎬ 伊拉克人

民对于社会主义、 自由主义、 社会民主主义等意识形态相关概念相当陌生ꎮ
１９２１ 年 ３ 月ꎬ 英国当局在开罗召开会议ꎬ 宣布成立伊拉克王国ꎬ 采用君

主制ꎮ 在君主制时代 (１９２１ ~ １９５８ 年)ꎬ 伊拉克虽在名义上摆脱了英国的委

任统治ꎬ 但在政治、 经济等领域仍然深受英国 “分而治之” 政策的影响ꎬ 阿

拉伯人的社会地位远远高于其他民族 (库尔德人、 土库曼人、 亚述人等)ꎮ
１９５８ 年ꎬ 伊拉克共和国成立后ꎬ 在其发展初期ꎬ 尤其是 １９５８ ~ １９６８ 年

间ꎬ 深受埃及总统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 (Ｇａｍａｌ Ａｂｄｅｌ － Ｎａｓｓｉｒ) 的影

响ꎬ 当政者将伊拉克泛阿拉伯主义的意识形态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ꎮ①

１９６８ 年到 ２００３ 年ꎬ 伊拉克复兴社会党军官集团执掌政权ꎬ 伊拉克进入集权政

治时代ꎮ②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提出了这样的口号: “阿拉伯人只有一个国家ꎬ
它有永恒的使命”ꎮ③ 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执政期间ꎬ 该国建立了庞大的组织

体系ꎮ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ꎬ 美、 英等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ꎬ 复兴社会党失去了政权ꎬ
伊拉克政治失序ꎬ 安全形势恶化ꎬ 宗教极端势力肆虐ꎮ “伊斯兰国” 和 “基
地” 组织伊拉克分支控制了该国的部分地区ꎬ 使伊拉克人陷入财产被毁、 民

不聊生、 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悲惨境地ꎮ④ 直至 ２０１７ 年底ꎬ “伊斯兰国” 最

终被击溃ꎬ 伊拉克才从分裂、 动荡态势转向国家重建阶段ꎮ
伊拉克在其将近百年的历史发展中ꎬ 经历了太多的苦难ꎬ 交织着外部干

涉与国家主权的博弈、 民族与教派纷争、 宗教极端主义的侵害ꎮ 奥斯曼帝国

瓦解后的伊拉克ꎬ 是在 “分而治之” 的政策基础上建立的ꎮ 英国人为了控制

这片土地并从其自然和政治资源中获益ꎬ 在促进部落主义且分裂不同群体的

基础上创建了伊拉克ꎮ 英国在伊拉克的统治方式从军事占领到建立委任统治ꎬ
再到伊拉克王国的建立ꎬ 乃至后来伊拉克的独立ꎬ 英国与伊拉克的互动始终

贯穿整个哈希姆王朝ꎬ 英国势力始终未离开过伊拉克ꎬ 只是通过改变方式ꎬ
其目的仍是维护英国在伊拉克的利益ꎮ 鉴此ꎬ 本文基于历史事实ꎬ 将伊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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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的曲折且艰难的经历追溯至英帝国创建伊拉克、 实行间接统治时期ꎬ
探究其殖民遗产ꎮ 同时ꎬ 本文也将集中讨论影响目前伊拉克社会和政治局势

发展的几个特殊事件ꎮ 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ꎬ 独立后伊拉克国家内部出现的

教派矛盾、 政治暴力等情况ꎬ 都与英国殖民主义及其委任统治的遗产有很大

关联ꎮ 一些学者认为ꎬ 当下在伊拉克发生的事情是美国的意愿和政策的产物ꎬ
而非英国所为ꎮ 但在笔者看来ꎬ 直到今天ꎬ 美国驻伊拉克的部队参与伊拉克

的战后社会秩序重建ꎬ 实际上与英国的意志和殖民遗产密切相关ꎮ

一　 英国人的殖民心态

一些学者认为ꎬ 目前学界对 １９ 世纪欧洲殖民主义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它对

殖民地地区和人民的影响ꎮ 但关于殖民观念对宗主国社会的影响ꎬ 学术界研

究不足或很少有人进行讨论ꎮ① 事实上ꎬ 英国管理其庞大帝国的殖民经历与做

法ꎬ 至今仍对相关国家的政府和民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ꎮ 在 １９ 世纪殖民帝国

的鼎盛时期ꎬ 英国经历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改革ꎬ 废除奴隶制ꎬ 更加关切穷

人的利益ꎬ 并开始了妇女选举权运动ꎮ 英国的殖民经历对上述这些改变起了

推动作用ꎮ 英国的 “例外主义” (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因其殖民经历而在国民心中

根深蒂固ꎬ 它促使英国政府进行政策调整ꎬ 提高英国公民的生活条件ꎬ 将其

公民与殖民地人民区分开来ꎮ②

可以说ꎬ 英国人历来认为自己与其他欧洲国家不同ꎬ 这可能与其地理位

置有关ꎬ 毕竟英国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与欧洲大陆其他地方分隔的岛屿国家ꎮ
随之而来的是英国人拥有一种优越感ꎬ 并且这种优越感在 １９ 世纪由于各种原

因而被放大ꎬ 其中包括英国在阻止拿破仑进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ꎮ 而且ꎬ
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ꎬ 英国在有效避免政治动荡方面更胜一筹ꎮ③ 英国人产生

优越感的部分原因还在于他们倾向通过改革而不是革命来解决问题ꎬ 这在 １９
世纪自由主义的改革中随处可见ꎮ 英国的殖民帝国经历也是英国 “例外主义”
的主要来源之一ꎮ 大英帝国在鼎盛时期曾拥有比其本土超百倍的庞大的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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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地ꎮ 到一战前ꎬ 英国控制的势力范围占全世界面积的 １ / ４ꎬ 这让许多英国人

