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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 意识形态和模式之转换
———中东剧变以来的地区政治发展

唐志超

　 　 内容提要　 中东剧变即将迎来十周年ꎮ 过去十年ꎬ 中东政治发生了巨大

而深刻的变化ꎬ 体现在秩序、 意识形态、 模式三个维度ꎮ 中东正进入一个

“后美国时代”ꎬ 地区权力正发生深远转移ꎮ 在美国相对衰落的同时ꎬ 俄罗斯

等其他外部新势力以及地区大国乘势而起ꎮ 传统的地区权力体系遭到颠覆ꎬ
联盟体系解体ꎬ 国家碎片化ꎬ 以政权为中心的国家权力结构面临非国家行为

体的严峻挑战ꎮ 秩序崩溃伴随着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ꎮ 新自由主义在中东狂

飙突进时代已告终结ꎬ 民主、 人权、 选举、 世俗化等传统叙事正在被正义、
发展、 稳定、 改革等新的话语体系所取代ꎮ 以土耳其、 埃及、 沙特和伊朗为

代表的传统发展模式正悄然转型ꎮ 中东地区政治的急剧转型反映了当下全球

秩序的变迁及其所带来的地区反应ꎬ 同时也凸显了中东政治中新一轮自主意

识的兴起ꎬ 开启政治上自我否定与自我重建的新进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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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剧变爆发至今已近走过十年历程ꎮ 过去十年ꎬ 中东诸多方面均发生

了剧烈变化ꎮ 学界从宏观或国别层面对中东剧变的原因、 表现及影响等作了

较多探讨ꎬ 但究竟中东剧变给该地区或国家带来了哪些变化ꎬ 需要学界进行

持续思考ꎮ 中东剧变对中东政治、 安全、 经济、 社会等方面的影响还在持续

发展中ꎬ 更长远的效应还需更长时段来考察ꎮ 以十年为一个周期ꎬ 从政治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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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之变迁、 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发展模式的演化三个视角对过去十年中东政治

发展开展深入研究ꎬ 以期找出规律性变化ꎬ 或许对于我们预测未来事态发展

和地区走势有所助益ꎮ

秩序之变: 权力的转移与 “后美国时代”

国际秩序是指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权力格局以及

一整套规则、 规范和制度ꎮ 依照这一概念ꎬ 中东秩序是指对中东具有重要影

响的域内外势力之间形成的具有相对稳定的地区格局以及与此相关的规则、
规范和制度ꎮ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ꎬ 中东秩序简而言之就是奥斯曼帝国秩序ꎬ
从北非到阿拉伯半岛ꎬ 再到两河流域ꎬ 基本都在奥斯曼帝国疆域之内ꎮ 伊朗

处于奥斯曼体系之外ꎬ 保持相对独立存在ꎮ 虽然奥斯曼帝国秩序面临来自西

欧列强以及内部反叛的巨大威胁ꎬ 但仍能勉强维持生存ꎮ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

束后ꎬ 帝国战败瓦解ꎬ 奥斯曼秩序轰然崩塌ꎬ 并被所谓的赛克斯—皮柯体系

所取代ꎬ 欧洲开始主导中东并分割了奥斯曼领土ꎮ 二战后ꎬ 随着英、 法的急

剧衰落ꎬ 其地位转由美、 苏接替ꎬ 中东由殖民体系转向冷战背景下的两极对

抗体系ꎮ 冷战结束后ꎬ 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确立ꎮ 中东自然也被纳入这一体系ꎬ
美国主导的中东新秩序形成ꎮ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经受了多

次严重冲击ꎬ 从 “九一一” 事件到伊拉克战争ꎬ 从伊朗核问题到中东剧变ꎬ
一次次撞击使得这一秩序千疮百孔、 支离破碎ꎬ 中东地区局势发展开启了中

东秩序的 “后美国时代”ꎮ 其鲜明特征是ꎬ 美国主导地位开始发生动摇ꎬ 美国

对中东地区事务的领导、 控制、 引导、 塑造能力出现衰退、 弱化ꎬ 对中东国

家政局、 地区发展方向、 地区安全与稳定、 地区秩序安排等方面的影响力和

控制力下降ꎮ① 可以说ꎬ 中东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ꎮ
从地区秩序视角看ꎬ 第一ꎬ 自中东剧变以来ꎬ 主要域外大国在力量对比

方面发生巨大变化ꎬ 传统势力均衡被打破ꎮ 这突出表现在美降俄升、 西退东

进和 “一降两升” 上ꎮ② 美国实力相对衰落ꎬ 在中东影响力下降ꎮ 从奥巴马

到特朗普ꎬ 美国孤立主义上升ꎬ 不愿再深陷中东ꎬ 不愿过度担负所谓全球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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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责任ꎬ 全球战略重心转向与中、 俄的大国竞争ꎮ 与中东近邻的欧盟则陷入

内外交困境地ꎬ 无力在中东发力ꎬ 欧盟一手打造的 “地中海联盟” 实际已死ꎮ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ꎬ 中东之乱祸及欧洲ꎬ 非法移民、 难民潮、 恐怖主义一波

又一波ꎬ 欧洲内部同时还面临英国脱欧、 民粹主义和右翼力量上升等一系列

重大危机ꎮ 俄罗斯则借叙利亚战争等中东之乱积极重返中东ꎬ 全面拓展与中

东各国关系ꎬ 极大提升了地区影响力ꎬ 在冷战结束 ３０ 年后再度成为中东地区

的主角ꎮ 来自亚洲的中国、 印度和日本在中东的影响力也呈明显上升趋势ꎮ
日本安倍首相多次出访中东ꎬ 积极参与调解美国与伊朗矛盾ꎬ 甚至破天荒地

派军舰赴波斯湾参加护航ꎮ 印度莫迪政府由传统的 “东向” 政策转向东西兼

顾ꎬ 又推出 “西向” 政策 (Ｌｏｏｋ Ｗｅ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ꎬ 大力加强与伊朗、 海湾阿拉伯

国家以及以色列的关系ꎮ 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也有重大提升ꎬ “一带一路”
倡议在中东稳步推进ꎮ

第二ꎬ 域内国家力量此消彼长ꎬ 国家间关系严重失调ꎬ 新的地区性大国

兴起ꎬ 具体表现在: 传统地区权力中心发生转移ꎬ 开罗、 巴格达、 大马士革

的中心地位逐步让位给安卡拉、 利雅得、 阿布扎比、 特拉维夫和德黑兰ꎮ 与 ３
个非阿拉伯国家 (土耳其、 伊朗和以色列) 相比ꎬ 阿拉伯国家集体失色ꎬ 一

些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在某种程度上还被 ３ 个非阿拉伯国家所主导ꎮ 沙特、 阿

