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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以后ꎬ 伊朗一度将 “输出革命” 作为外交

政策的主要任务ꎬ 而在遭受挫折后ꎬ 伊朗不得不将维护伊斯兰政权的生存、
安全和合法性作为现实目标ꎮ 伊朗对国际体系的态度是伊朗实现上述外交目

标的重要方面ꎬ 无论是对抗还是融入ꎬ 都是为了国内政治需要ꎮ 伊朗对国际

体系的态度变化经历了 ４ 个阶段: 激进否定体系、 积极融入体系、 强烈挑战

体系以及重启融入体系的阶段ꎮ 在此期间ꎬ 伊朗国内始终存在否定西方主导

的国际体系的政治势力ꎬ 对抗体系故而是伊朗外交政策的重要方面ꎮ 在一些

时间段内ꎬ 伊朗也曾积极主动争取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及国际体系的政治承认ꎬ
但并没有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积极回应ꎮ 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 ４０ 年发展

历程中ꎬ 伊朗一直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外交孤立、 经济制裁和军事威

胁ꎬ 其程度甚至不断加深ꎮ 伊朗并未成功融入国际体系ꎬ 既有其内在逻辑ꎬ
也有外部因素制约ꎮ 伊朗融入国际体系的实践表明ꎬ 行为体与体系的关系是

融入还是对抗ꎬ 不仅取决于行为体自身是否按照体系的要求进行调适ꎬ 而且

取决于体系是否具有足够的多样性和包容性ꎮ 全球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ꎬ
不断增强的国际体系的多样性和包容性ꎬ 有利于伊朗融入国际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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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在伊斯兰革命之后的 ４０ 年发展历程中ꎬ 国际体系在其主要方面和主

要时间段内都是由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ꎬ 美国等西方国家不断利用国际体

系对伊朗进行政治外交孤立、 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ꎮ 虽然伊朗在一些历史阶

段采取了激进对抗体系的政策ꎬ 但在 １９８９ ~ ２００５ 年以及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８ 年两个时

间段内还是表现出了积极融入体系的愿望ꎮ 然而ꎬ 即使是上述时间段内ꎬ 伊

朗也主要是被孤立、 制裁和威胁的对象ꎬ 尽管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８ 日违背联合国安理会第 ２ ２３１ 号决议退出伊核协议ꎬ 并先后于 ８ 月 ６ 日

和 １１ 月 ４ 日重启两轮对伊朗制裁ꎬ 伊朗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ꎬ 外交孤立的状

况有所改善ꎮ 那么ꎬ 为何 ４０ 年之后ꎬ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仍然未能在真正意义

上融入国际体系ꎬ 其背后的原因值得深思ꎮ 探讨伊朗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不仅

有助于理解伊朗这个拥有 ８ ０００ 万人口的中等大国的外交走向ꎬ 而且有助于理

解国际体系自身的结构性问题ꎬ 还有助于理解伊朗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作用

和地位ꎮ

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与伊朗的地位

国际体系是指 “国际社会各行为体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既对立又统一的

整体ꎬ 也是指有规则、 有机制并且分享共同价值和方向的一种稳定态势”ꎮ①

广义上ꎬ 当代国际体系始于 １６４８ 年欧洲 ３０ 年战争结束以后缔结的 «威斯特

伐利亚和约»ꎬ 该条约确立了民族国家作为国际体系的行为体地位ꎬ 确立了当

代国际关系基本的主权原则ꎮ② 狭义上ꎬ 当代国际体系则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束以后所形成的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国际组织、
国际机制和原则ꎮ 其中ꎬ 美欧国家主导的经济组织和机制构成了其经济上的

基本框架ꎬ 作为国际贸易主要结算货币的美元则是其重要基础ꎻ 联合国及其

下属机构则是其政治和安全架构的核心组成部分ꎻ 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欧洲、
亚太和中东地区组建的同盟体系则是国际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更是后

冷战时期美国单极体系的支柱ꎮ
毋庸讳言ꎬ 权力 (或实力) 是制订规则的基础ꎬ 西方国家是国际体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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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权力的群体ꎬ 故而它们既是国际体系内的主要成员ꎬ 也是国际组织和机

制的创建者ꎬ 还是国际规则的制订者ꎮ 美欧国家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中占据 ３ / ５ 的席位ꎬ 美国长期把持世界银行行长职位ꎬ 欧洲国家长期担任国

际货币基金总裁ꎮ 特朗普出任美国总统以后ꎬ 美国先后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

国际机制ꎬ 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国际体系的西方化特征ꎬ 但西方仍在国际体

系中处于重要甚至主导性地位ꎮ 随着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ꎬ 国际体系的

非西方特征将愈加突出ꎬ 这也是不可避免的趋势ꎮ 秦亚青教授指出ꎬ “在国际

制度领域ꎬ 西方垄断国际制度的制定和实施的时代已经过去ꎬ 新兴大国已经

从边缘走向国际舞台的核心ꎮ”①

按照建构主义的解释ꎬ 伊朗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是指伊朗在国际体系中

的身份由挑战者转变为接受者ꎬ 或由局外角色转变为局内角色ꎮ 这种身份转

变的进程不仅取决于伊朗对国际体系的接受ꎬ 也表现为国际体系对伊朗的政

治承认ꎻ 既表现为伊朗力争使其政治制度得到国际体系认可的进程ꎬ 也表现

为伊朗接受规则和加入国际机制的进程ꎮ 亚历山大温特指出ꎬ “我把身份作

为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ꎬ 它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ꎮ 这意味着身份从根本

上说是一种主体或单位层次的特征ꎬ 根植于行为体的自我领悟ꎮ 但是ꎬ 这种

自我领悟的内容常常依赖于其他行为体对一个行为体的再现与这个行为体自

我领悟这两者之间的一致ꎬ 所以ꎬ 身份也会有一种主体间或体系特征身

份是由内在和外在结构建构而成的ꎮ”②

伊斯兰革命成功以后ꎬ 尽管在某些时期ꎬ 伊朗对国际体系采取了排斥性

的立场ꎬ 比如霍梅尼时期和内贾德担任总统的时期ꎬ 但总体而言ꎬ 伊朗在大

多数时期还是采取各种政策积极融入国际体系ꎬ 比如拉夫桑贾尼、 哈塔米和

鲁哈尼担任伊朗总统的时期ꎮ 然而ꎬ 由于作为国际体系主导者的美国并没有

在政治上接受伊朗伊斯兰体制ꎬ 伊朗融入国际体系的努力并没有取得成功ꎮ
当我们说伊朗 “融入” 体系的时候ꎬ 我们并不是说伊朗并不处于体系之内ꎬ
因为伊朗一直是体系内行为体并与体系内其他行为体保持互动关系ꎮ 所谓融

入体系ꎬ 主要是指伊朗伊斯兰政权对体系的态度从否定到予以政治承认的转

变ꎬ 并在此基础上积极争取体系内的主要成员以及主要多边组织等体系的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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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政治承认的过程ꎮ 当我们说伊朗并没有融入国际体系ꎬ 是指伊朗伊斯兰政