感到非常自豪ꎮ① 英国与其殖民地领土之间生活质量的显著差异ꎬ 则进一步强

化了英国人的这种心态ꎮ
近代的大英帝国无疑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ꎬ 并远远超过

其所有的殖民地ꎮ 然而ꎬ 在这个国家内部ꎬ 贫富悬殊很大ꎬ 不平等程度很高ꎬ
并不是所有的英国人都能从国家经济发展中获益ꎮ 不平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ꎬ
在 １９ 世纪ꎬ 英国政府针对不平等态势制定了 «济贫法»ꎮ 正如威廉布斯将

军在其著作中所暗示的那样ꎬ 从某一程度来讲ꎬ 伦敦的贫困状况与非洲相差

不远ꎮ② 就此而言ꎬ 英国的 “例外论” 并不像殖民主义者试图追求的那样完

美ꎬ 而是有争议的ꎬ 因为英国的国内情况也并不像殖民地人民所想象的那样

富足ꎮ
正是基于殖民心态表现出的 “例外性”ꎬ 英国大张旗鼓地推行更为自由的

社会运动ꎬ 如女权运动的兴起ꎮ 一位著名的英国女权主义者认为ꎬ 没有什么

比女性在英国的地位更使非洲人和亚洲人吃惊了ꎮ 甚至有人自认为ꎬ 对于东

方人来说ꎬ 英国女性的读写能力令人无法想象ꎮ③ 英国男性需要给予女性权

利ꎬ 以使自己国家的女性与众不同ꎬ 并使他们在对待女性的方式上优于他们

眼中所谓的 “野蛮人”ꎮ
英国人除了显示其与殖民地相比有着道德上所谓的 “优越感” 及 “独特

性” 之外ꎬ 也渴望在道德伦理上更优于其他欧洲国家ꎬ 尤其是它的对手法国ꎮ
为证明英国的文明程度比法国的文明程度 “更高”ꎬ 英国人需要营造在道德上

优于法国的情势ꎮ 给予妇女选举权被认为是一种超越法国的方式ꎮ 英国人认

为自己 “例外论” 的观点在学者中引起了巨大的争议ꎬ 对本文而言ꎬ 这有利

于读者理解英国人 “例外主义” 这一概念ꎮ
通过大英帝国过去海外殖民的实践及其延续至今的遗产ꎬ 我们可以了解

到英国 “例外论” 的产生、 内涵ꎬ 及其对殖民主义贪婪心态的影响ꎮ 回顾英

国对伊拉克将近 ４０ 年的殖民统治与后殖民时代英国对伊拉克遗产的历程ꎬ 有

助于我们理解英国委任统治的概念ꎮ 英国对伊拉克的委任统治是其适应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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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殖民主义政策的需要在中东推行殖民统治的产物ꎮ 英国将其所认同的政治

制度直接移植到伊拉克ꎬ 正是基于其所谓的 “优越感”ꎮ 纵观冷战时期及之后

美国对中东地区事务的干预ꎬ 评论家们会认为ꎬ 英国的遗产仍然影响着这些

独立后的国家及其社会发展ꎮ 伊拉克这一 “人造国家” 可以更恰当地看到英

国殖民主义在地区内外的潜规则和统治政策ꎮ

二　 英国殖民遗产对伊拉克的影响: 历史概述

在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中ꎬ 伊拉克一直是最复杂的地区之一ꎮ 由于奥斯曼

人的利益通常集中在其他发达地区ꎬ 因此出现了当政者对这一地区管理不善

的情况ꎬ 被任命的总督在试图约束沙漠部落和北部定居的库尔德社区时也遇

到了问题ꎮ① 虽然该地区发展较为落后ꎬ 但欧洲人越来越意识到这一地区潜在

的战略价值和商业重要性ꎮ② 早在 １７９８ 年ꎬ 英国就向巴格达派遣了一名常驻

特工ꎬ 这是对法国军队意图越过美索不达米亚前往印度的小小回应ꎮ③ １８３６
年ꎬ 英国政府决定资助一支探险队ꎬ 探索使用蒸汽船在幼发拉底河上航行的

可能性ꎮ 到 １９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英国人又开始考虑可在该地区扩展铁路交通ꎮ
而俄国在波斯的扩张对英国在中东地区的交通造成了威胁ꎬ 因此幼发拉底河

流域铁路连接地中海和海湾的计划引起了英国政府的关注ꎮ 除了伊拉克可能

提供战略利益以外ꎬ 英国政治精英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保护印度殖民当局

管辖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ꎮ④

从 １９００ 年到 １９０２ 年ꎬ 总吨位达 ４７ ８ 万吨的船只停靠在巴士拉ꎬ 其中绝

大多数挂的是英国国旗ꎮ 英国为美索不达米亚市场供应了 ６５％的商品ꎬ 其中

大部分是从英国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出口的布料ꎮ 在伊拉克地区ꎬ 英国商人控

制了大部分的贸易ꎮ 例如ꎬ 成立于 １８５９ 年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航运公

司便是一家英国家族企业ꎮ 英国驻巴格达总领事在底格里斯河上拥有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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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船———彗星号ꎬ 并由他自己的印度士兵组成的小分队保护着ꎮ①

１９ 世纪后期ꎬ 中东石油的发现使英国很快将注意力集中在科威特这个重

要的战略地区ꎮ １８７１ 年ꎬ 科威特仍是奥斯曼帝国巴士拉省的一个县ꎬ 但在

１８９９ 年 １ 月 ２３ 日ꎬ 科威特统治者谢赫穆巴拉克萨巴赫 (Ｍｕｂａｒａｋ ａｌ － Ｓａｂａｈ)
为了摆脱奥斯曼帝国的统治ꎬ 与英国签署了一项协议ꎬ 确认科威特由英国保