联酋、 埃及与伊朗、 土耳其在叙利亚、 也门、 利比亚、 伊拉克、 黎巴嫩等国

激烈交锋ꎬ 主要原因就是抵制非阿拉伯国家对阿拉伯内部事务的干涉ꎮ 在西

亚北非两大板块中ꎬ 北非处于颓势ꎬ 且内向化、 非洲化①趋势明显ꎮ 除了摩洛

哥等日益非洲化外ꎬ 像埃及这样的阿拉伯世界 “领头羊” 也日益将非洲作为

其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ꎮ② 在阿拉伯世界板块中ꎬ 海湾阿拉伯国家兴起ꎬ 形成

沙特、 阿联酋和卡塔尔三大地区性中心力量ꎮ
第三ꎬ 传统的地区规则、 规范和制度受到严重冲击ꎬ 中东稳定的主要支

柱被撼动ꎮ 美国在中东的乱作为、 不作为以及持续战略收缩ꎬ 构成了中东地

区不稳定因素的主要来源ꎮ 美国几乎放弃了过去几十年其中东战略的五大支

柱———保障能源供应ꎻ 与地区主要国家结盟并保障其安全ꎻ 推动巴以和平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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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恐ꎻ 促进中东民主与自由ꎮ 冷战结束后ꎬ 中东和平进程是中东稳定的主要

基石ꎮ 而特朗普政府亲手摧毁了中东和平进程得以存活的主要原则和基石:
“以土地换和平” “两国论”ꎬ 公开承认以色列对耶路撒冷和戈兰高地的主权ꎬ
允许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ꎬ 承认非法定居点的合法地位ꎮ 美国对地区盟友

的安全承诺也显著下降ꎬ 在关键时刻不愿向海湾盟友提供安全保护ꎮ ２０１９ 年ꎬ
沙特重大石油设施遭到无人机打击ꎬ 波斯湾多次发生商船遭袭击事件ꎬ 充当

地区反恐先锋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遭美国抛弃ꎬ 都是典型事例ꎮ 这也导致美

国与其在中东长期所依赖的四大支柱国家 (埃及、 以色列、 沙特和土耳其)
的盟友关系开始崩塌ꎮ① 地区间国家关系出现大分化ꎬ 传统盟友与伙伴关系发

生剧烈调整并进行重组ꎬ 其中最关键的是美国与盟友关系的疏离以及土耳其

与埃及、 沙特、 阿联酋、 以色列四国由伙伴到对手的关系逆转ꎮ 阿联酋与以

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及阿联酋—沙特—巴林—以色列—美国五国反伊朗地

区联盟的形成ꎬ 土耳其、 伊朗和卡塔尔三国结成保守伊斯兰准联盟ꎬ 以伊朗

为核心的地区什叶派联盟形成ꎬ 海合会出现分裂ꎬ 这四大事件的发展对地区

秩序则造成严重冲击ꎮ 作为海湾以及中东稳定的主要支柱之一的海合会ꎬ 其

成员持续繁荣与团结合作出现动摇ꎬ 卡塔尔与沙特、 阿联酋和巴林三国分道

扬镳ꎬ 严重破坏了海湾地区的政治秩序和稳定ꎮ 与此同时ꎬ 民族主义、 部族

主义、 宗派主义、 极端主义持续兴起ꎬ 冲击传统国家边界ꎬ 极端组织 “伊斯

兰国” 异军突起并在整个地区肆虐ꎬ 库尔德民族主义持续上升就是典型例证ꎮ
第四ꎬ 从国家层面看ꎬ 各国内部政治生态与政治秩序发生诸多重要变化ꎮ

其中ꎬ 最重要变化主要体现在五方面: 其一ꎬ 中东多国陷入混乱无序ꎬ 或政

局动荡ꎬ 或陷入冲突和战争ꎬ 被迫进行权力的结构性根本改造或重大重组ꎬ
如叙利亚、 也门、 利比亚、 突尼斯、 也门ꎮ 其二ꎬ 政治力量去中心化、 多极

化、 多元化和分散化趋势明显ꎮ 传统政党政治发生重大变化ꎬ 地区多个长期

执政的 “老大” 政党黯然失色ꎬ 意识形态多元化并带来政党的多样化ꎮ “阿拉

伯共和制国家的王朝和家族式的卡特尔不能继续ꎻ 终身制总统和完全缺乏责

任的领导走到了尽头ꎮ”② 部族、 民兵、 非政府组织成为国家政治权力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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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ꎮ 其三ꎬ 传统权力关系与政治运行模式日渐改变ꎬ 如官民关系、 政

教关系、 军政关系等ꎮ “大众政治” 盛行ꎬ 民粹主义政治思潮上升ꎬ 宫廷政治

或精英政治有所收敛ꎮ 技术进步加速了权力的扩散和转移ꎬ 社交媒体爆炸式

增长ꎬ 青年群体和非政府组织的发言权显获提升ꎮ 除少数国家外ꎬ 宗教力量

在多国政治发展中作用上升ꎮ 军队的作用在社会动荡中日益凸显ꎬ 整体呈上

升趋势ꎬ 有的甚至走上前台 (如埃及)ꎮ 其四ꎬ 跨国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冲

击地区政治秩序ꎮ 政治多元化和政治冲突抬升了部落的作用ꎬ 在利比亚、 叙

利亚和也门三国尤为突出ꎮ 武装民兵组织在地区扩散ꎬ 在黎巴嫩、 叙利亚、
伊拉克、 也门和利比亚的冲突中发挥显著作用ꎬ 并塑造着国家的内政外交形

态ꎮ 在伊拉克ꎬ 武装民兵正在发生类似黎巴嫩真主党的变化ꎬ 随着反恐战争

告一段落ꎬ 开始积极谋求进入政治舞台ꎮ 伊朗支持的跨国什叶派民兵网络在

伊拉克和叙利亚发挥重要作用ꎮ 跨国雇佣军在中东战争的崛起已成为当前中

东政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ꎬ 从利比亚到叙利亚ꎬ 活跃着大批国际雇佣军ꎮ 以

极端主义为意识形态指导的恐怖组织在地区范围内活动ꎬ 如 “伊斯兰国” 对

地区构成严重安全挑战ꎬ 在伊拉克、 叙利亚、 也门、 埃及和利比亚等国活动

猖獗ꎮ 可以说ꎬ 非国家行为体的兴起对国际关系及地区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ꎮ
其五ꎬ 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政治进入加速转型期ꎮ 海合会六国普遍面临王位继承

危机、 代际危机、 经济转型危机及社会革命危机ꎮ 沙特、 阿联酋、 阿曼等国面

临政治权力体系的结构性重组和权力中心的转移ꎮ 沙特王室政治发生重大改变ꎬ
兄终弟及继承制度被终结ꎬ 萨勒曼王朝正在取代沙特王朝ꎮ

总之ꎬ 当前中东秩序呈现的主要特征是动荡、 混乱、 无序和不确定性ꎮ “后
美国时代” 的中东是约瑟夫奈所言的一种 “新封建主义 (Ｎｅｏ － ｆｅｕｄａｌｉｓｍ) 的