权并没有完成上述两大进程ꎬ 在现实中ꎬ 其具体表现则是作为体系载体的主

要国际组织和机制仍将它作为孤立和打压的对象ꎬ 这种孤立和打压常常是这

些组织和机制被其主导者政治化和工具化的结果ꎮ “对抗” 则意味着伊朗本身

并不承认体系及其主导者的合法性ꎬ 故而对体系采取了否定的立场ꎮ
尽管国际体系具有经济、 政治和安全 ３ 个维度ꎬ 但事实上这 ３ 个维度是

一个统一的整体ꎬ① 当一个国家处于某一维度的体系之外时ꎬ 它也常常处于其

他两个维度的体系之外ꎻ 当一国是某一体系的挑战者时ꎬ 它也常常是其他两

个维度体系的挑战者ꎮ 比如ꎬ 当国际体系拒绝在政治上承认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时ꎬ 体系也会在安全上将其视为防范和打击的对象ꎬ 在经济上将其作为制

裁和孤立的目标ꎮ

伊朗对国际体系态度的历史演变

从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至鲁哈尼总统任期ꎬ 伊朗对国际体系的态

度演变经历了 ４ 个阶段ꎬ 分别为激进否定国际体系的阶段、 积极融入国际体

系的阶段、 强烈挑战国际体系的阶段以及重启融入体系的阶段ꎮ 西方国家的

态度构成了上述进程转变的重要影响因素ꎬ 但伊朗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ꎬ 特

别是领导决策阶层的变化则构成了标志性因素ꎮ 换言之ꎬ 各个时期领导人的

立场和态度是影响伊朗与国际体系关系的主要甚至是决定性原因ꎮ 当然ꎬ 领

导人的产生也是国内政治生态变化的结果ꎮ
(一) 激进否定国际体系 (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８ 年)
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不仅颠覆了伊朗国内政治秩序ꎬ 而且颠覆了巴

列维王朝外交路线ꎬ 也由此开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激进否定国际体系的阶段ꎮ
早在伊斯兰革命胜利初期ꎬ 霍梅尼就提出 “不要东方ꎬ 不要西方ꎬ 只要伊斯

兰” 的口号ꎬ 他认为伊斯兰的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ꎬ 因为 “这是人类真正

的道路ꎻ 它引导人类走向完美”ꎬ② 于伊朗如此ꎬ 于世界其他地方也是如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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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霍梅尼也对当时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道路持否定态度ꎬ 但其在外交

上主要还是将美国等西方国家作为革命的主要目标ꎬ 其 “输出革命” 的外交

也对民族国家体系产生了强烈的冲击ꎮ
霍梅尼以及当时的伊朗革命力量将美国视为 “撒旦”ꎬ 高呼 “打倒美国”

的口号ꎮ １９７９ 年 １１ 月 ４ 日ꎬ 以学生为主的革命群众还冲击了美国驻伊朗大使

馆ꎬ 并将美国外交官员劫持为人质ꎬ 时间长达 ４４４ 天ꎮ 劫持人质的事件既是

伊朗反美主义在行动上的体现ꎬ 也违反了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体系重要基础的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ꎮ 对此ꎬ 基辛格指出ꎬ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一种严重

违反外交豁免原则———威斯特伐利亚国际体系核心原则———的方式在世界舞

台上亮相”ꎮ① 不仅如此ꎬ 革命初期的伊朗所奉行的 “输出革命” 的外交也冲

击了伊朗周边民族国家ꎮ 伊朗于 １９８１ 年 ９ 月成立了伞状组织结构的伊斯兰革

命总会ꎬ 负责监督和协调阿拉伯及伊斯兰诸国革命势力的全部活动ꎬ 下辖 ５
个最高革命协会ꎬ 包括伊拉克最高伊斯兰革命协会、 黎巴嫩伊斯兰革命协会、
阿拉伯半岛伊斯兰革命协会、 非洲和阿拉伯马格里布最高伊斯兰革命协会和

亚洲最高伊斯兰革命协会等ꎮ② 这种全面 “输出革命” 的外交政策与中东乃

至亚洲国家的民族国家体系格格不入ꎮ
总而言之ꎬ 这一时期伊朗的政策既是否定西方自由资本主义道路ꎬ 也试

图否定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所确立的民族国家体系ꎮ 伊朗既是国内秩序的

革命者ꎬ 也是国际体系的革命者ꎬ 只是后来的事实表明ꎬ 伊朗毕竟国力有限ꎬ
其疯狂的宗教革命不足以撼动当代国际体系ꎮ 相反ꎬ 伊朗激烈挑战和否定国

际体系的行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恐惧ꎬ 特别引起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不安ꎮ
作为应对之策ꎬ 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ꎬ 而且在两伊战争中选

择了支持伊朗的对手伊拉克萨达姆政权ꎬ 伊朗在国际体系中陷入了极其孤立

的状态ꎮ
(二) 积极融入国际体系 (１９８９ ~ ２００５ 年)
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霍梅尼于 １９８９ 年去世ꎬ 其后具有务实主义精神的拉

夫桑贾尼当选总统ꎬ 为伊朗缓和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在国内政治层次上创造了

条件ꎮ 另一方面ꎬ 两伊战争结束以后ꎬ 伊朗国内百废待兴ꎬ 经济重建开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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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议事日程ꎬ 客观上需要伊朗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保持良好的关系ꎮ 拉夫

桑贾尼清醒地认识到ꎬ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合法性不仅需要宗教口号ꎬ
更需要扎实的经济基础ꎮ 拉夫桑贾尼曾经宣称: “没有生产能力我们能有独立

吗? 如果我们总是不得不从别人那里得到小麦、 肉、 工业零件、 机器以及技

术工人ꎬ 我们将一无所有———没有政治独立ꎬ 也没有经济独立”ꎮ①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ꎮ 在这一时期ꎬ 伊朗要发展经济ꎬ 就必然要改善

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ꎮ 与拉夫桑贾尼一样ꎬ １９９７ 年当选总统的改革派候

选人哈塔米也被西方视为温和派ꎬ 但两者对西方的态度还是存在区别ꎮ 务实

保守派主张与西方国家缓和关系ꎬ 并最终融入国际体系ꎬ 其出发点在于国内

经济发展的需要ꎬ 在于利益的权衡ꎻ 而哈塔米则是一位在西方国家生活过多

年的政治家ꎬ 对西方文化的看法更为积极ꎮ
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两位总统事实上放弃了 “输出革命” 的外交ꎬ 采取