护ꎮ② 作为交换ꎬ 英国需要保证其之后的继承人都不会割让、 出卖、 租赁或抵

押科威特ꎬ 同时也不能未经英国政府预先同意ꎬ 科威特将其领土的一部分交

给任何其他国家ꎮ 事实上ꎬ 当时的科威特是巴士拉省的一部分ꎬ 但英国和谢

赫穆巴拉克却假装不知ꎮ③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ꎬ 奥斯曼帝国的瓦解强化了英国和法国控制中东的

意图ꎮ １９１４ 年 １１ 月ꎬ 英军占领巴士拉ꎮ １９１６ 年 ２ 月ꎬ 就在一战中东战场仍胜

负未分之时ꎬ 英、 法签订了后来埋下中东地区冲突祸根的 «赛克斯—皮科协

定»ꎮ 该协定无视中东地区的自然地理、 民族、 宗教和历史传统ꎬ 强行划定了

中东诸国的地理边界ꎮ 而这对伊拉克人来说ꎬ 远不是一个可以遗忘的历史ꎬ
２００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 «纽约时报» 的一篇文章强调了这一点ꎮ 该文章称ꎬ 美国

在后萨达姆时代的伊拉克问题上扮演的角色引发了当地人愤怒的情绪ꎬ 这个

地区人民对殖民历史的敏感性根深蒂固ꎮ④ 因此ꎬ 当有人问起美国改造伊拉克

的计划时ꎬ 这里的人们会想起 «赛克斯—皮科协定»ꎮ «赛克斯—皮科协定»
签订后ꎬ 英国和法国着手决定如何处理它们依协定获准占领的领土ꎮ １９１６ 年

１１ 月 ２ 日ꎬ 麦加的谢里夫侯赛因的追随者宣布他为 “阿拉伯国家的国王”ꎬ
这一称号立即遭到英、 法两国的拒绝ꎮ １９１７ 年 ３ 月ꎬ 巴格达落入英军之手ꎬ
巴格达以北的基尔库克一带也随即被英军控制ꎮ １９１８ 年一战结束时ꎬ 英军控

制了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ꎮ 由此ꎬ 伊拉克被英国纳入其殖民体系ꎬ 并成为英

国殖民链条中的重要一环ꎮ 很明显ꎬ 英国和法国都无视它们对阿拉伯国家独

立曾做出的承诺ꎮ⑤ １９１９ 年 ４ 月 ２７ 日ꎬ 在圣雷莫会议上ꎬ 通过了英国和法国

共同垄断中东地区石油的协定ꎮ 不出所料ꎬ 法国控制了叙利亚和黎巴嫩ꎬ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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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控制了巴勒斯坦、 外约旦和伊拉克ꎮ
但在 １９２１ 年ꎬ 随着伊拉克王国的建立ꎬ 伦敦的战略家们看到了将麦加侯

赛因的儿子费萨尔作为伊拉克傀儡国王的好处ꎮ① 不久之后ꎬ 英国在海湾地区

的政治代表珀西考克斯爵士 (Ｓｉｒ Ｐｅｒｃｙ Ｃｏｘ) 就忙着划定科威特、 伊拉克和

沙特阿拉伯之间的边界ꎮ② 考克斯对谈判一度失去了耐心ꎬ 斥责沙特未来的国

王伊本沙特 (Ｉｂｎ Ｓａｕｄ)ꎬ 并迅速在地图上画了线来解决这个问题ꎮ 考克斯

在不同情绪的支配下很可能在中东创造了不同的边界ꎮ 从最终结果看ꎬ 伊拉

克和科威特之间的边界是由一位英国官员一时兴起而决定的ꎮ③

阿拉伯人对英、 法等国的占领与控制愤懑不平ꎬ 遂采用对抗方式反对列强

的军事占领ꎮ 而这本身便是一场不公平的竞争ꎬ 在双方的对抗中ꎬ 阿拉伯人的

伤亡数以千计ꎮ 当时的英国殖民大臣温斯顿丘吉尔 (Ｗｉｎｓｔｏｎ Ｃｈｕｒｃｈｉｌｌ) 曾直

言不讳地表示ꎬ 他不理解批评者这种对使用化学气体的吹毛求疵ꎬ 他强烈赞成

对未开化的部落民使用毒气ꎮ 不仅仅是阿拉伯人受到这样的对待ꎬ 事实上ꎬ 在

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也受到了英国军队的严厉打击ꎮ 英国军队中一名叫盖尔

的指挥官表示ꎬ “如果库尔德人没有以我们为榜样学习文明的行为方式ꎬ 那么我

们就必须教训他们ꎬ 而这需要借助于炸弹和枪支来完成ꎮ”④ 此外ꎬ 另一名英国

指挥官、 二战中主张轰炸德国中心城市的空军将领亚瑟哈里斯 (Ａｒｔｈｕｒ
Ｈａｒｒｉｓ) 认为ꎬ 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现在知道ꎬ 真正的轰炸意味着伤亡和破

坏ꎮ 在 ４５ 分钟内ꎬ 一个完整的村庄就会几乎被夷为平地ꎬ １ / ３ 的居民或死或

伤ꎮ⑤ 因此ꎬ 英国不仅支持其合作者当权ꎬ 而且采用高压乃至暴力手段打击反对

者ꎬ 使之折服并顺从其控制ꎮ 从英国当时的技术能力看ꎬ 它能够生产一系列产

生严重后果的武器ꎬ 如磷弹、 火箭、 用来残害人和牲畜的金属撬脚、 子弹和延

时炸弹等ꎬ 这些都可以用来对付手无寸铁的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ꎮ⑥

１９２５ 年 ３ 月ꎬ 伊拉克在英国的监管下举行了第一次议会选举ꎬ 伊拉克的

部长们开始竞逐两院议员ꎬ 而这时已经有伊拉克人坚持要求完全独立ꎮ⑦ １９３０

８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Ｄａｖｉｄ Ｍｃｄｏｗａｌｌ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６５
Ｄｉａｒ Ｘｅｒｉｂ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３００
Ｊｏｓｅｐｈ Ｓａｓｓｏｏｎ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Ｉｒａｑ: １９３２ － １９５０ꎬ Ｏｘｏｎ: Ｆｒａｎｋ Ｃａｓｓꎬ １９８７
Ｄｉａｒ Ｘｅｒｉｂ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３００
Ｊｏｓｅｐｈ Ｓａｓｓｏｏ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２７
Ｄｉａｒ Ｘｅｒｉｂ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３４７
Ｊｏｓｅｐｈ Ｓａｓｓｏｏ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２８