混乱秩序”①ꎬ 犹如中东版的春秋战国时代②ꎮ

意识形态之变: 从新自由主义的终结到身份政治的兴起

意识形态是一个抽象的理论ꎮ 通常ꎬ 我们把它看做是一定团体中所有成

６４

①

②

[美国] 约瑟夫奈: «美国的领导力及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未来»ꎬ 载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

究中心编: «中国国际战略评论 ２０１７»ꎬ 崔志楠译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２２ 页ꎮ
笔者曾于 ２０１９ 年第九届北京香山论坛 “中东安全新形势” 分组会议上提出这一观点ꎬ 载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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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共同具有的认识、 思想、 信仰、 价值等ꎮ 过去数十年来ꎬ 中东政治和意识

形态斗争一直非常激烈ꎬ 贯穿四条主线: 美国霸权主义与反美主义之争、 西

方自由民主主义与反全球化和反西方化的本土民族主义之争、 世俗化与伊斯

兰主义之争、 犹太复国主义与反犹主义之争ꎮ 这四方面的重大斗争在多方面

深刻影响着中东政治与社会、 中东的和平与发展之走势ꎮ 本质上ꎬ 围绕这四

条主线斗争的底色是中东国家对有尊严的民族主义之强烈追求ꎬ 反映了它们

对强加的外来主义和政治秩序的抵抗ꎮ
不过ꎬ 进入 ２１ 世纪第二个十年后ꎬ 特别是中东剧变以来地区与国家政治

发生急剧变化ꎮ 中东秩序塌陷的同时ꎬ 主导意识形态也在崩塌ꎬ 地区意识形

态呈现真空化和多元化ꎮ 阿拉伯民族主义走向衰落ꎬ 而国家民族主义在上升ꎮ
伊斯兰主义发生严重分化ꎬ 极端主义日益被主流政治力量所排斥ꎬ 而温和伊

斯兰主义在上升ꎮ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在中东长期流行并逐步占据主导地

位的西方新自由主义失去势头ꎬ 导致地区出现意识形态真空和意识形态混乱ꎮ
中东政治话语体系也随之发生明显改变ꎮ

第一ꎬ 新自由主义在中东从理论到实践走下神坛ꎮ 新自由主义不仅是一

种经济模式ꎬ 也是一种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ꎮ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 新自

由主义在中东大行其道ꎮ 西方全力推动地区国家政治、 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

的全球化、 自由化、 民主化、 私有化和市场化 “五化” 进程ꎬ 急欲将中东纳

入西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ꎮ “九一一” 事件后ꎬ 美国推行全球反恐战ꎬ 发动阿

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两场地区战争ꎬ 企图对 “大中东” 地区进行民主改造ꎬ
这标志着新自由主义在中东走上巅峰ꎮ 但随着中东地区进入 “后美国时代”ꎬ
它不仅意味着美国走向相对衰落ꎬ 还象征着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正

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ꎬ 新自由主义这一主导意识形态正面临前所未有的

冲击ꎮ① 美国被迫在中东进行战略收缩ꎬ 并放弃在中东进行的所谓 “民主改

造”ꎮ 从所谓的 “阿拉伯之春” 到 “阿拉伯之冬”ꎬ 中东新威权主义上升ꎬ 政

府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主导作用增强ꎬ 这一切均表明新自由主义从理论到实

践在中东遭遇了重大挫败ꎮ 事实上ꎬ 中东剧变就是美国在中东推行新自由主

义的恶果ꎮ 正如艾琳考克斯所言ꎬ ２０１１ 年埃及 “一二五” 革命的爆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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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实施 ３０ 年的结果ꎬ 贫困、 两极分化等现象加剧了阶级对立ꎮ① 在

新自由主义退缩的同时ꎬ 中东显现新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趋势ꎮ 在政治上ꎬ 新

威权主义出现ꎬ 动荡之中民众呼唤稳定和强有力的政府ꎮ 一项阿拉伯民调显

示ꎬ 高达 ４２％的受访者认为阿拉伯世界还没有做好践行西式民主模式的准备ꎬ
３４％的人认为民主意味着无力决策和相互争吵ꎮ 在他们理解的民主中ꎬ 稳定

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ꎮ② 在经济上ꎬ 从波斯湾到北非ꎬ 从土耳其到伊拉克ꎬ 政

府主导发展经济模式受到欢迎ꎬ 各国纷纷推出经济发展战略规划ꎬ 推动再工

业化ꎬ 如沙特的 “２０３０ 愿景”ꎮ 全球秩序的变迁、 逆全球化的发展ꎬ 以及国

际经济与金融危机、 国际能源格局的转移ꎬ 对中东经济发展造成巨大冲击ꎬ
传统经济发展思想和模式遭遇挑战ꎬ 这也影响到政府对政治治理模式的调整ꎮ

第二ꎬ 主流话语体系正在由自由、 民主向公平、 正义、 发展转换ꎮ 受新

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ꎬ 自由、 民主、 世俗化是过去几十年中东政治的主流话

语ꎬ 自由化、 民主化、 世俗化也是地区政治演变的主要驱动力和核心ꎮ 上述

思潮在国家治理中则体现为进行所谓的民主选举ꎬ 打压伊斯兰政治组织ꎮ 但

是新自由主义在中东遭遇严重水土不服ꎬ 西方国家的强行推进导致恶果连连:
政局动荡ꎬ 两极分化ꎬ 贫富鸿沟加大ꎬ 制造业发展停滞不前并被纳入到中

心—边缘的西方世界体系、 传统文化和价值观遭到严重侵蚀ꎬ 等等ꎮ 新自由

主义本质上是社会达尔文主义ꎬ 核心是资本向中东社会各领域渗透ꎬ 强调物

竞天择、 优胜劣汰ꎬ 以西方文化价值观渗透到全球每一个角落ꎮ 对此ꎬ 中东

的保守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一直竭力抗争ꎬ 试图维护自身政治、 经济和文化

上的独立性、 独特性ꎮ 反西方主导的全球化、 西方化在中东曾长盛不衰ꎮ 从

阿拉伯民族主义到伊朗伊斯兰革命ꎬ 从 “基地” 组织到 “伊斯兰国”ꎬ 均带

有反西方的成分ꎮ ２１ 世纪初ꎬ 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 (ＡＫＰ) 和摩洛哥的正

义与发展党 (ＰＪＤ)③ 分别赢得大选ꎬ 即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实证ꎮ 中东剧变被

称为 “大饼革命”ꎬ 反映了民众更渴求面包、 正义ꎮ 正义、 发展、 温和伊斯兰

已经取代自由、 民主、 世俗化ꎬ 成为地区政治的新潮流、 新标识ꎮ 地区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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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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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ｒｉｎ Ｃｏｘꎬ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ｇｙｐｔ”ꎬ Ａｐｒ ２４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 － ｉｒ ｉｎｆｏ /
２０１ ５ / ０４ / ２４ /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 ａｎｄ －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 ｉｎ － ｅｇｙｐｔ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０５