主动措施力图缓和与美国的关系ꎬ 以期最终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ꎮ 拉夫

桑贾尼曾经试图以极为优惠的条件吸引美国资本投资伊朗的石油产业ꎮ 哈塔

米的标志性举措便是提出了文明对话的倡议ꎬ 得到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国际

社会广泛响应ꎮ 所谓文明之间的对话ꎬ 哈塔米显然首先指的是伊美之间缓和

关系ꎮ 在伊朗看来ꎬ 伊朗是伊斯兰文明的代表国家ꎬ 而美国是西方文明的代

表国家ꎮ 哈塔米提倡文明之间的对话ꎬ 不仅委婉地否定了霍梅尼提出的 “不
要西方” 的政治路线ꎬ 而且委婉地承认了西方体系存在现实甚至是必然性ꎮ
哈塔米还多次会见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并数次到访欧洲国家ꎬ 足迹遍及德、 法

等主要欧洲大国ꎬ 极大地缓和了与欧洲国家的关系ꎮ 不仅如此ꎬ 在哈塔米政

府时期ꎬ 伊朗还积极为美国在阿富汗的反恐斗争提供配合ꎬ 为此后阿富汗的

政治过渡提供支持ꎮ② ２００４ 年ꎬ 哈塔米政府还与欧洲国家达成了一份关于伊

核问题的协议ꎬ 同意加入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附加议定书”ꎮ
遗憾的是ꎬ 伊朗积极融入体系的行动并没有得到体系的主导者美国的积

极回应ꎮ 克林顿政府以 “达马托法” 制裁伊朗回应了伊朗缓和关系的信号ꎬ
并将伊朗列入 “无赖国家” 行列ꎻ “九一一” 事件以后ꎬ 美国非但没有对

９９

①

②

Ｈａｍｉｄ Ｚａｎｇｅｎｅｈ ｅｄ ꎬ Ｉｓｌａｍꎬ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４ꎬ
ｐ １７６

Ｊａｍｅｓ Ｄｏｂｂｉｎｓꎬ “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Ｉｒａｎ: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ꎬ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１４９ － １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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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美国阿富汗反恐斗争的伊朗表达感谢ꎬ 反而将伊朗、 伊拉克和朝鲜列为

“邪恶轴心” 国家ꎬ① ２００５ 年美国又将伊朗列入 “暴政前哨” 国家ꎮ②

(三) 强烈挑战国际体系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３ 年)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两任总统期间积极融入西方

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努力并没有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积极回应ꎬ 比如ꎬ ２００２
年小布什政府在国情咨文中将伊朗列入 “邪恶轴心” 国家名单ꎬ 伊朗国内民

众对务实保守派和改革派的失望情绪上升ꎬ 伊朗国内政治急剧右转ꎬ 并导致

强硬势力的代表内贾德于 ２００５ 年当选伊朗总统ꎮ 内贾德或是被称为极端保守

派ꎬ 或是被称为民粹主义势力的代表ꎬ 或是被称为伊朗宗教民族主义者ꎬ 无

论哪种称谓ꎬ 其当选都意味着伊朗国内政治生态的重大转变ꎬ 标志着拉夫桑

贾尼和哈塔米两任总统 １６ 年来所坚持的务实温和路线将告一段落ꎮ
内贾德认为现存国际体系不公平、 不公正ꎬ 且充满偏见ꎬ 认为伊朗外交

政策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伊斯兰的国际体系ꎮ 在具体施策过程中ꎬ 伊朗可分为

两个阶段ꎬ 先是破坏现行国际体系ꎬ 而后建立伊斯兰的国际体系ꎮ③ 就任总统

以后ꎬ 内贾德旋即采取了一系列举措ꎬ 强烈对抗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ꎮ 内贾

德多次发表激进反以言论ꎬ 包括否定二战期间纳粹大屠杀的言论以及要将以

色列这个 “瑕疵” 从地图上抹去之类的讲话ꎬ 这实际上公开挑战了二战以来

国际社会的一些重要共识ꎬ 也挑战了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以色列国存在的合

法性基础ꎮ 尽管以色列过度使用暴力的政策应该得到谴责ꎬ 但以色列建国是

具有国际法基础的ꎬ 是得到联合国大会决议的授权的ꎮ 在核问题上ꎬ 内贾德

也改变了哈塔米政府以谈判和对话解决伊核问题的方式ꎬ 而是采用激烈对抗

的政策ꎮ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ꎬ 就任总统以后ꎬ 内贾德便宣布重启哈塔米政府一度根

据与英、 法、 德三国达成的协议暂停的铀浓缩活动ꎬ 引起了美国等西方国家

的强烈不满ꎮ 内贾德政府还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置若罔闻ꎬ 继续进行有关铀

浓缩活动ꎮ
内贾德强硬对抗的政策引起了西方国家的强烈不满ꎬ 联合国安理会以多

００１

①
②

③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Ｂｕｓｈ’ｓ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ｏｎ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ｏｆ ２００２ꎬ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３０ꎬ 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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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参见 [伊朗] 赛义德贾拉丁德哈加尼弗鲁兹阿巴迪: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政策理念

的循环———从巴扎尔甘政府到鲁哈尼政府» (波斯文)ꎬ 莫哈塔伯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版ꎬ 第 １４５ ~ １４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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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决议的形式对伊朗实施比较严厉的经济制裁ꎬ 美国和欧盟还以单边方式对

伊朗实施极其严厉的制裁ꎮ 欧洲国家的公司ꎬ 如西门子和道达尔等相继撤出

伊朗ꎬ 欧盟禁止成员国保险公司为伊朗出口石油的船只提供担保ꎮ 美国则于

２０１２ 年以 “国防安全授权法” 的形式对伊朗实施了所谓史上最严厉的制裁ꎬ
冻结了伊朗对外贸易结算代码 (ＳＷＩＦＴ)ꎬ 要求从伊朗进口石油的国家减少从

伊朗进口石油ꎮ① 伊朗陷入了极为孤立的状态ꎮ
(四) 重启融入国际体系 (２０１３ 年以来)
鲁哈尼是伊朗国内改革派的代表人物ꎬ 尽管他本人不愿意承认是改革派

还是务实保守派ꎬ 目的是为了争取更广泛的支持ꎮ ２０１３ 年大选中ꎬ 鲁哈尼得

到了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两位前总统的鼎力支持ꎬ 在第一轮中便顺利胜出ꎮ
他的当选也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内贾德所实施的政策产生了物极必反的效果ꎮ
在伊斯兰革命 ３０ 余年以后ꎬ 伊斯兰政权的合法性更需要以经济发展和民生改

善为基础ꎬ 而内贾德的政策使得伊朗在政治、 经济等各个方面面临巨大困难ꎮ
尽管鲁哈尼也认为现行国际体系因其不公平、 不公正而需要改革ꎬ 但他

也认为伊斯兰共和国要在现存体系内更多地借助软实力ꎬ 并以多边方式与其

他国家共同努力去修正国际体系ꎬ 伊朗不仅需要与欧盟加强关系ꎬ 而且需要

理性地协调与美国的关系ꎮ② 鲁哈尼在 ２０１３ 年竞选期间便明确表示要与国际

社会进行建设性互动ꎬ③ 特别是要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ꎮ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ꎬ 鲁