英国在伊拉克的殖民主义遗产及影响　

年ꎬ 英国政府与伊拉克政府签署了 «英伊同盟协定»ꎬ 设想英国在 １９３２ 年最

终撤军ꎬ 同时让伊拉克获得国际联盟的席位ꎮ 但实际上ꎬ 根据该协定ꎬ 英国

仍有权在战时使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和军事设施ꎬ 以及派遣英军进驻伊拉克ꎬ
英国保留巴格达附近的哈巴尼耶空军基地和巴士拉附近的舒埃巴空军基地ꎮ
由此可以看出ꎬ 英国仍然是伊拉克的 “太上皇”ꎬ 英国以此保持在伊拉克乃至

中东地区的持久影响力ꎮ① 傀儡国王费萨尔于 １９３３ 年 (即英国结束对于伊拉克

委任统治的次年) 去世ꎬ 由他缺乏权威的儿子加齐 (Ｇｈａｚｉ) 接替ꎮ 君主制时

代ꎬ 伊拉克政局长期处于动荡状态ꎬ 仅 １９３６ 年至 １９４１ 年间就发生了 ７ 次

政变ꎮ②

１９３６ 年ꎬ 军事将领巴克尔希德基 (Ｂａｋｉｒ Ｓｉｄｑｉ) 将军发动政变ꎬ 夺取

了政权ꎬ 但 １０ 个月后被暗杀ꎮ 在经历短暂的动乱之后ꎬ 亲西方的努里赛义

德 (Ｎｕｒｉ Ｓａｅｅｄ) 将军掌权ꎬ 出任首相ꎮ 他虽是一个独裁者ꎬ 但由于持亲英的

外交立场ꎬ 英国对此并不反对ꎮ １９３９ 年ꎬ 加齐国王在一场车祸中丧生ꎬ 继位

的是其年幼的儿子费萨尔二世ꎮ③ １９４０ 年 ３ 月ꎬ 在军方将领的压力下ꎬ 努里

被迫辞职ꎬ 同情德国法西斯的拉希德阿里盖拉尼 (Ｒａｓｈｉｄ Ａｌｉ Ｇａｉｌａｎｉ) 控

制了政府ꎮ④ 当法国在 １９４０ 年沦陷时ꎬ 英国要求在伊拉克建立更多的军事基

地ꎬ 拉希德立即拒绝了这一要求ꎮ 希特勒很快向巴格达运送武器ꎬ 并派遣德

国军事顾问帮助拉希德保住政权ꎮ 但在英国对伊拉克军队发动大规模攻击后ꎬ
拉希德不顾纳粹的支持ꎬ 被迫逃往伊朗ꎮ⑤ 伊拉克亲纳粹政权走到了尽头ꎬ 努

里赛义德再次被任命为傀儡总理ꎬ 伊拉克也再次落入英国势力的主导之

下ꎮ⑥ 因此ꎬ 英国的托管仍然对伊拉克的政治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ꎮ
在伊拉克实行君主制 ３０ 多年的时间里ꎬ 内阁更换频繁ꎬ 共产生了 ５９ 届

内阁ꎬ 每届内阁的平均在任时间只有 ８ 个月ꎮ １９５８ 年 ７ 月 １４ 日ꎬ 以阿卜杜

勒卡里姆卡塞姆 (Ａｂｄｅｌ Ｋａｒｉｍ Ｑａｓｓｉｍ) 准将为首的 ２００ 名 “自由军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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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 推翻了君主制ꎬ 结束了这段伊拉克历史发展中的动乱时期ꎮ① 费萨尔二世

和他的许多支持者被处死ꎬ 包括亲英的前摄政王阿卜杜勒伊拉赫 (Ａｂｄｕｌ
Ｅｌｌａｈ)ꎮ 伊拉克君主制的废除ꎬ 标志着英国当局扶持的哈希姆王朝的结束ꎮ 此

后ꎬ 英国在伊拉克等阿拉伯国家政治中的直接作用略有减弱ꎬ② 但其政治遗产

和影响仍然很强ꎮ
１９６１ 年 ６ 月ꎬ 科威特终结了与英国于 １８９９ 年签订的协议ꎬ 并在不久后宣

布完全独立ꎮ 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拒绝承认这个新生国家ꎬ 声称科威

特属于伊拉克ꎮ 他的这一主张是基于 １９１３ 年的 «英国—奥斯曼协议草案»ꎬ
该草案将科威特描述为奥斯曼帝国巴士拉省的一部分ꎮ 卡塞姆表示ꎬ 他不打

算使用武力夺回该地ꎬ 尽管他从未排除这种可能性ꎬ 但最后他什么也没做ꎮ③

伊拉克和科威特两国边界争端与历史上英国因素密切相关ꎮ １９５８ 年至 １９６３ 年

间ꎬ 卡塞姆曾多次遭到未遂政变ꎬ 最终被之前的合作者阿卜杜勒萨拉姆
阿里夫 (Ａｂｄｕｌ Ｓａｌａａｍ Ａｒｉｆ) 推翻ꎮ １９６３ 年 ２ 月 ４ 日ꎬ 即政变前 ４ 天ꎬ 卡塞姆

