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讨论

伊拉克库尔德伊斯兰运动的发展演变
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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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文超

　 　 内容提要　 政治伊斯兰是影响当代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安全与稳定的重要

因素ꎮ 两伊战争期间ꎬ 奥斯曼阿卜杜勒阿齐兹在伊朗的支持下建立了伊

拉克库尔德地区第一个伊斯兰政党———库尔德伊斯兰运动ꎮ 此后ꎬ 随着地缘

政治环境的变化ꎬ 库尔德伊斯兰运动与库尔德地方政府的关系经历了从冲突

到合作的复杂性转变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以来ꎬ 由于库尔德伊斯兰运动与

库尔德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程度提高ꎬ 库尔德伊斯兰运动内部出现意识形态

分歧ꎬ 直接导致该组织严重分裂以及出现伊斯兰激进势力吉哈德派ꎮ 伊拉克

库尔德伊斯兰运动的兴起与演变ꎬ 除了与中东地缘政治环境的剧变、 政治伊

斯兰复兴潮存在密切关联之外ꎬ 外部势力的渗透与干预、 世俗民主与左翼力

量的弱化、 库尔德地区严重的经济困境等因素都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从

整体看ꎬ 伊拉克库尔德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兴起及发展演变ꎬ 加剧了中东库尔

德事务的复杂性与多变性ꎬ 同时也对地区安全产生了多重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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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德问题是影响当代中东和平与安全的两大民族问题之一ꎮ 库尔德问

题的复杂难解与众多因素密切相关ꎮ 其中ꎬ 政治伊斯兰是一个不能忽视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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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因素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在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影响下ꎬ 中东地区产生了一

系列逊尼派政治伊斯兰组织ꎮ 其中ꎬ 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 (又称为 “南库尔

德斯坦”①)ꎬ 库尔德伊斯兰运动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ꎬ 以下简称

“库伊运”) 是库尔德地区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一支政治伊斯兰力量ꎬ 由谢赫

奥斯曼阿卜杜勒阿齐兹 (Ｏｔｈｍａｎ Ａｂｄｕｌ Ａｚｉｚꎬ 以下简称 “奥斯曼”) 建立

于 １９８７ 年ꎮ 海湾战争结束后ꎬ 库伊运组织与库尔德地方政府保持了长期复杂

的政治关系ꎮ 库伊运内部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也致使该组织后期出现分裂与蜕

变ꎬ 严重弱化了该组织自身的政治实践能力ꎬ 并且直接导致了激进伊斯兰势

力安萨尔伊斯兰 (Ａｎｓａｒ Ａｌ － Ｉｓｌａｍ②) 的诞生ꎮ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伊拉克库

尔德地区的政治伊斯兰力量在其各自意识形态的指引下ꎬ 无论是从事着温和

的还是激进的政治活动ꎬ 均对库尔德地缘政治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ꎮ 那么ꎬ
伊拉克库尔德政治伊斯兰力量是如何兴起与演变的? 当前又分化为哪些主要

的政治派系? 库尔德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兴起又对当前库尔德地缘安全局势产

生了哪些影响?
对于上述系列问题ꎬ 目前国外学者已经做过一些初步研究ꎬ 而国内学者

对此尚无深入论述ꎮ 本文拟在借鉴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ꎬ 一方面旨在梳

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治伊斯兰力量起源、 发展与演变的过程ꎻ 另一方面ꎬ
力图探究库尔德地区政治伊斯兰力量兴起的深层动因以及对地缘政治、 安全