哈尼在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ꎬ 在 «华盛顿邮报» 上发表文章ꎬ 明确表达了与

国际社会构建良性互动的立场ꎮ④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ꎬ 伊朗与有关各方达成了关于

伊核问题临时协议 (也即 «联合行动计划»)ꎬ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达成了框架协议ꎬ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最终达成了 «全面联合行动计划» (也即 «全面伊核协议»)⑤ꎮ
根据 «全面伊核协议»ꎬ 伊朗以 １０ 年、 １５ 年和 ２０ 年为期暂停不同类型的核能

力建设ꎬ 以换取国际社会取消对其多边和单边制裁ꎮ 该协议的达成也标志着

伊朗重新启动了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ꎮ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 ２０１２ 年美国对伊朗的制裁ꎬ 参见蔡鹏鸿: «美国制裁伊朗及其对中国的影响»ꎬ 载 «现
代国际关系» ２０１２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６ ~ ２２ 页ꎮ

参见 [伊朗] 赛义德贾拉丁德哈加尼弗鲁兹阿巴迪: 前引书ꎬ 第 １９９ 页ꎮ
参见陆瑾: «鲁哈尼政府外交政策与地区稳定»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６４ ~７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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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ꎬ ２０１３
参见李绍先: «全面伊核协议的影响评估»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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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ꎬ 鲁哈尼政府以 «全面伊核协议» 为突破口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ꎬ
并没有得到美国可持续的积极回应ꎮ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８ 日ꎬ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

退出 «全面伊核协议»ꎬ 并分别于 ８ 月 ６ 日和 １１ 月 ４ 日分两次恢复对伊朗的

制裁ꎮ 由于美国仍然是国际金融市场内的主要力量ꎬ 美元仍然是主要的结算

货币ꎬ 美国对伊朗金融和能源领域内的制裁会再度削弱伊朗与全球经济的联

系ꎮ 当然ꎬ 由于美国退出该协议遭到了世界其他大国的反对ꎬ 此番博弈使伊

朗在政治外交上非但未被孤立ꎬ 反而得到中、 俄以及欧洲国家的同情ꎮ
综上所述ꎬ 伊斯兰革命以后ꎬ 伊朗对国际体系的态度经历了 ４ 个阶段和 ３

个转折点ꎮ 霍梅尼时期伊朗选择了否定国际体系的立场ꎬ 但是在拉夫桑贾尼

和哈塔米两任总统 １６ 年的时间内ꎬ 伊朗则是积极融入国际体系ꎮ 由于没有得

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积极回应ꎬ 伊朗于 ２００５ 年选择了内贾德担任总统ꎬ 并开

启了否定国际体系的阶段ꎮ 而在 ２０１３ 年鲁哈尼当选总统之后再次启动了融入

国际体系的进程ꎮ 上述进程的反复性表明阻碍伊朗与国际体系关系发展的原

因是极其复杂的ꎬ 既有其深刻的国内原因ꎬ 也有深刻的国际背景ꎬ 更是国内

国际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ꎮ

伊朗反体系思想和行为的国内逻辑

毋庸置疑ꎬ 伊朗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ꎬ 伊朗的经济也是世界经

济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但伊朗并没有真正得到体系的政治承认ꎮ 造成上述状况

的原因ꎬ 首先在于伊朗自身存在反美、 反体系的思想ꎬ 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

反体系行为ꎮ 在某种程度上ꎬ 伊朗的反体系思想既植根于其伊斯兰价值观ꎬ
也源于其独特的历史体验ꎮ

(一) 传统的价值观与伊朗反体系思想及其行为

“伊斯兰教自身是一种超越民族、 超越地域和超越国家的宗教ꎬ 乌玛是整

个穆斯林社团存在的唯一完美的形式ꎻ 伊斯兰教既不承认民族和国家的地域、
边界ꎬ 也不承认穆斯林中存在种族和语言的区别”ꎮ① 诚然ꎬ 大多数伊斯兰国

家都已经接受了民族国家的概念ꎬ 伊朗也在事实上成了民族国家ꎬ 但伊朗国

内仍然存在强大的保守势力ꎬ 或是恪守上述思想观念ꎬ 或是仍然在外交政策

２０１

① 金宜久: «当代伊斯兰教»ꎬ 东方出版社ꎬ １９９５ 年版ꎬ 第 １６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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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拒绝主权原则ꎮ 霍梅尼便深信伊斯兰教是一种普世的宗教ꎬ 他曾经宣称:
“伊斯兰并非是一个国家、 几个国家、 一群国家或者穆斯林的特权ꎮ 伊斯兰适

合于全人类伊斯兰希望将全人类置于正义的保护伞之下”ꎮ① 正是在这种

思想的指导下ꎬ 伊斯兰政权在成立之初便将 “输出革命” 作为外交的主要目

标ꎬ 也是在这种思想的默许下ꎬ 伊朗伊斯兰革命群众还置民族国家主权原则

于不顾ꎬ 占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ꎬ 并将使馆外交官员劫持为人质ꎮ 而后来的

事实表明ꎬ 这些伊斯兰革命初期激进否定民族国家体系的行为成了国际社会

的共同记忆ꎬ 并成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界定伊朗伊斯兰政权性质的重要依据ꎮ
伊朗对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否定也来源于其强烈的文化优

越感ꎮ 拉夫桑贾尼、 哈塔米和鲁哈尼三任总统均被视为温和派ꎬ 但他们缓和

与西方关系也并非出于对西方文明的仰慕ꎬ 而是出于现实的经济利益考量ꎮ
哈塔米提出文明对话ꎬ 固然可以解读为伊朗试图与西方缓和关系的积极信号ꎬ
但他在更深的层次上是认为伊朗所代表的文明是一种更优越的文明ꎮ 哈塔米

在 ２０００ 年联合国文明对话会议上指出ꎬ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为国际关系提供

了另一种范式人们应该放弃对西方文明笛卡尔–浮士德式的阐释ꎬ 而应

该倾听人类其他文化提供的阐释”ꎮ② 可见ꎬ 哈塔米对国际体系背后西方文明

的否定也是比较鲜明的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ꎬ 伊朗虽然已经放弃了 “输出革命”ꎬ 但仍然为黎巴嫩

真主党等中东地区非国家行为体提供政治、 经济和军事支持ꎮ 无论如何ꎬ 民

族国家体系已经作为一种现实得到了广泛认同ꎬ 并构成了当代国际体系的基

础ꎬ 而伊朗一些超越民族国家的行为也在客观上成为引发或加剧地区局势动

荡的原因之一ꎬ 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伊朗不满的重要原因ꎮ 基辛格曾指出ꎬ
伊朗 “必须决定自己到底是一个国家ꎬ 还是一项事业”ꎮ③ 他认为ꎬ 伊朗与美