收到了来自美国国务院的威胁信ꎮ④ ２ 月 １２ 日ꎬ 当卡塞姆党羽及其支持者被

清洗时ꎬ 此次政变并没有被视为对美国利益的威胁ꎻ 相反ꎬ 它被认为是中东

亲西方的重新定位ꎮ⑤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ꎬ 外部力量在卡塞姆和阿里夫的政权

变化中的影子ꎮ
１９６８ 年 ７ 月 １７ 日ꎬ 以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 (Ａｈｍｅｄ Ｈａｓｓａｎ Ａｌ －

Ｂａｋｉｒ) 为首的复兴社会党军官集团联合阿卜杜勒拉扎克纳伊夫青年军官

推翻了阿里夫ꎬ 复兴社会党再度掌权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复兴社会党和其他政

治派别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ꎮ 萨达姆侯赛因 (Ｓａｄｄａｍ Ｈｕｓｓｅｉｎ) 逐渐取

代贝克尔ꎬ 成为复兴社会党政权的核心人物ꎮ 萨达姆在党内的地位迅速上升ꎬ
他认识到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其他美国秘密特工合作对维护其利益是有帮助

的ꎮ⑥ １９７９ 年 ７ 月ꎬ 贝克尔因病辞职ꎬ 萨达姆接任总统ꎬ 直至 ２００３ 年萨达姆

政权被美国推翻ꎮ 总体看ꎬ 伊拉克复兴社会党当政时期ꎬ 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有所改善ꎮ 由于萨达姆持反共立场ꎬ 使他在接下来 ３０ 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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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的青睐ꎮ① 尤其是伊朗伊斯兰政权建立后ꎬ 美国更加偏倚伊拉克萨达姆

政权ꎮ 在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中ꎬ 美国、 英国和国际社会都站在萨达姆一方ꎬ
反对伊朗ꎬ 两伊战争造成双方约 １００ 万人死亡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伊拉克从无到有是西方殖民的产物ꎮ 英国从占领伊拉克ꎬ
继而建立委任统治ꎬ 实行 “分而治之” 政策ꎬ “指导” 伊拉克王国的发展ꎬ
操纵伊拉克边界划定ꎬ 造成伊拉克与科威特边界争端问题等等ꎬ 都是服务于

维系英国国家利益的需要ꎬ 而忽视了伊拉克本国人民的利益诉求ꎮ② 简而言

之ꎬ 英国对伊拉克的政策从一开始就企图控制精英阶层ꎬ 不管是部落精英、
政治精英ꎬ 还是社会精英ꎮ 并且ꎬ 只要精英们能够与英国合作ꎬ 能够体现英

国的意志ꎬ 西方国家就会扶植自己的 “代理人”ꎮ 这一殖民主义遗产一直延续

至今ꎮ 而按英、 法殖民主义意志ꎬ 把不同族群、 不同宗教、 不同历史文化的

人们糅合于 “人造国家” 伊拉克ꎬ 使统一的伊拉克民族国家的建构一直处于

困境之中ꎮ

三　 后萨达姆时代: 英国殖民主义遗产的延续

２００３ 年ꎬ 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ꎬ 萨达姆政权倒台ꎬ 伊拉克进入后萨达姆

时代ꎮ 在战后重建时期ꎬ 伊拉克政治发展和社会思潮出现了诸多变化ꎮ 即便

如此ꎬ 英国的殖民主义思想遗痕仍然持续存在ꎬ 体现之一即通过影响伊拉克

境内的少数族裔政治参与取向ꎬ 干预伊拉克 «宪法» 的制订与相关内容ꎬ 彰

显英、 美等西方国家炮制的 “民主改造” 意图ꎮ 伊拉克新 «宪法» 是在什叶

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占尽优势的情况下制定的ꎬ 逊尼派力量在政治上失去了

往日的荣光与权力ꎬ 从而造成伊拉克宗派、 族群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ꎬ 即

占该国人数居多的什叶派力量政治地位上升ꎬ 而逊尼派力量权势显著下降ꎮ
无论是 “赢者通吃”ꎬ 还是失败的旁观者ꎬ 均不会停息权力斗争ꎮ 今天ꎬ 教派

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伊拉克冲突的一个突出表现ꎮ③

许多学者承认ꎬ 英、 美两国在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后干预伊拉克民主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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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法是不恰当的ꎬ 这是造成伊拉克社会长期不稳定的重要原因ꎮ 当然ꎬ 伊

拉克安全问题突出ꎬ 是多重因素所致ꎮ 一些政策分析人士提出ꎬ 伊拉克目前

的不稳定是民主进程的自然结果ꎮ 另一些学者把它归咎于历史因素ꎬ 认为伊

拉克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是萨达姆独裁政权的专制统治所遗留下来的ꎮ① 值得注

意的是ꎬ 伊拉克各社会群体不能平等地分享政治权力ꎬ 某些群体被排斥在政

治议程之外ꎬ 缺乏公平且有效的政治竞争ꎬ 这是当下伊拉克不稳定的主要根

源ꎮ 从历史上看ꎬ 英国扶持逊尼派政权ꎬ 而人口居多的什叶派力量在政权中

被边缘化ꎬ 英国的做法激化了伊拉克国内的教派矛盾ꎮ 即使在后萨达姆时代ꎬ
现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以宗教或种族为基础ꎬ 造成政治力量分裂ꎬ 民众之

间隔阂加深ꎮ 由此ꎬ 一些学者所认为的民主化与萨达姆独裁的遗产是伊拉克

冲突来源的论点太模糊ꎬ 无法触及深层次根源ꎮ② 实际上ꎬ 伊拉克社会内部冲

突的历史比萨达姆遗留的问题或民主过渡的时段要长得多ꎮ 无论如何ꎬ 英国

实行 “分而治之” 的政策使伊拉克的冲突和暴力行为雪上加霜ꎮ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是 １９９０ 年海湾战争的继续ꎬ 也是 １９８０ 至 １９８８ 年两伊