“Ｔｈｅ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Ａｒａｂ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Ｍａｉ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Ｂｒｉｅｆ”ꎬ ９ Ｍａｙ ２０１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ｏｈ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ｒｇ / ｅｎ / Ｎｅｗｓ / Ｐａｇｅｓ / ＡＣＲＰ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Ａｒａｂ － Ｉｎｄｅｘ －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ａｓｐｘ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０５

该党于 １９８８ 年成立ꎮ



秩序、 意识形态和模式之转换　

政党纷纷效仿土耳其的正义与发展党ꎬ 成立新的政党ꎬ 打着正义、 发展的旗

号ꎬ 关注民生诉求ꎬ 积极参与政治ꎬ 争取民众ꎬ 并在选举中取得不俗成绩ꎬ
如摩洛哥的正义与发展党、 突尼斯的复兴运动党 (Ｅｎｎａｈｄａ)①、 利比亚的正

义与发展党 (Ｊ＆Ｃ)②、 索马里的正义与发展党 (ＪＤＰ)③ꎮ 突尼斯的复兴党和

利比亚的萨拉杰政府甚至公开宣称以土耳其正发党为学习榜样ꎮ
第三ꎬ 反美主义、 反犹主义和反西方的政治叙事正发生改变ꎮ 自二战后ꎬ

反犹、 反美和反西方一直是中东政治的主要潮流ꎮ 从中东战争到美苏冷战ꎬ
从萨达姆的伊拉克到卡扎菲的利比亚ꎬ 从叙利亚到伊朗ꎬ 从穆斯林兄弟会到

“基地” 组织ꎬ 无一不是这一主题的现实呈现ꎮ 不过ꎬ 历史走到今天ꎬ 这一潮

流已悄然改变ꎮ 巴勒斯坦问题曾是中东反美、 反犹的主因ꎮ 如今虽然巴以和

平仍未实现ꎬ 但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关系已发生历史性变化ꎮ 巴勒斯坦问

题过去被视为中东问题的核心ꎬ 但是这一核心地位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ꎬ
巴勒斯坦问题在阿拉伯世界日益边缘化ꎬ 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开始和以色

列接触与交往ꎮ 沙特和阿联酋甚至携手以色列共同对抗伊朗ꎮ 即使特朗普政

府推出极端亲以的所谓 “世纪交易”ꎬ 在阿拉伯世界也没有遭到激烈反对ꎮ
“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态度虚实不一”ꎮ④ 反美主义的叙事也大致如此ꎮ 过去ꎬ
反美主义一直是地区政治的主题ꎬ 反对美国的地区霸权秩序是中东政治发展

的主要驱动力和中东的特色政治之一ꎮ 现今ꎬ 反美主义声音在降低ꎬ 美国与

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已不再是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ꎮ 这与美国在中东

日益收缩、 中东进入 “后美国时代”、 地区国家间矛盾与冲突日益增多有莫大

关系ꎮ 与 “基地” 组织不同ꎬ “伊斯兰国” 不再以反美、 反西方为中心任务

和标志性口号ꎬ 这也是当今全球伊斯兰极端组织发展的共性与重要趋势ꎮ
第四ꎬ 政治伊斯兰发展呈现新特点ꎮ 中东剧变爆发后ꎬ 中东地区的政治

伊斯兰发展出现了值得关注的新动向ꎮ 其一ꎬ 政治伊斯兰的生存与活动空间

大大扩充ꎬ 官方和民间对政治伊斯兰接受度增大ꎮ 除埃及外ꎬ 中东地区大多

数国家取消了过去对伊斯兰主义政党的打压政策ꎮ 新的伊斯兰政党在各国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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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党于 １９８９ 年成立ꎮ
该党又名 “正义与建设党”ꎬ 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 日成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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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成立ꎬ 与此同时ꎬ 老的伊斯兰主义政党结束秘密活动ꎬ 开始在政坛上呼风

唤雨ꎬ 突尼斯、 利比亚和摩洛哥的伊斯兰政党甚至一度上台执政ꎮ 其二ꎬ 政

治伊斯兰日益被视为一种符合地区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的发展模式ꎮ 值得注

意的是ꎬ 伊斯兰世界日益形成一个共识: 在政治上排斥伊斯兰因素既不现实ꎬ
也不合理ꎬ 必须接纳并允许其参与政治ꎮ 在是否支持本国实行政教分离制度

这一问题上ꎬ 有阿拉伯民调显示ꎬ 支持比例为 ４２％ ꎬ 而反对政教分离的为

４１％ ꎮ① 土耳其一项民调显示ꎬ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８ 年间ꎬ 自视为传统保守派人士比

例由 ３７％上升到了 ４５％ ꎬ “现代派” 人士由 ３１％下降到 ２９％ ꎬ 宗教保守派由

３２％下降到 ２５％ ꎮ② 这 “一升两降” 反映了宗教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作用的

变化ꎬ 这一变化在整个地区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ꎬ 显示了宗教影响的扩大和

对温和宗教的接受度上升ꎮ 其三ꎬ 伊斯兰政党对民主、 自由和世俗化等西方

概念有了新的认识和解释ꎬ 总体上接受世俗民主制ꎬ 但强调伊斯兰特色民主ꎮ
它们对自由的定义曾经几乎是一元化的解释ꎬ③ 现今出现了多样化的不同解

释ꎮ④ 即使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也主张 “自由和正义”ꎬ 成立 “自由和正义

党”⑤ꎬ 也未排斥世俗民主制ꎮ 地区的伊斯兰政党大多效仿土耳其的正发党ꎬ
以正发党领导的 “新土耳其模式” 为榜样ꎮ 其四ꎬ 形成以土耳其—卡塔尔为

轴心的伊斯兰政治联盟新图景ꎮ 长期以来ꎬ 中东的政教关系或政治伊斯兰主

要有四种类型: 伊朗的政教合一模式、 沙特的由王室主导的政教合作型模式、
以地下活动为主的穆斯林兄弟会模式、 “基地” 组织模式ꎮ 其中ꎬ 伊朗一直是

中东政治伊斯兰的一个轴心ꎮ 不过ꎬ 目前伊朗的这一轴心地位正被土耳其—
卡塔尔轴心所取代ꎮ 近年来ꎬ 土耳其和卡塔尔已在地区结成基于共同支持伊

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联盟ꎬ 双方不仅在意识形态上具有高度共识ꎬ 在实践上

也共同支持穆斯林兄弟会以及北非各国的伊斯兰主义政党ꎮ 土、 卡联手支持

穆斯林兄弟会ꎬ 并不惜与埃及、 沙特和阿联酋交恶ꎮ 土、 卡还大力支持突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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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和利比亚的伊斯兰主义政党ꎬ 并与哈马斯、 真主党保持密切关系ꎮ 而在意