国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伊朗如何界定自己: 如果伊朗将自己界定为一

种事业ꎬ 那么伊美冲突的局面将难以改变ꎻ 而如果伊朗将自己界定为民族国

家ꎬ 那么伊美关系将会很容易得以重塑ꎮ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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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反美主义 “基因” 与伊朗对国际体系的态度

反美主义是伊朗伊斯兰革命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也是伊朗伊斯兰

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ꎮ 霍梅尼将美国视为 “大撒旦”ꎬ 将伊斯兰革命群众占

领美国大使馆的事件视为第二次革命ꎻ 霍梅尼的继任者哈梅内伊也几乎从不

直称美国的全称ꎬ 而是将其称为 “全球傲慢国家” (Ｇｌｏｂａｌ Ａｒｒｏｇａｎｔ)ꎮ 即使是

在伊斯兰革命 ４０ 年之后ꎬ 伊朗的大街小巷也仍挂满了 “打倒美国” 的标语口

号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反美标语ꎮ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６ 日至 ３１ 日ꎬ 伊朗举行第 １６
届不结盟运动峰会ꎬ 伊朗俨然将这次峰会举办成新时期反美主义的盛会ꎬ 将

伊朗打造为反美主义的全球中心ꎮ① 伊朗的反美主义ꎬ 首先在于美国是伊朗巴

列维政权的支持者和庇护者ꎬ 也在于伊美关系的种种历史恩怨ꎬ 包括 １９５３ 年

美国中央情报局颠覆了伊朗民选政权ꎬ 美国在两伊战争中支持萨达姆政权ꎬ
以及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政治孤立、 经济制裁和军事威胁等ꎮ

尽管美国并不完全代表国际体系ꎬ 但美国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并使得国际体系具有强烈的美国色彩ꎮ 伊朗所具有的反美主义价值观也在很

大程度上影响了伊朗对国际体系的态度ꎬ 比如ꎬ 伊朗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

视为为美国服务的机构ꎮ 内贾德甚至在 ２００６ 年联合国大会上愤怒地指出ꎬ
“安理会显然只是用来确保某些大国的安全和权利的”ꎮ② 而伊朗反美主义行

为也必然引起美国利用体系的力量进一步打压伊朗ꎮ 在伊核热点不断升温的

背景下ꎬ 美国不仅对伊朗实施单边制裁ꎬ 而且多次推动甚至主导联合国安理

会通过了多个制裁伊朗的决议ꎮ
(三) 独特的民族心理与伊朗对国际体系的挑战

伊朗具有复杂而独特的历史ꎬ 早在 ２ ０００ 多年前ꎬ 波斯人便建立了世界上

第一个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伟大帝国ꎬ 但是在此之后ꎬ 伊朗进入了漫长的被

欺凌的历史ꎬ 包括阿拉伯人的征服、 蒙古人的侵略等ꎬ 近代伊朗沦为沙皇俄

国和英国的殖民地ꎬ 当代伊朗则饱受强权政治的伤害ꎮ 波斯帝国辉煌的历史

赋予伊朗以大国心态ꎬ 屈辱的历史则又使得伊朗具有受害者心理ꎬ 两者相互

作用构成了伊朗独特的过于追求尊重的民族心理ꎮ 伊朗也特别受到了什叶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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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文化的影响ꎮ① 阿里被篡权ꎬ 侯赛因因反抗强权而战死ꎬ 以及什叶派作为

少数派而被压迫的历史ꎬ 又赋予伊朗以追求公正的独特文化传统ꎮ②

求尊重和求公正无疑都是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ꎬ 它一定意义上也是

伊朗作为民族国家的独特民族特性的体现ꎮ 然而ꎬ 现实世界中ꎬ 权力仍然是

界定国际体系的基本概念ꎬ 尊重和公正只是一些民族国家对体系的期待和愿

望ꎮ 对国际体系缺乏足够尊重和足够公正的不满构成了伊朗挑战国际体系的

心理原因ꎮ 内贾德在其执政期间拒绝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ꎬ 拒绝承认以色

列的合法生存权ꎬ 其主要原因还是他不能接受联合国等国际机构的不公正对

待ꎮ 而在权力政治盛行的时代ꎬ 内贾德所要求的公正是无法实现的ꎮ 内贾德

认为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对伊朗核计划提出了不合理要求ꎬ 却对以色列的核

项目保持默认的态度ꎮ 伊朗历届政府还对联合国等机构不能保障弱者巴勒斯

坦的民族权利感到强烈不满ꎮ③ 总之ꎬ 伊朗对国际体系过于理想化的期待构成

了伊朗反体系的重要原因ꎮ 上述对国际体系公正性的不切实际的期待是内贾

德政府中断其前任融入国际体系进程的重要原因ꎮ
总而言之ꎬ 即使是在伊斯兰革命 ４０ 年之后ꎬ 伊朗仍然表现出了与国际社

会和国际体系格格不入的特点ꎬ 原因首先在于深层的国内根源ꎮ 伊朗将自己

视为伊斯兰教的正统ꎬ 仍然恪守一些不符合现代民族国家体系要求的传统宗

教价值观ꎬ 仍然将伊斯兰革命时期坚持的反美主义基因作为政权合法性的重

要基础ꎮ 同时ꎬ 伊朗基于独特历史体验的民族心理ꎬ 也使得伊朗对国际体系

抱持不切实际的期待ꎬ 而期待得不到满足则又滋长了其反体系情绪ꎮ

外部环境与伊朗融入体系的挫折

伊朗与国际体系之间并没有形成积极互动ꎬ 或者说ꎬ 伊朗并未真正融入

国际体系ꎬ 其原因固然首先在于伊朗自身存在一些与体系格格不入的因素ꎬ
但造成上述局面的还包括外部制约因素ꎬ 主要是美欧等体系内的重要国家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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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伊朗波斯人民族心理和文化特性的形成ꎬ 参见范鸿达: «从伊朗的历史兴衰看其主体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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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采取接纳和包容的态度ꎬ 也在于周边国家的干扰ꎮ
(一) 美国国内反伊政治与伊朗融入体系的挫折

如前文指出ꎬ 在拉夫桑贾尼、 哈塔米和鲁哈尼三位总统任期内ꎬ 伊朗均

采取了主动与西方国家缓和关系、 积极融入体系的政策ꎬ 但并没有得到西方

国家的积极响应ꎮ 从美方因素看ꎬ 其原因在于: 美国不能容忍伊朗的意识形

态和价值观ꎻ １９７９ 年发生的人质危机给美国造成了切实伤害ꎻ 美国国内犹太

游说团体持续进行反对伊朗的政治活动ꎬ 以及美国国内一直存在强大的反伊

政治势力和政治活动ꎬ 其集中体现便是人质事件不断在美国媒体上被炒作ꎮ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内贾德当选总统之后ꎬ 美国媒体发布了一张照片ꎬ 指称伊朗当选