战争的延伸ꎮ 西方大国与伊拉克政权的互动关系是关键ꎬ 如前所述ꎬ 伊拉克

当政者是美、 英等西方国家的合作者还是敌对者ꎬ 决定了西方国家对伊拉克

政权采取扶持或打击的政策取向ꎬ 甚至不惜采用侵略、 发动战争手段ꎮ 在两

伊战争中ꎬ 伊拉克承担了打击极端反美的伊朗伊斯兰政权的角色ꎬ 美国对于

战争的一方伊拉克给予或暗或明的支持ꎮ 但在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ꎬ 萨达姆侯赛因

领导下的伊拉克背负了约 ４００ 亿美元的债务ꎬ 欲兼并科威特ꎬ 以便开采科威

特境内丰富的油田ꎬ 这一举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愤怒ꎮ 在美国看来ꎬ 这有碍

于美国的全球能源战略ꎮ 于是ꎬ 在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多国部队强力行动下ꎬ
伊拉克军队撤出了科威特ꎬ 伊拉克遂遭受严厉的国际制裁ꎮ 对于萨达姆政府

的反美行为ꎬ 美国一直试图颠覆该政权ꎬ 代之以亲美政权ꎮ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ꎬ 美、 英联军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ꎬ 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

器并暗中支持恐怖分子为由ꎬ 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ꎬ 发动了推翻萨达姆政权

的伊拉克战争ꎮ 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以后ꎬ 伊拉克人民强烈反对美国的占

领ꎬ 并展开了针对占领军的袭击ꎮ 在伊拉克无政府状态时期ꎬ 该国国内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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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严峻ꎬ 社会动荡ꎮ①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ꎬ 被布什政府任命监督伊拉克事务的保

罗布雷默 (Ｐａｕｌ Ｂｒｅｍｅｒ) 宣布了两项决议: 一是宣布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为

非法组织ꎻ 二是解散了国防部和内政部ꎮ 逊尼派政治精英曾在萨达姆政权中

占据高位ꎬ 他们将肃清复兴社会党行为视作美国支持的现政权对他们的蓄意

报复ꎮ② 伊拉克政治派别的分裂ꎬ 不利于该国形成强有力的中央政府ꎬ 也无助

于包容性新生民主政权的建立ꎮ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ꎬ 在保罗布雷默 “指导” 下ꎬ 伊拉克组建了由温和的什叶

派伊亚德阿拉维 (Ａｙａｄ Ａｌｌａｗｉ) 领导的临时政府ꎮ 当时的伊拉克社会秩序

不稳定ꎬ 冲突与暴力事件频发ꎮ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ꎬ 美国一承包商在费卢杰被杀ꎮ
作为回应ꎬ 美国迅速派遣了海军陆战队进行报复ꎬ 在逊尼派聚居的城市费卢

杰进行了打击反政府力量的战斗ꎬ 从而引发了当地民众更激烈的对抗ꎮ 与此

同时ꎬ 逊尼派和什叶派政治精英ꎬ 尤其是伊拉克什叶派领导人穆克塔达萨

德尔 (Ｍｕｑｔａｄａ ａｌ － Ｓａｄｒ)ꎬ 正在为议会选举和民选政府争取时间ꎮ 作为什叶

派政治力量代表ꎬ 人们对于他支持逊尼派伊拉克人与美国海军陆战队作战的

态度疑惑不解ꎮ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中旬ꎬ 萨德尔派遣其私人武装 “马赫迪军” 前往

逊尼派聚居的费卢杰ꎬ 与逊尼派武装力量并肩作战ꎮ 实际上ꎬ 萨德尔尽管反

对逊尼派萨达姆政权ꎬ 但他更强烈反对美英联军对伊拉克的占领ꎮ 萨德尔领

导的武装力量在伊拉克境内组织反美示威游行ꎬ 与美英联军对抗ꎮ 对此ꎬ 美

国宣布 “马赫迪军” 为非法组织ꎮ 由于坚持反美立场ꎬ 萨德尔被排斥在美国

主导组建的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之外ꎮ 我们由此不难看出美、 英等西方国

家仍对伊拉克政权具有强力干预性ꎬ 把西方大国的利益置于优先位置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ꎬ 伊拉克新 «宪法» 通过后ꎬ 确认伊拉克为伊斯兰、 民主、

联邦议会共和国ꎮ 这是一部体现 “西方烙印” 的宪法ꎬ 是美国学者阿伦利

普哈特 (Ａｒｅｎｄ Ｌｉｊｐｈａｒｔ) 所提出的使多族裔国家实现政治稳定和自由的 “协
合民主” 模式ꎮ③ 代表美、 英两国利益并体现西方价值观的民主、 自由、 改革

内容写入了这部宪法ꎮ 由于逊尼派政治精英不满于新 «宪法» 中的政治安排

及伊拉克政治新格局ꎬ 一些人展开了烈度不一的暴力活动ꎬ 包括与什叶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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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派冲突ꎮ 还有一些逊尼派决策者和政治精英认为ꎬ 他们需要与其他逊尼派

极端组织 (如位于伊拉克北部的 “伊斯兰安萨尔恐怖组织” 和 “基地” 组

织) 合作ꎬ 可更为有效地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政权ꎮ① 由此可见ꎬ 直至目前ꎬ 伊

拉克教派矛盾仍是不可调和的ꎮ
暴力行为在伊拉克并不鲜见ꎮ 但令人不安的是ꎬ 伊拉克出现了政治暴力急

剧升级的情况ꎬ 这必须要结合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５ 年政治事态发展的结果来理解伊拉

克境内的暴力情势ꎮ 因为从那时起ꎬ 伊拉克进入社会剧烈动荡期ꎬ 暴力就是伊

拉克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ꎮ 伊拉克的国家分裂为暴力恐怖主义组织的产生

提供了温床ꎮ “伊斯兰国” 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占领伊拉克领土ꎬ 并日益猖獗ꎮ 这一