形势所产生的深远影响ꎮ 这些都将有助于加深学界对中东政治伊斯兰问题与

库尔德事务复杂性的理解与认识ꎮ

伊拉克库尔德伊斯兰运动的兴起与演变

从伊拉克库伊运组织运行的历史轨迹来看ꎬ 其发展与演变可分为以下三

个阶段:
(一) 政治伊斯兰思想在库尔德社会的传播与引入 (１９４６ ~ １９６０ 年)
众所周知ꎬ 伊拉克是一个多民族国家ꎬ 其境内库尔德人约占全国人口的

０７

①

②

一般认为ꎬ 库尔德人生活的地方被称为 “库尔德斯坦”ꎮ 从今天中东库尔德人生活的区域分

布与地理位置来看ꎬ “库尔德斯坦” 一分为四ꎬ 分别是南库尔德斯坦 (附属伊拉克)、 北库尔德斯坦

(附属于土耳其)、 西库尔德斯坦 (附属于叙利亚) 和东库尔德斯坦 (附属于伊朗)ꎮ
“Ａｎｓａｒ ａｌ － Ｉｓｌａｍ”ꎬ 意为伊斯兰教的支持者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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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 ~２３％ ꎬ① 主要生活在伊拉克北部地区ꎮ 这里也是阿拉伯人、 土耳其人、
波斯人之间政治、 文化和语言的缓冲区ꎮ 纵观历史ꎬ 由于地缘政治环境变动ꎬ
周边族群分别皈依了不同的宗教ꎮ 例如ꎬ 由于受波斯帝国的影响ꎬ 一些族群

皈依了琐罗亚斯德教ꎻ 由于受拜占庭帝国的影响ꎬ 有些族群皈依了基督教ꎻ
也有一些基督徒在 ７ 世纪改宗皈依了伊斯兰教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在伊拉克库

尔德地区ꎬ 超过 ７５％ 的库尔德人是逊尼派穆斯林ꎮ② 他们遵循伊斯兰教法ꎬ
属于伊斯兰沙斐仪教派ꎮ 而大多数阿拉伯人与土耳其人则属于哈乃斐教派ꎮ
在土耳其和阿拉伯国家广泛流传着 “相比较于异教徒ꎬ 库尔德人是穆斯林”③

这样一句谚语ꎮ 美国著名库尔德问题专家迈克尔甘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 Ｇｕｎｔｅｒ)
认为ꎬ 这句谚语不但很好地解释了库尔德人的宗教属性ꎬ 在一定程度上也反

映了一个事实ꎬ 那就是库尔德人并不被认为是正统的伊斯兰教徒ꎬ 他们对伊

斯兰教并没有产生狂热的迷恋ꎮ④

尽管如此ꎬ 库尔德人与伊斯兰教的渊源颇深ꎮ 据文献记载ꎬ 先知穆罕默

德就曾经收了一名叫卡班库尔迪 (Ｋａｂａｎ ａｌ － Ｋｕｒｄｉ) 的库尔德人为门徒ꎮ
公元 ７ 世纪ꎬ 库尔德人开始皈依伊斯兰教ꎬ 遵循伊斯兰教法ꎬ 库尔德历史进

入到伊斯兰化时代ꎮ 公元 １２ 世纪ꎬ 库尔德人的民族英雄萨拉丁阿尤布率领

军队打败了东征的十字军ꎬ 萨拉丁也被认为是整个东方穆斯林信仰的维护

者ꎮ⑤ 奥斯曼帝国时期ꎬ 境内库尔德人绝大部分被认为是素丹的坚定支持者ꎮ
但是ꎬ 需要说明的是ꎬ 对于库尔德人来说ꎬ 伊斯兰教作为一种信仰与政治伊

斯兰没有直接与必然的关联ꎮ
政治伊斯兰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出现则是在 ２０ 世纪之后ꎬ 最早将政治

伊斯兰思想传入伊拉克与库尔德地区的是穆罕默德马哈茂德萨瓦夫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Ｍａｈｍｏｕｄ ａｌ － Ｓａｗａｆ)ꎮ 萨瓦夫曾经是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的伊拉克

学生ꎮ 他在埃及求学期间遇见了穆斯林兄弟会 (以下简称 “穆兄会”) 的创

始人哈桑班纳ꎮ 哈桑班纳说服萨瓦夫并要求他在伊拉克建立穆兄会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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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敬: «库尔德人与伊斯兰教»ꎬ 载 «中国穆斯林» ２０１０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４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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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ꎮ １９４６ 年ꎬ 萨瓦夫回到巴格达后积极筹建穆兄会伊拉克分支ꎮ 一方面ꎬ 萨