总统内贾德曾经参与劫持人质的事件ꎬ 但事实并非如此ꎻ① ２０１３ 年ꎬ 描述人

质事件的美国好莱坞电影 «逃离德黑兰» 获得多项奥斯卡大奖ꎬ 再次唤起了

美国民众对那场危机的记忆②ꎻ ２０１４ 年ꎬ 伊朗总统鲁哈尼拟任命资深外交官

哈米德阿布塔拉比 (Ｈａｍｉｄ Ａｂｕｔａｌｅｂｉ) 出任伊朗驻联合国大使ꎬ 但美国媒

体陆续曝出阿布塔拉比曾参与人质事件ꎬ 并以此为由拒绝为其颁发签证ꎮ③ 人

质危机是伊斯兰革命后界定美伊关系的标志性事件ꎬ 危机的记忆不断泛起ꎬ
凸显了美国国内强大的反伊朗势力ꎮ

美国国内所存在的反伊朗势力和反伊朗政治也对伊朗融入国际体系的进

程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伊朗国内多次启动了与美国改善关系并融入国际体系的

进程ꎬ 但没有得到美国的积极回应ꎬ 或因为美国的政策导致伊朗国内政策出

现反弹ꎬ 中断了融入体系的进程ꎮ 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伊朗主动改善关系的

行为没有得到善意回报ꎬ ２００５ 年伊朗人民选举了激进保守派代表人物内贾德

出任总统ꎬ 并最终中止了伊朗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ꎮ ２０１３ 年鲁哈尼出任总统ꎬ
表示要与国际社会进行建设性互动ꎬ 而鲁哈尼政府致力于通过谈判达成伊核

协议ꎬ 实则是通过伊核协议重启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ꎮ 然而ꎬ 美国特朗普政

府却于 ２０１８ 年退出了伊核协议ꎬ 并启动了对伊朗的制裁ꎬ 这无疑将对主张与

西方缓和关系、 主张融入国际体系的鲁哈尼政府造成巨大的挑战ꎮ 可以预期ꎬ
下一届伊朗议会大选中ꎬ 保守势力将会卷土重来ꎬ 这将再次对伊朗与国际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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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关系产生负面影响ꎮ
总而言之ꎬ 美国等西方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的主导性力量ꎬ 其他国家在

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身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立场和态度ꎮ
伊朗在融入国际体系方面并不成功ꎬ 原因很大程度上正在于它们并没有采取

积极接纳伊朗的态度ꎮ 美国非常有影响的伊朗裔学者瓦利纳斯尔 (Ｖａｌｉ
Ｎａｓｒ) 也认为ꎬ 美国应该实施包容性而不是排斥性政策ꎬ 让伊朗进入到 “帐
篷里” 来ꎮ①

(二) 周边国家的干扰与伊朗融入体系受阻

美国等西方国家打压伊朗是伊朗与体系对抗的重要原因ꎬ 而它们打压伊

朗则部分在于以色列和沙特等伊朗周边国家对伊朗威胁的建构ꎮ 伊朗是中东

地区高调恪守支持巴勒斯坦正义事业的伊斯兰国家ꎬ 且能对以色列的安全构

成一定的威胁ꎬ 伊朗合乎逻辑地成了以色列建构地区安全威胁的目标ꎮ 正如

美国学者米尔斯海默指出ꎬ 以色列和以色列游说集团 “不厌其烦地阻止克林

顿政府和布什政府同伊朗进行接触ꎬ 而且他们几乎每个回合都取胜了ꎮ 不幸

但可以预料的是ꎬ 比起追求一项接触战略来ꎬ 这种强硬方法并不像其被推销

的那样管用ꎬ 而是更加糟糕ꎮ”②

自 ２００３ 年以来ꎬ 伊朗与美国等体系的主导国家之间围绕伊核问题的博弈

和互动一直是伊朗与国际体系关系发展的风向标ꎬ 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伊核

问题上的政策不仅受到了其自身关切的影响ꎬ 还受到了以色列和沙特等伊朗

周边国家的影响ꎮ 内贾德当政时期ꎬ 伊朗被联合国安理会制裁ꎬ 以及伊朗与

西方的对抗ꎬ 固然在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内贾德政府的激进言论和行为感到

强烈不满ꎬ 也很大程度上在于以色列和沙特等周边国家极力宣传伊朗核计划

的威胁ꎮ 鲁哈尼当政时期ꎬ 伊朗通过谈判的方式与有关各方达成伊核协议ꎬ
试图以此作为重启融入国际体系进程的突破口ꎬ 然而在奥巴马政府达成 «全
面伊核协议» 并将协议称为 “历史性协议” 的时候ꎬ 以色列及其支持者则将

其称之为 “历史性错误”ꎮ 以色列的游说虽然没有逆转奥巴马政府的政策ꎬ 但

却对之后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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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

[美国] 约翰米尔斯海默、 斯蒂芬沃尔: «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ꎬ 王传兴译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９ 年版ꎬ 第 ４２０ ~ ４２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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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ꎬ 伊朗融入国际体系的进程之所以出现中断和反复ꎬ 原因很大程

度上也在于外部环境的制约: 就全球层面而言ꎬ 它主要表现为美国国内强大

的反伊势力ꎻ 就地区层面而言ꎬ 主要是以色列和沙特等地区国家反对伊朗的

政策ꎮ 其中ꎬ 中东地区伊朗的敌对国家对其融入国际体系的阻挠也主要是通

过影响美国国内政治进程而实现的ꎮ 纵观伊斯兰革命之后的 ４０ 年历史ꎬ 每当

伊朗与美国关系出现缓和的时候ꎬ 美国国内都会出现要求惩罚伊朗的声音ꎬ
并最终成功地扭转了美国对伊缓和政策ꎮ 美国是国际体系的主导国家ꎬ 美伊

关系恶化直接导致伊朗融入体系的进程中断ꎮ

国际体系转型背景下伊朗融入国际体系的前景

伊斯兰革命虽然已有 ４０ 年ꎬ 但伊朗在国际体系内的身份转变并不顺利ꎬ
未来伊朗与体系的互动仍将会表现出曲折性ꎮ 一方面ꎬ 国际体系本身处于深

刻转型的进程中ꎬ 国际体系的非西方特征不断凸显ꎬ 将为伊朗实现身份转变

提供重要机遇ꎻ 另一方面ꎬ 原来制约伊朗与体系积极互动的一些因素仍将长

期存在ꎬ 将会分别从内外两个维度制约伊朗融入体系的进程ꎮ
(一) 国际体系转型与伊朗融入体系的机遇

权力结构或者说体系的统治结构是国际体系的重要方面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

后ꎬ 特别是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以后ꎬ 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ꎬ 构成

了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方面ꎮ 受 ２００８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ꎬ 美国以及整个西方

国家的实力相对衰落ꎬ 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下降ꎮ 而美国特朗普政府 ２０１７ 年

上台以后ꎬ 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ꎬ 陆续退出了 “巴黎气候变化协议”、 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以及其他多边机构和机制等ꎬ 不仅削弱了美国在多边机构中的