趋势不仅威胁到伊拉克政府的政治权威ꎬ 也威胁到伊拉克的领土完整和社会秩

序ꎮ② 与一般的暴力行为不同ꎬ “伊斯兰国” 在伊拉克制造了极为惨烈的危害社

会与生命安全的事件ꎬ 包括轰炸公共设施、 使用汽车炸弹、 实施政治暗杀ꎬ 以

及以非国家行为者身份实施惩罚性司法等行径ꎮ 而该组织实施暴力的目的是颠覆

政府ꎬ 夺取政治权力ꎬ 建立一个新的统治体系ꎬ 甚至建立一个 “伊斯兰国家”ꎮ③

政治评论员描述了伊拉克这一 “新生民主国家” 发生暴力和不稳定的原

因ꎬ 需要关注新的政治安排是否代表大多数伊拉克人的利益和意志ꎬ 以及民

主政治的参与是否具有广泛性ꎬ 尤其体现在公平的政治竞争方面ꎮ 就前者而

言ꎬ 西式民主制设计使伊拉克人把现政权视作西方机构的傀儡ꎬ 政府的权威

性和公信力受到质疑ꎬ 易产生社会不安定因素ꎮ 就后者而言ꎬ 一个包容性民

主政府有利于营造和平稳定的环境ꎮ 如果在民主参与过程中ꎬ 一些群体被排

斥在外ꎬ 他们会为此产生不满情绪ꎬ 进而会破坏新体系ꎮ④ 政治竞争需要社会

给予各个社会群体平等的参与机会ꎬ 需要有广泛参与性的选举ꎬ 从而产生更

稳定且团结的政府ꎮ 一些本来要参加选举进程的团体ꎬ 若受到制度化限制ꎬ
则会倾向于反对新的制度ꎮ 后萨达姆时代的新伊拉克便符合这样的解释ꎬ 而

将这种逻辑推演应用于当代伊拉克也是很有启发性的ꎮ 如前所述ꎬ 逊尼派政

治精英没能充分参与到伊拉克新民主政体的政治创建中ꎮ 什叶派和库尔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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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用政治、 经济等各种资源ꎬ 控制了新 «宪法» 起草委员会ꎮ 当时ꎬ 负责起

草新 «宪法» 的委员会成员中ꎬ 最初只有一名逊尼派人员ꎬ 根本无法代表占

伊拉克人口近 ２０％ 的民意ꎮ 迫于压力ꎬ 国民议会虽增加了逊尼派议员数量ꎬ
但其中许多人很快因各种压力 (包括被恐吓) 而辞职ꎮ① 由此ꎬ 宪法委员会

的成员在没有逊尼派广泛代表的情况下继续起草新 «宪法»ꎮ 当 «宪法» 完

成并提交进行全民公投时ꎬ 由于逊尼派议员在新 «宪法» 起草过程中被边缘

化ꎬ 逊尼派穆斯林认为它没有广泛代表性ꎬ 最终持反对态度ꎮ 例如ꎬ 在逊尼

派穆斯林占主导地位的安巴尔省ꎬ 反对率高达 ９７％ ꎮ② 当然ꎬ 新 «宪法» 在

逊尼派穆斯林的抵制声中还是得以通过ꎮ 伊拉克各政治派别分歧尖锐ꎬ 逊尼

派政治精英甚至怀疑什叶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的意图ꎮ③ 在伊拉克新政治制度

和政治权力分享中ꎬ 逊尼派政治精英被相对边缘化ꎬ 而什叶派政治精英和库尔

德人深度参与了新制度设计ꎮ 对于在新政治格局中什叶派政治精英、 库尔德人

政治精英、 逊尼派政治精英等政治派别联合掌权的情势ꎬ 逊尼派政治精英极不

适应ꎬ 伊拉克三大主要政治势力之间依旧缺乏包容ꎬ 互不信任ꎮ
此外ꎬ «去复兴社会党化法» (Ｄｅ － ｂａａｔｈ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ａｗ) 限制了一些逊尼派领

导人竞选公职ꎮ 有人抱怨说ꎬ 逊尼派在 ２００５ 年选举中的低投票率ꎬ 部分原因在

于他们认为选举存在舞弊和被操纵情况ꎮ 选举缺乏公平的竞争、 对现状的不满

同逊尼派力量实施暴力反抗之间固然存在一定因果关系④ꎬ 但令逊尼派势力最感

失望的并不是通过立法这一事件本身ꎬ 而是感受到他们在政府制定政策时总是处

于劣势ꎮ 这种持久的挫败感来自于这样一种认识: 按照教派信众人口数量投票的

选民制度ꎬ 不太可能使更多的逊尼派政治精英参与政府组建ꎮ 这是因为在伊拉克ꎬ
什叶派约占 ６０％ꎬ 逊尼派约占 １８％ꎬ 库尔德人约占 １５％ꎬ 其余为土库曼族、 亚美

尼亚族等ꎬ 正是由于伊拉克的人口结构限制了逊尼派精英更大范围地参政ꎮ 与此

同时ꎬ 什叶派有望在议会和更广泛的政府中拥有最多的代表权ꎮ⑤ 目前ꎬ 伊拉克各

政治派别在国家生活中的地位、 联邦制、 资源分配等问题上尚存争议ꎮ
议会政治制度是伊拉克民主制度构建的最大挑战ꎮ 从 ２００５ 年起ꎬ 逊尼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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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作为失利者ꎬ 抵制大选ꎬ 不满和对立情绪不断上升ꎮ 受逊尼派政治精英