识形态上ꎬ 土、 卡两国又与伊朗形成了准意识形态联盟ꎬ 同时也是反沙特的

准政治联盟ꎮ 实际上ꎬ 中东已经形成两个政治伊斯兰的轴心ꎬ 即伊朗、 土耳

其—卡塔尔ꎮ
第五ꎬ 身份政治凸显ꎬ 民族、 部族、 宗教、 国家的身份被再次定义ꎮ 一

般而言ꎬ 身份认同总是与危机相伴ꎮ 身份政治既是危机的反应ꎬ 也是酝酿新

危机和放大既有冲突的种子ꎮ 在地区失序和动荡大背景下ꎬ 寻找新的政治认

同成为保障安全、 维护利益、 确定新坐标的重要路径和策略ꎮ 过去十年ꎬ 中

东身份政治的发展在四个方面比较突出ꎮ 其一ꎬ 国家新身份得以重新打造ꎮ
比如ꎬ 土耳其由凯末尔主义向埃尔多安主义的 “新土耳其” 转型ꎻ 阿联酋由

政治中立的商业国转向有着充当地区大国野心的中东 “小斯巴达”①ꎮ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ꎬ 阿联酋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ꎮ 阿联酋在海湾国家中率先勇敢迈出这

一步ꎬ 固然有地缘政治考虑ꎬ 出于遏制伊朗的安全需求ꎬ 但这一事件的背后

与阿联酋国家身份重塑和地区作用再定位有很大关系ꎮ 阿联酋事实上的统治

者、 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 (ＭＢＺ) 雄心勃勃ꎬ
决心放弃传统的商业立国和外交中立的基本国策ꎬ 塑造一个全新的阿联酋ꎬ
使阿联酋成为地区政治、 经济、 科技和文化的中心ꎮ 同时ꎬ 他对地区也有新

的设想ꎬ 意欲打造一个新中东ꎬ 并担任地区主要领导者ꎮ 积极参与地区政治、
安全事务ꎬ 遏制土耳其和伊朗对阿拉伯世界事务的渗透和干预ꎬ 改变与以色

列的关系ꎬ 这些都是穆罕默德王储地区雄伟蓝图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沙特则在

萨勒曼国王父子带路下开始打造一个 “新沙特”ꎮ 其二ꎬ 沙特的民族主义兴

起ꎮ② “新沙特” 带有祛除过度宗教化的意味ꎬ 与土耳其的去世俗化正好相

反ꎮ 沙特在中东是一个特殊的政权ꎬ 是王权和宗教紧密合作的混合物ꎬ 其主

要特性是宗教因素在国家政治发展中的作用十分突出ꎬ 瓦哈比主义将各部落

凝聚在一起ꎮ 沙特国王的首要称谓也是 “两个圣地的监护人”ꎬ 因此ꎬ 沙特本

质上并非一个民族国家ꎮ 这一特性既是沙特的优势ꎬ 也潜藏着巨大政治风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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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ꎬ 自萨勒曼国王父子执政以来ꎬ 面对地区性变革以及政治伊斯兰势力上

升的巨大压力ꎬ 他们开始重新塑造沙特ꎮ 穆罕默德萨勒曼王储着力打造新

沙特ꎬ 建设一个民族国家ꎬ 以民族主义压制伊斯兰主义ꎬ 坚定地将穆斯林兄

弟会列为恐怖组织ꎮ 这一民族主义倾向偏离了以往的伊斯兰主义ꎬ 对沙特的

内政外交有着重大影响ꎮ 其三ꎬ 教派主义、 部族主义、 民族主义和极端主义

肆虐ꎬ 基于民族、 部族、 宗教等不同身份的地区冲突愈演愈烈ꎮ 以沙特为首

的伊斯兰逊尼派与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两大阵营冲突日趋激烈ꎬ 由冷战演变

为热战ꎬ 在叙利亚、 黎巴嫩和也门等多地爆发 “代理人战争”ꎮ 在利比亚、 叙

利亚、 也门等国ꎬ 部族势力上升ꎮ “伊斯兰国” 快速崛起ꎬ 并很快蔓延至整个

地区ꎮ 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的变化推动了民族主义的抬头ꎮ 其四ꎬ 库尔德人

身份政治重建取得重要进展ꎮ 库尔德人主要聚居在伊拉克、 伊朗、 土耳其和

叙利亚ꎬ 人口达 ３ ０００ 万之多ꎮ 长期以来ꎬ 库尔德人一直面临 “我是谁” 的

重大身份危机ꎬ 在土耳其、 伊拉克和叙利亚三国库尔德少数民族身份长期不

被承认ꎬ 民族文化特性遭压制ꎮ 库尔德人与本国中央政府有着激烈冲突ꎬ 族

际关系紧张ꎮ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后ꎬ 伊拉克库尔德人实现了自治ꎬ 解决了身

份危机ꎮ 在过去十年ꎬ 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库尔德人在解决身份危机方面也取

得积极进展ꎮ 两国政府都承认了库尔德人的存在ꎬ 允许库尔德语言文化的使

用和传播ꎮ 中东剧变孕育了 “库尔德之春”ꎮ

模式之变: “土耳其模式” 与 “沙特模式” 的转型

在 ２０ 世纪ꎬ 政治模式的选择对发展中国家具有特殊意义ꎬ 因为大多数国

家在殖民主义、 霸权主义双重压力下均面临重大民族生存危机ꎬ 被迫重建政

治制度和发展模式ꎬ 以期凤凰涅槃、 救亡图存ꎮ 作为一种制度和体系ꎬ 政治

模式的背后涉及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ꎮ 一国政治模式的确定ꎬ 既关乎一国的

政治稳定和国家发展ꎬ 也对国际关系和地区安全有着重要影响ꎮ
纵观一个多世纪以来的中东ꎬ 作为地区国家效仿的国家模式大体有四个:

土耳其、 埃及、 伊朗、 沙特ꎮ 土耳其实行世俗主义的共和民主制ꎬ 被视为彻

底西化和世俗化的典型ꎮ 埃及也实行世俗主义的共和民主制ꎬ 但其世俗化、
民主化程度远不及土耳其ꎬ 并被视为威权国家ꎮ 伊朗在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后

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ꎬ 属于一种独特的伊斯兰民主制ꎮ 沙特作为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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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制国家ꎬ 长期被视为保守主义伊斯兰国家典型ꎮ 这四种类型对不同国家都

有一定的吸引力ꎬ 形成了一个同质圈ꎮ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这四类国家模式的吸

引力出现了不同变化ꎮ 总体上ꎬ 伊朗模式和埃及模式吸引力并无太大变化ꎮ
埃及进入 “后穆巴拉克时期” 之后ꎬ 其政治制度和统治模式并未发生重大变

化ꎬ 塞西政权依然被视为威权主义的典型ꎮ 因受制于伊美关系以及其独特的

教法学家统治模式ꎬ 伊朗模式对外输出也面临很大障碍ꎮ 相比较而言ꎬ 土耳

其和沙特两种模式发生了重大转型ꎬ 其吸引力和影响力呈上升之势ꎮ
“土耳其模式” 在中东乃至整个发展中国家都具有特殊意义和价值ꎮ 不少

国家都以土耳其为政治改革或革命的效仿对象ꎮ 不过ꎬ 作为一种模式ꎬ 它在

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不尽相同ꎬ 其影响也不一样ꎮ 从历史发展来看ꎬ “土耳其