影响力ꎬ 而且也极大打击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和软实力ꎮ 与此同时ꎬ 新兴经济

体国家在 ２００８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迅速崛起ꎮ 新兴经济体国家主张维护原有

的国际体系ꎬ 主张自由贸易ꎬ 硬实力和软实力都不断获得提升ꎮ
国际体系的深刻转型将为伊朗身份转变提供重要的机遇ꎮ 一方面ꎬ 自近

代以来ꎬ 伊朗先后是西方殖民体系和当代强权政治的受害者ꎬ 这种独特的历

史体验赋予伊朗伊斯兰政权强烈的反美政策取向ꎮ 另一方面ꎬ 伊朗与主要新

兴经济体成员 (如中国和印度) 之间的历史往来则基本是和平的ꎬ 这种美好

的记忆也使得伊朗更容易接受一些由新兴经济体创建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ꎮ

８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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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ꎬ 客观上ꎬ 新兴经济体国家所建立的组织和机构也表现出了更加包容的

特点ꎬ 比如主张各国具有自由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ꎬ 主张协商解决重大问题ꎬ
不干涉内政ꎬ 在项目援助方面不附加政治条件等ꎮ 仅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例ꎬ
２００２ 年通过的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 明确强调成员国 “相互尊重国家主权、
独立、 领土完整及国家边界不可破坏ꎬ 互不侵犯ꎬ 不干涉内政ꎬ 在国际关系

中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ꎬ 不谋求在毗邻地区的单方面军事优势”ꎻ “所
有成员国一律平等ꎬ 在相互理解及尊重每一个成员国意见的基础上寻求共

识”ꎻ “在利益一致的领域逐步采取联合行动”ꎮ①

进入 ２１ 世纪以后ꎬ 伊朗在加入新兴经济体创建的国际组织和机制方面已

经取得了重要进展ꎮ 从 ２００５ 年内贾德担任总统以后ꎬ 伊朗便已作为观察员国

参加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和活动ꎬ 并明确表达了成为该组织正式成员的愿

望ꎬ 其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立场也得到了中、 俄等主要大国的支持ꎻ 伊朗

作为创始成员国ꎬ 加入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ＡＩＩＢ)ꎻ 伊朗积极参与

“一带一路” 建设ꎬ 并成为该倡议的重要伙伴之一ꎻ 伊朗是亚洲相互协作与

信任措施会议 (ＣＩＣＡ) 的重要成员ꎬ 鲁哈尼总统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参加了该组

织的上海峰会ꎮ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ꎬ 国际体系转型也将有助于伊朗改变时

常面临被美国制裁ꎬ 甚至对外贸易美元结算渠道时常被切断的局面ꎮ 由于

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 «伊核全面协议» 并恢复对伊朗的制裁ꎬ ２０１８ 年中国

与伊朗达成实施双边贸易本币结算的协议ꎻ 欧盟也在积极探索非美元的结

算渠道ꎮ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中、 法、 德、 俄、 英、 伊以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

策高级代表会晤联合声明中明确表示ꎬ 与会各方 “认识到取得实质成果的

紧迫性和必要性ꎬ 欢迎保持和建立结算渠道的务实建议ꎬ 特别是建立促进

伊朗进出口 (包括石油) 结算的 ‘专门机制’ꎬ 这将帮助并确保经济实体与

伊开展合法贸易ꎮ”②

可以预期ꎬ 国际体系的权力结构将会继续深刻变化ꎬ 中国等新兴经济体

实力将进一步增长ꎬ 以金砖国家为例ꎬ 金砖国家国土面积占世界领土总面积

的 ２６ ４６％ ꎬ 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４２ ５８％ ꎮ 据估算ꎬ ２０１７ 年金砖五国经济总

量约占世界的 ２３ ２４％ ꎬ 贸易总额和对外投资比重分别占世界的 １５ ８８％ 和

９０１

①
②

«上海合作组织宪章»ꎬ ｈｔｔｐ: / / ｃｈｎ ｓｅｃｔｓｃｏ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ꎬ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１１ꎮ
«伊朗核问题外长会联合声明»ꎬ 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 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 ６７６２０３ / ｙｚ＿ ６７６２０５ / １２０６＿ ６７７１７２ / １２０７＿ ６７７１８４ / ｔ１５９８４２０ ｓ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３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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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４５％ ꎬ 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５０％ ꎮ①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ꎬ 国际体

系的西方特征将会进一步弱化ꎬ 对国家政治体制的包容性将进一步增强ꎬ 将

会更加尊重多元化的发展模式ꎬ 更加尊重国家主权ꎮ 这是有利于伊朗这样非

常注重公正、 尊重和发展道路独立性的国家与体系的良性互动的ꎮ 同时ꎬ 伊

朗本身也是一个有着 ８ ０００ 万人口的中等国家ꎬ 伊朗的发展和融入也将会推动

国际体系非西方特征的发展ꎬ 进而也有利于体系转型ꎮ 比如ꎬ 伊朗屡屡遭受

美国的制裁ꎬ 导致新兴经济体不得不探索新的非美元贸易结算方式ꎮ
(二) 内外制约因素的历史惯性与伊朗融入体系的曲折性

诚然ꎬ 伊朗的政治精英也在努力调整国内政策ꎬ 以适应体系的要求ꎬ 在

遭受特朗普退出 «伊核全面协议» 的挫折之后ꎬ 伊朗并没有消极应对ꎬ 而是

表现出了积极态度ꎮ 比如ꎬ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初ꎬ 伊朗议会通过了 “反恐融资

(ＣＦＴ)” 的法案ꎬ 以争取 “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 (ＦＡＴＦ)” 将伊朗从

黑名单中清除ꎬ 伊朗也在积极推动宪法监护委员会和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批

准该法案ꎮ 关于这一法案的重要性ꎬ 扎里夫的解释是ꎬ “尽管我们不能保证加

入反恐融资机制将解决我们银行的问题ꎬ 但我们确信ꎬ 不加入该机制ꎬ 美国

就会制造新的借口为我们制造更多的麻烦”ꎮ②

然而ꎬ 正如前文指出的ꎬ 制约伊朗融入体系的因素是多方面的ꎬ 很多制

约因素都具有历史惯性ꎬ 短期内都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ꎬ 仍会影响伊朗对体

系的态度和立场ꎬ 因此伊朗与国际体系之间的互动仍将表现出曲折性特点ꎮ
伊朗仍会在其伊斯兰世界观和现代民族国家现实之间进行调适ꎬ 但其为周边

国家的什叶派力量和其他非国家行为体提供各种支持的政策调整的空间不大ꎻ
伊朗伊斯兰政权具有反美主义 “基因”ꎬ 与美国的对抗仍将以某种方式存在ꎻ
伊朗以大国心态和受害者心理为主要表现的独特民族心理也将会作为传统性