反对新 «宪法» 草案的刺激ꎬ 伊拉克的反美武装和激进组织更为活跃ꎬ 安巴

尔省和萨拉赫丁省的逊尼派社区出现了反政府的极端暴力行为ꎬ 以期颠覆现

已形成的政治架构和力量格局ꎮ 伊拉克政府面临的最严峻治理能力考验出现

在 ２０１２ 年ꎮ 当时ꎬ 逊尼派议员拒绝接受政府的合法性ꎬ 将议会中的什叶派成

员视为前总理努里马利基 (Ｎｏｕｒｉ ａｌ － Ｍａｌｉｋｉ) 的利益代表ꎮ 因此ꎬ 议会中

的逊尼派成员艾哈迈德阿尔瓦尼 (Ａｈｍｅｄ ａｌ － Ａｌｗａｎｉ) 与其支持者抗议现政

府ꎬ 并欲建立一个反抗阵营ꎮ 对此ꎬ 马利基以打击国内恐怖分子为由ꎬ 下令

伊拉克安全部队突袭营地ꎮ 这一事件愈演愈烈ꎬ 动荡的地区形势为 “伊斯兰

国” 的到来提供了契机ꎮ① “伊斯兰国” 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伊拉克的政治

发展ꎮ 美、 英两国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ꎬ 再次在伊拉克深度渗透ꎬ 在伊拉

克领土驻扎ꎬ 使用伊拉克领陆、 领水和领空ꎬ 直至今日ꎮ 在抗击 “伊斯兰国”
侵蚀过程中ꎬ 库尔德人发挥了独特作用ꎮ 库尔德人分离主义倾向愈加强烈ꎬ
伊拉克的团结受到威胁ꎬ 伊拉克的主权、 安全甚至其生存都受到前所未有的

挑战ꎮ 这表明ꎬ 在 １９２０ 年由英国托管建立的沙聚之邦始终面临国家整合和现

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难题ꎬ 百年前殖民主义遗产一直延续至今ꎬ 英国 “分而治

之” 政策的遗产使伊拉克无法走出政治认同、 国家认同难以形成的僵局ꎮ

四　 结论

英国从一战后的奥斯曼帝国取得了对伊拉克的委任统治权ꎬ 实行 “分而

治之” 政策ꎬ 将西方的政治制度移植到委任统治下的伊拉克ꎬ 扶植自己的

“代理人”ꎮ 伊拉克从建国到近年反恐战争之近百年来ꎬ 大国在伊拉克的影响

从未缺位过ꎬ 英国的实际霸权仍在伊拉克起作用ꎮ 本文想要说明的是ꎬ 伊拉

克人并没有参与制造这些百年来发生的改变国家政治发展的复杂事件ꎮ 费萨

尔被任命为伊拉克的傀儡国王ꎬ 完全未经伊拉克人同意ꎮ 在伊拉克共和国建

立后ꎬ 政治家和政党的面孔和名字都发生了巨大变化ꎬ 但自始至终都与英国

的势力有关ꎮ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执政 ４０ 多年ꎬ 有源自英国、 美国的支持ꎮ 当

萨达姆政权出现违背美国意愿的行为时ꎬ 推翻萨达姆政权的是美英联军ꎬ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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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伊拉克人民ꎮ 伊拉克在战后国家重建过程中ꎬ 美、 英占领当局又一次干

预并主导了伊拉克政治制度的重建ꎬ 恰如当年英殖民主义统治一样ꎮ 可以这

样说ꎬ 历史的发展有其惯性ꎮ 对于伊拉克而言ꎬ 只要英国殖民主义的遗产仍

以不同方式和面貌活跃在这个国家ꎬ 团结、 和平、 繁荣和稳定就不会到来ꎮ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ａｑ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ＵＫ] Ｓｅｅｖａｎ Ｓａｅｅｄ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ｆｔｅｒ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 Ｉꎬ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ｃａｒｖｅｄ ｏｕｔ ａｎｄ ａｓｓｅｍｂｌｅｄ ａｎ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Ｉｒａｑ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ｇａｉｎｅｄ ａ ｍａｎｄａｔｅ ｔｏ ｒｕｌｅ ｉ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
ｉｔｓ ｏｗ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ꎬ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ｒｕ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ｆｉｅｌｄｓ ｏｆ Ｉｒａｑ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ｄｉｖｉｄｅ ａｎｄ ｒｕｌｅ”ꎬ ｗｈｉ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ａｑ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ｒ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ｖｅｒ Ｉｒａｑꎬ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 ｈａｓ ｓ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ｓｅｅｄ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 ｓｔｒｉｆｅ ｂｙ ｆａｖｏ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ａｉｓａｌ ｒｅｇｉｍｅꎬ ａ ｐｒｏ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Ｓｕｎｎｉ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ｗｈｉｌｅ ｒｕｌｉｎｇ ｈａｒｓｈｌｙ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Ｓｈ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ｒａｑ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ｌｅｇａｃｙꎬ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ｗｅ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ｎｅｖｅｒ ｌｏｓｔ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ｉｎ Ｉｒａｑꎬ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Ｉｒａｑ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ｏｆ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ａ ｒｏｌｅ ｉｎ Ｉｒａｑ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ａｓ 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 ｐｒｏ －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ꎬ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ａｔｈｉｓｔ ｒｅｇｉｍｅ ａｎｄ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ｓｔ － ｗａｒ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ｒａｑ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ꎬ ｅｔｈｎｉｃ ａｎｄ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ｌｅｆｔ ｏｖｅｒ ｆｒｏｍ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ｒｅ ｓｔｉｌｌ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ｃａｕｓｅ ｏｆ Ｉｒａｑ’ｓ ｄｅｓｃｅｎｔ ｉｎｔｏ ｃｈａｏｓ ａｎｄ
ｔｕｒｍｏｉｌ Ｔｈｅ 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ｌｓｏ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ｍｏｄｅｒｎ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ｒａｑ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ｍꎻ Ｂｒｉｔａｉｎꎻ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ꎻ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ꎻ
ｎ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７３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