模式” 的演变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 (１９２３ ~ １９４５ 年) 是激烈改革

时期ꎮ 这一时期ꎬ 凯末尔彻底西化的改革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超出了地区之外ꎬ
对整个亚洲国家都有广泛影响ꎮ 很多遭受殖民侵略的东方国家寻求通过改革

和自我革命来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强盛ꎬ 遂不同程度地观察、 学习土耳其的

经验ꎮ 伊朗是当时中东地区学习土耳其改革的先锋ꎬ 伊朗领导人甚至亲赴土

耳其深入学习考察ꎮ 第二阶段 (１９４５ ~ １９９０ 年) 是 “土耳其模式” 冻结阶

段ꎮ 这一时期ꎬ 由于美、 苏对抗ꎬ 土耳其加入北约ꎬ 中东地区政治分化严重ꎬ
再加上土耳其内部政局持续动荡ꎬ “土耳其模式” 吸引力并不突出ꎬ 未能发挥

出示范作用ꎮ 土耳其一心西向ꎬ 也无意对外输出模式ꎮ 第三阶段 (１９９１ ~
２０１０ 年) 是 “土耳其模式” 政治化时期ꎮ 这一时期ꎬ “土耳其模式” 具有特

殊政治含义ꎮ 苏联解体、 冷战结束后ꎬ 美国及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

得以最终确立ꎬ 福山的 “历史终结论” 在西方大行其道ꎮ 随着美、 苏作为两

种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对立走向终结ꎬ 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与冲突

急剧上升ꎮ “九一一” 事件后ꎬ 美国发动全球反恐战争ꎬ 以大中东为主战场ꎬ
希望 “民主改造” 伊斯兰世界ꎮ 在此背景下ꎬ 作为伊斯兰国家融入西方世界

典型的土耳其之作用凸显出来ꎮ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看来ꎬ 土耳其是伊斯兰世

界成功建立世俗民主制的典型ꎬ 是伊斯兰世界融入西方世界的样板ꎬ 是伊斯

兰教与西方民主兼容的最佳案例ꎮ 为此ꎬ 西方国家积极宣传ꎬ 向伊斯兰世界

推介土耳其模式ꎬ 希望中东国家学习、 借鉴 “土耳其模式”ꎬ 最终实现对中东

伊斯兰国家的 “和平演变”ꎮ 第四阶段 (２０１１ 年至今) 是 “土耳其模式” 的

再造ꎮ 中东剧变以来ꎬ 随着中东陷入大动荡ꎬ 中东秩序开始崩塌ꎬ 土耳其也

３５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开始以新形象示人ꎮ 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 ２００２ 年上台执政ꎮ 执政的

第一个十年ꎬ 可以说是正义与发展党蛰伏时期ꎮ 从第二个十年开始ꎬ 埃尔多

安开始重新打造土耳其ꎬ 在内政外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改革ꎬ 包括改造

军队并削弱军人干政传统、 建立总统制、 提升伊斯兰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
修正对西方 “一边倒” 的外交路线ꎬ 以打造一个符合土耳其国情的新政治制

度和国家治理体系ꎮ 埃尔多安的改革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土耳其 “国父” 凯末

尔设定的国家道路ꎬ 偏离了世俗化、 民主化和西方化的方向ꎮ 在西方国家看

来ꎬ 埃尔多安的集权实际上就是 “独裁”ꎮ 埃尔多安领导下的土耳其虽然在宣

扬民主、 公平和正义ꎬ 但实际上沉浸在过时的威权主义之中ꎮ①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０ 日ꎬ 土耳其政府决定将圣索菲亚大教堂由博物馆改建为清真寺ꎬ 在全球掀

起轩然大波ꎮ 此举被西方一些人视为土耳其 “世俗主义的终结” 和 “一个伊

斯兰土耳其的诞生”②ꎮ 简而言之ꎬ 曾长期被西方视为样板的 “土耳其模式”
已出现问题ꎬ 不再是西方所推崇的样板ꎮ

对西方国家而言ꎬ 旧的 “土耳其模式” 已经风光不再ꎮ 不过ꎬ 对地区而

言ꎬ 埃尔多安版的 “新土耳其” 却具有别样的吸引力ꎬ 似乎更契合地区国家

国情ꎮ 在地区一些国家和民众中ꎬ 彻底世俗化的土耳其并不契合土耳其作为

伊斯兰国家的身份ꎮ 彻底西化的土耳其在西方世界也显得格格不入ꎬ 且不被

接纳ꎮ 西方民主给土耳其政治带来的长期动荡与分裂损害了土耳其政治稳定

和国家发展ꎮ 埃尔多安版的 “新土耳其” 更适合当下土耳其的国情ꎬ 也适合

中东和伊斯兰国家ꎮ 在索马里、 利比亚、 突尼斯和摩洛哥ꎬ “新土耳其模式”
有着很大的影响力ꎮ 在中东剧变初期ꎬ 土耳其经济社会基金会 (ＴＥＳＥＶ) 开

展了以 “中东民众对新土耳其看法” 为主题的年度民调ꎬ 结果显示: 尽管土

耳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有所下降ꎬ 但仍有一半以上受访者认为埃尔多安治

下的 “新土耳其” 是地区国家的样板ꎬ 是伊斯兰教与民主共存的成功案例ꎬ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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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ｐｉｎｉｏｎ / Ｅｒｄｏｇａｎｓ － Ｔｕｒｋｅｙ － ６１８４３４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１３

Ｍａｒｃ Ｃｈａｍｐ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 Ｃｏｕｒｃｏｕｌａｓꎬ “Ｅｒｄｏｇａｎ Ａｓｓｅｒｔｓ Ｒｅ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Ｔｕｒｋｅｙ ａｔ Ｈａｇｉａ
Ｓｏｐｈｉａ”ꎬ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ｂｌｏｏｍｂｅｒｇｑｕｉｎｔ ｃｏｍ/ ｏｎｗｅｂ / ｅｒｄｏｇａｎ － ａｓｓｅｒｔｓ － ｒｅｂｉｒｔｈ － ｏｆ － ａｎ － ｉｓｌａｍｉｃ －
ｔｕｒｋｅｙ － ａｔ － ｈａｇｉａ － ｓｏｐｈｉａ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１３

Ｍｅｎｓｕｒ Ａｋｇüｎꎬ Ｓａｂｉｈａ Ｓｅｎｙüｃｅｌ Ｇüｎｄｏｇａｒꎬ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２０１３”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ｉｌｅｓ ｅｔｈｚ ｃｈ / ｉｓｎ / １７５９３８ /
１４０１２０１４１７１１５９Ｅｎｇ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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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国也出现了翻版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ꎮ 埃尔多安个人也成为地区最受