和稳定性因素长期影响伊朗对外行为ꎮ 同时ꎬ 外部因素ꎬ 主要是美国的反伊

朗力量以及周边反伊朗力量也仍将会阻挠伊朗融入国际体系ꎮ 在特朗普退出

伊核协议以后ꎬ 伊朗温和派力量面临巨大压力ꎬ 伊朗国内政治生态很可能重

现 ２００５ 年大选的一幕ꎬ 也即保守势力卷土重来ꎬ 这很有可能导致伊朗与美国

０１１

①

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 ｃｎ / ｗｅｂ / ｇｊｈｄｑ＿ ６７６２０１ / ｇｊｈｄｑｚｚ＿
６８１９６４ / ｊｚｇｊ＿ ６８２１５８ / ｊｂｑｋ＿ ６８２１６０ꎬ ２０１８ － １１ － ３０ꎮ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ｐｐｒｏｖｅｓ Ｂｉｌｌ ｔｏ Ｃｏｍｂａｔ 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ꎬ Ｔｅｈｒａｎ Ｔｉｍｅｓ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７ꎬ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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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再度紧张ꎬ 并对伊朗与国际体系之间的互动产生消极影响ꎮ
事实上ꎬ 伊朗政治精英对上述曲折性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ꎬ ２０１４ 年伊朗最高

领袖哈梅内伊便从长计议、 系统性地提出了 “抵抗型经济” 概念ꎬ 这种经济

模式将使伊朗具有抗衡国际挑战、 国际动荡、 美国和其他国家颠覆政策的

能力ꎮ①

伊朗独特的民族心理将尤其成为制约伊朗与国际体系互动的因素ꎮ 伊朗

因其独特的民族心理ꎬ 包括大国心态和受害者心理ꎬ 而成为过于强调尊重、
公正和独立性的国家ꎬ 然而绝对的公正是不存在的ꎬ 更何况在经济全球化的

时代ꎬ 融入国际体系客观上意味着放弃部分国家主权ꎮ 这种民族心理在当代

主要指向了美国等西方国家ꎬ 未来也很有可能指向非西方国家ꎬ 伊朗对上海

合作组织的复杂心态便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ꎮ 尽管伊朗与上海合作组织

的关系可望取得积极进展ꎬ 但其进程也不顺利ꎮ 从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４ 年期间ꎬ
伊朗总统均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元首峰会ꎬ 但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７ 年缺席元首峰

会ꎮ 伊朗立场变化的原因之一便是担心其独立性受到伤害ꎮ 伊朗认为ꎬ 如果

成为正式成员ꎬ 伊朗可能将在该组织的框架内完全处于中国的保护伞

(Ｕｍｂｒｅｌｌａ) 之下ꎬ 伊朗将失去交易的筹码ꎮ 伊朗先前之所以表示愿意加入上

海合作组织ꎬ 原因是伊朗一度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抗衡西方的战略工具ꎬ 而

随着伊核谈判进程推进ꎬ 上海合作组织对伊朗的战略意义下降了ꎮ② 在伊朗正

式加入上海合作组织的问题上ꎬ 尽管伊朗面临的还包括其他方面的障碍ꎬ 但

伊朗独特的民族心理仍将是主要内部制约因素ꎮ

结　 语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已走过 ４０ 年历史ꎬ 尽管伊朗是联合国以及其他重要多

边机构的成员ꎬ 但伊朗并没有得到体系内重要成员以及一些重要多边机构的

充分政治承认ꎬ 换言之ꎬ 伊朗并没有真正融入国际体系ꎮ 其原因不仅来自外

部ꎬ 也来自内部ꎮ １９７９ ~ １９８９ 年ꎬ 霍梅尼在世期间ꎬ 伊朗既是国内秩序的革

１１１

①

②

参见陆瑾: «试析鲁哈尼 “重振经济” 的路径和制约———兼议哈梅内伊的 “抵抗型经济政

策”»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４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１３６ ~ １３９ 页ꎮ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Ｚａｒｅꎬ “Ｉｒａｎ’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Ｉｒ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Ｊｕｌｙ ２ꎬ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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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者ꎬ 也是国际秩序的革命者ꎬ 伊朗伊斯兰政权本身便没有承认国际体系的

合法性ꎬ 其争取体系政治承认的进程故而也无从谈起ꎮ 与这一时期比较相似

的则是 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３ 年内贾德担任总统的时期ꎬ 伊朗也对体系持否定的立场ꎮ
在 １９８９ ~ ２００５ 年以及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８ 年两个阶段ꎬ 伊朗积极争取得到体系的政治

承认ꎬ 也即伊朗积极融入体系ꎮ 但颇为遗憾的是ꎬ 伊朗的行为非但没有得到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积极回应ꎬ 反而被美国贴上了 “无赖国家” “邪恶轴心”
“暴政前哨” 等标签ꎬ 并导致伊朗最终走上了否定、 对抗体系的道路ꎮ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 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的时代背景

下ꎬ 融入体系将是伊朗不得不做出的选择ꎮ 然而ꎬ 伊斯兰革命之后 ４０ 年伊朗

与国际体系的曲折关系表明ꎬ 融入体系的进程不仅取决于伊朗未来能否在国

内层次上进行调适ꎬ 且不会因为国际风云变幻而放弃融入体系的决心ꎬ 还需

要国际社会或者说体系层次上的主要行为体对伊朗这样独特的行为体采取足

够包容的政策ꎮ 在国内层面ꎬ 伊朗尤其需要克服那种过于自尊、 过于强调自

己重要性的心态ꎬ 这种心态让伊朗将国际体系对其政治承认视为理所应当ꎬ
使得伊朗难以以更加主动和灵活的立场争取体系的承认ꎮ 美国和西方国家仍

将是体系内的重要成员ꎬ 它们能否可持续地对伊朗实施包容性政策也将是问

题的关键ꎮ 关于西方国家如何对待伊朗等伊斯兰国家融入国际体系方面ꎬ 朱

威烈教授指出ꎬ “西方国家究竟怎么对待它们ꎬ 是出于利益驱动视它们为打

击、 改造对象ꎬ 还是积极帮助它们融入现存国际体系ꎬ 则更是矛盾的主要

方面ꎮ”①

未来一段时期内ꎬ 伊朗融入国际体系的主要影响变量并不是伊朗国内政

策调整ꎬ 因为伊朗不可能按照体系的要求短期内实现其政治文化和政策的调

适ꎬ 也不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改变态度ꎬ 因为美国国内反伊朗力量仍然非常强

大ꎬ 而是国际体系自身的转型ꎮ 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将极大地推动国际

体系权力结构变化ꎬ 并导致国际体系的非西方特征增强ꎮ 新兴经济体所建立

的国际组织和机制更加注重尊重主权和文明的多样性ꎬ 包容性更强ꎬ 有利于

伊朗这样的行为体融入体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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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朱威烈: «伊斯兰文明与世界»ꎬ 载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国际责任: 互利共赢软力

量对外战略»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五届学术年会文集)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版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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