欢迎的领导人之一ꎮ①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年度卡塔尔多哈研究所的一项阿拉伯民调

显示ꎬ 富有争议的土耳其地区政策在阿拉伯世界获得了较高评价ꎬ 得分高于

美国、 俄罗斯、 伊朗、 法国、 中国等国ꎮ② 值得注意的是ꎬ 新、 旧版 “土耳其

模式” 在中东地区的作用还存在着一个重要差异ꎬ 即过去的土耳其对中东和伊

斯兰世界缺乏兴趣ꎬ 竭力与之保持距离ꎬ 对自身的亚洲、 伊斯兰属性和身份持

自卑态度ꎬ 对在该地区传播自身模式也缺乏兴趣ꎻ 而现今的土耳其则对中东和

伊斯兰世界怀有浓厚的兴趣ꎬ 重新确认自己的欧亚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属性ꎬ 努

力将土耳其打造为 “自由阿拉伯精神之地”③ꎬ 积极地参与地区事务ꎬ 介入地

区争端ꎬ 推广 “新土耳其模式”ꎬ 竭力充当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地位ꎮ

表 １　 土耳其在中东的作用　 (单位:％ )

年份
近年来土耳其
在西亚北非

影响力不断扩大

土耳其可以作为
西亚北非国家的

样板

土耳其是伊斯兰教
与民主可以共存的

成功案例

２０１１ 年 ７０ ６１ ６７

２０１２ 年 ６１ ５３ ５８

２０１３ 年 ６４ ５１ ５５

　 资料来源: Ｍｅｎｓｕｒ Ａｋｇüｎꎬ Ｓａｂｉｈａ Ｓｅｎｙüｃｅｌ Ｇüｎｄｏｇａｒꎬ “Ｔｈｅ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２０１３”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ｆｉｌｅｓ ｅｔｈｚ ｃｈ / ｉｓｎ / １７５９３８ /
１４０１２０１４１７１１５９Ｅｎｇ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１４

与土耳其的去世俗化和重返伊斯兰主义这一方向相反ꎬ 沙特却加速了世

俗化、 去极端伊斯兰④的改革ꎮ 长期以来ꎬ 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地位相当高ꎬ

５５

①

②

③

④

Ｊｉｍ Ｌｏｂｅꎬ “Ｅｒｄｏｇａｎ Ｍｏｓｔ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Ｌｅａｄｅｒ ｂｙ Ｆａｒ Ａｍｏｎｇ Ａｒａｂ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ｉｐｓ － ｄｃ ｏｒｇ / ｅｒｄｏｇａｎ＿
ｍｏｓｔ＿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ｌｅａｄｅｒ＿ ｂｙ＿ ｆａｒ＿ ａｍｏｎｇ＿ ａｒａｂｓ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１０ꎻ Ｙｅｎｉ Ｓａｆａｋꎬ “ＥＲＤＯＧＡＮ Ｍｏｓｔ Ｐｏｐｕｌａｒ Ｗｏｒｌｄ
Ｌｅａｄｅｒ ａｍｏｎｇ Ａｒａｂ Ｙｏｕｔｈ”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ｒａｂ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ｏｒｇ / ｍｅｄｉａ － ｎｅｗｓ / ｅｒｄｏｇａｎ － ｍｏｓｔ － ｐｏｐｕｌａｒ － ｗｏｒｌｄ －
ｌｅａｄｅｒ － ａｍｏｎｇ － ａｒａｂ － ｙｏｕｔｈ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１４

“Ｔｈｅ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Ａｒａｂ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Ｍａｉ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ｉｎ Ｂｒｉｅｆ”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ｏｈ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ｒｇ /
ｅｎ / Ｎｅｗｓ / Ｐａｇｅｓ / ＡＣＲＰ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Ａｒａｂ － Ｉｎｄｅｘ －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 ａｓｐｘ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１４

Ｇｅｒçｅｋ Ｈａｙａｔꎬ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 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ｆ ‘Ｆｒｅｅ Ａｒａｂ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ｙｅｎｉｓａｆａｋ ｃｏｍ / ｅｎ / ｗｏｒｌｄ / ａ －
３４６５８２６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１４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认为过去的沙特因伊朗伊斯兰体制的威胁被迫采用极端伊斯兰去对抗伊朗ꎬ
如今要重新回到温和伊斯兰的道路上去ꎮ “Ｓａｕｄｉ Ｃｒｏｗｎ Ｐｒｉｎｃｅ Ｐｒｏｍｉｓｅｓ’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Ｉｓｌａｍ’”ꎬ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ꎬ ２５ Ｏｃｔ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７ / １０ / ｓａｕｄｉ － ｃｒｏｗｎ － ｐｒｉｎｃｅ － ｐｒｏｍｉｓｅｓ －
ｒｅｔｕｒｎ －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 ｉｓｌａｍ － １７１０２４１８２１０２５４９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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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演着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和盟主的重要角色ꎮ 这一地位的取得ꎬ 不仅仅因为

沙特是伊斯兰教的诞生地、 两大圣地 (麦加和麦地那) 的所在地ꎬ 或是沙特

作为一个慷慨大方的石油富豪的存在ꎬ 还因为在不少穆斯林看来ꎬ 沙特是践

行古典主义伊斯兰教的样板ꎬ 沙特国教瓦哈比教派则是伊斯兰教的 “正

宗”①ꎮ 瓦哈比主义在全球的风行与此有很大关系ꎬ 沙特在全球积极传教也是

重要动力ꎮ 沙特在政治、 经济和社会等各领域践行伊斯兰教的行为方式对整

个伊斯兰世界有着示范性意义ꎬ 如政教关系、 教派认知、 伊斯兰金融、 妇女

规范、 伊斯兰着装、 饮食、 社会行为规范等ꎮ 不过ꎬ 这一传统模式自 ２０１５ 年

以来已然发生重要改变ꎮ 萨勒曼国王父子着手从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和

宗教等各方面对沙特进行全新改造ꎬ 改造的核心是: 重新调整政教关系ꎬ 打

造沙特民族—国家ꎬ 削弱宗教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传统地位ꎻ 致力于 “温
和伊斯兰教”ꎬ 并摧毁极端主义②ꎻ 扩大社会开放ꎬ 允许开办电影院、 剧场ꎬ
允许女性平等参加各项社会活动等ꎮ 穆罕默德王储公开宣布要 “重返温和伊

斯兰”ꎬ 强调过去 ３０ 年的做法是不正常的ꎬ 当时做法主要是为了应对 “伊朗

模式” 的威胁ꎬ 而现在必须终止那一切ꎮ 萨勒曼国王父子所推动的改革无异

于一场革命ꎬ 其意义远远超出了沙特本身ꎬ 对海湾君主国、 对中东和伊斯兰

世界以及全球反恐都将产生重要影响ꎮ 穆罕默德王储也指出ꎬ 处于三大洲之

间的沙特是二十国集团成员之一ꎬ “一个更好的沙特有助于本地区的发展乃至

改变世界ꎮ”③

结　 语

中东剧变发生以来ꎬ 该地区和国家层面的政治发展均发生了急速变化ꎬ
多元且剧烈ꎬ 其中秩序、 意识形态和模式三个维度是重要体现ꎮ 这种变化虽

然带有普遍性ꎬ 但也只是中东政治变迁的部分视角ꎬ 并非全方位视角ꎮ 若将

６５

①
②

③

正宗之说并非绝对ꎬ 伊斯兰教派林立ꎬ 对此不认同者为数众多ꎮ
“Ｓａｕｄｉ Ｃｒｏｗｎ Ｐｒｉｎｃｅ Ｐｒｏｍｉｓｅｓ’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Ｉｓｌａｍ’”ꎬ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ꎬ ２５ Ｏｃｔ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７ / １０ / ｓａｕｄｉ － ｃｒｏｗｎ － ｐｒｉｎｃｅ － ｐｒｏｍｉｓｅｓ － ｒｅｔｕｒｎ －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 ｉｓｌａｍ － １７１０２４１８２ １０２５
４９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１４

Ｍａｒｔｉｎ Ｃｈｕｌｏｖꎬ “Ｉ ｗｉｌｌ Ｒｅｔｕｒ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ｔｏ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Ｉｓｌａｍꎬ Ｓａｙｓ Ｃｒｏｗｎ Ｐｒｉｎｃｅ”ꎬ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ꎬ
２４ Ｏｃｔ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ｍ/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７ / ｏｃｔ / ２４ / ｉ － ｗｉｌｌ － ｒｅｔｕｒｎ － ｓａｕｄｉ － ａｒａｂｉａ －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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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剧变以来政治发展变化置于历史长河中ꎬ 其变化带有某些轮回的意义ꎮ
中东政治之变与当代国际秩序变化相关联ꎬ 主要源于中东地区内部自身的社

会转型ꎮ 秩序、 意识形态和模式三个维度的变化ꎬ 也反映了中东主体性增强、
地区政治和文化自觉提高之趋势ꎮ 值得指出的是ꎬ 当下中东正处于历史性转

型过程中ꎬ 这一转型带有长期性和不确定性ꎬ 故上述三个维度的变化也具有

过程性、 不确定性ꎮ
从更宏观视野来看ꎬ 近十年来中东政治发展的主要特征是: 其一ꎬ 中东

地区政治秩序处于过渡阶段ꎬ 伴随着剧烈的动荡与冲突ꎮ 其发展趋势是由单

极秩序向 “后美国时代” 的多极秩序演化ꎬ 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地区国家

自主性的逐步增强ꎬ 以及在中东新秩序形成中将扮演重要角色ꎮ 其二ꎬ 中东

面临的危机是多样化的复合型危机ꎬ 政治危机是其中之一ꎮ 政治矛盾突出ꎬ
政治危机层出不穷ꎬ 短期难以摆脱ꎮ 政治发展与地区安全、 地缘政治、 经济

转型紧密相关ꎬ 相互交织ꎮ 政治转型与经济、 社会的转型同步进行ꎬ 但明显

滞后ꎮ 政治问题严重制约发展ꎮ 而发展与民生问题又是引发政治矛盾的主要

因素ꎮ 其三ꎬ 国家发展模式或政治治理模式的探索一直是地区政治主题之一ꎮ
当前ꎬ 中东地区国家治理与国家发展模式的探索展现出一些共同趋势ꎬ 即对

适度民主化、 世俗化和伊斯兰化的宽容与接纳ꎬ 显示出了试图摆脱模仿西方、
寻找适合自身国情的国家发展道路的迹象ꎮ 埃尔多安推动的 “土耳其模式”
的转型ꎬ 既是呼应现实需要ꎬ 解决旧模式效率不足的缺陷ꎬ 也是出于尊重历

史和国情的理性抉择ꎮ
未来ꎬ 中东政治发展仍需要着力解决四大核心问题: 一是地区政治秩序

的正义性与稳定性ꎮ 国家发展实现正义的关键是努力摆脱外来干预ꎬ 而建立

相对平衡的权力结构有利于实现秩序的稳定ꎮ 二是政权的合法性、 权威性和

实现有效的国家治理ꎮ 中东的问题要么是合法性不足ꎬ 要么是权威过度ꎮ 三

是解决经济与民生问题ꎮ 这是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的核心与根本保障ꎮ 四是教

俗关系ꎮ 这是伊斯兰国家难以回避的问题ꎮ 当前的温和政治伊斯兰方向依然

具有不确定性ꎬ 教俗的对立和斗争依然非常尖锐ꎮ 就当下而言ꎬ 中东未来政

治发展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ꎮ 西方世界的持续衰退、 地缘政治持续紧张和冲

突持续、 逆全球化的发展、 新冠疫情大流行、 低油价的冲击与海湾国家的去

石油化的经济多元化改革ꎬ 这些关系中东未来发展的全局性重大问题对中东

政治发展无疑有着重要影响ꎬ 决定着中东政治发展的方向ꎮ

７５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

Ｏｒｄｅｒꎬ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Ｕｐｈｅａｖａｌ

Ｔａｎｇ Ｚｈｉｃｈａ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ｕｐｈｅａｖａｌ ｉｓ ａｂｏｕｔ ｔｏ ｕｓｈｅｒ ｉｎ ｉｔｓ １０ｔｈ 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ｄｅｃａｄｅꎬ ｇｒｅａ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ｈａｖｅ ｔａｋｅｎ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ＥＮＡ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ｄｅｃａｄ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 ｏｒｄｅｒꎬ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ｍｏｄｅ Ｉｎ ｓｈｏｒｔꎬ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ｓ
ｅｎｔｅｒｉｎｇ ａ ｐｏｓｔ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ｒａ ｗｉｔｈ ａ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ｓｈｉｆｔ ｏｆ ｐｏｗｅｒ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Ｒｕｓｓｉ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ｎｅｗ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ｓ ｔｏｏｋ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ｓｕｂｖｅｒｔｅｄꎬ ｔｈｅ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ｓ 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ｓｅｖｅｒ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ｆｒｏｍ ｎ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ｈａｖｅ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ａｂｏｕ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 ｎｅｗ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ｈａｓ ｃｏｍｅ ｔｏ ａｎ ｅｎｄ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ꎬ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ｂｅｉｎｇ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ｂｙ ｎｅｗ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ꎬ Ｉｒａｎ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 ｉｓ ｑｕｉｅｔｌｙ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ｆｌ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ａｂｏｕｔ ｂｙ ｉｔ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ꎬ ｉｔ ａｌｓｏ
ｈｉｇｈｌ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ａ ｎｅｗ ｒｏｕｎｄ ｏｆ ｓｅｌｆ －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ａｎｄ ｏｐｅｎｓ ａ ｎｅｗ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ｅｌｆ － ｎｅｇ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ｅｌｆ －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ꎻ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ꎻ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ꎻ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８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