瓦夫通过沙利亚学院 (Ｆａｃｕｌ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ｒｉ’ ａ) 讲师的身份开始在学生群体中传播

哈桑班纳的思想ꎬ 并招募组织成员ꎻ 另一方面ꎬ 萨瓦夫仿照穆兄会模式建立

了一个名为 “维护美德和禁止犯罪”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ｉｎｇ ｏｆ ａｃ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ｄ
ｖｉｒｔ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ｂｉｄｄｉｎｇ ｏｆ ｓｉｎ) 的社团组织ꎮ 这是伊拉克穆兄会的原初组织形

态ꎮ 此后ꎬ 萨瓦夫又联合知名学者谢赫阿姆贾德扎哈维 ( Ａｍｊａｄ ａｌ －
Ｚａｈａｗｉ) 组建了伊斯兰兄弟会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并出版杂志 «伊
斯兰兄弟»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ꎮ 但是ꎬ 当萨瓦夫向伊拉克政府以穆兄会

为名称申请注册政党时ꎬ 不仅遭到了拒绝ꎬ 而且伊斯兰兄弟会及其出版的杂

志也被伊拉克政府强行关停ꎮ①

政治伊斯兰思想正式传入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是在 １９５４ 年ꎮ 这一年ꎬ 萨瓦

夫与扎哈维访问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哈拉巴加镇ꎬ 试图将政治伊斯兰引入南

库尔德斯坦ꎮ 两人的到访受到奥斯曼、 奥马尔阿卜杜勒阿齐兹 (Ｏｍａｒ
Ａｂｄｕｌ － Ａｚｉｚ) 以及贾米勒穆夫提 (Ｊａｍｅｅｌ Ｍｕｆｔｉ) 等一些知名库尔德学者的

欢迎ꎮ 在哈拉巴加ꎬ 萨瓦夫、 扎哈维与奥斯曼等库尔德学者们正式建立了联

系ꎮ 同年ꎬ 另外两名穆兄会的代表ꎬ 苏伯赫达武达伊 (ＳｕｂｈｉＤａｗｕｄａｙｉ) 和

阿伯丁拉希德 (ＡｂｉｄｅｅｎＲａｓｈｅｅｄ) 再访哈拉巴加ꎬ 这进一步密切了穆兄会与

奥斯曼等知名库尔德学者的关系ꎮ 因此ꎬ １９５４ 年也被认为是政治伊斯兰在伊

拉克库尔德地区正式传入的开始ꎮ
在政治伊斯兰思想的影响下ꎬ 奥斯曼对穆兄会政治理论中的国家治理与

伊斯兰教的关系极为认同ꎮ 于是ꎬ 他联合其他知名库尔德学者开始将穆兄会

思想向其追随者与学生传播ꎮ 尽管当时伊拉克正处于君主政体的统治之下ꎬ
但是穆兄会思想还是在库尔德地区得到了广泛传播ꎮ 这就导致了大批穆斯林

先后加入到这场政治伊斯兰运动中来ꎬ 尤其是在库尔德地区的基尔库克、 埃

尔比勒与哈拉巴加等地ꎮ
１９５８ 年伊拉克革命推翻了君主专制ꎬ 并确立了民主共和政体ꎬ 伊拉克国

内政治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ꎬ 政治空间开始对外开放ꎮ 伊拉克境内民族主义

者、 共产主义者、 阿拉伯人、 伊斯兰主义者以及库尔德人等都在积极争取更

２７

① Ｋｈａｌｅｄ Ｈｒｏｕｂ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Ｖｅｒｓｕ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ｑｉ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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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政治空间ꎮ① 在苏联的支持下ꎬ 伊拉克共产党在政坛的地位与影响力得到

了极大的提升ꎮ 由于共产党抵制宗教活动ꎬ 作为回应ꎬ 穆兄会成员开始在境

内筹划建立伊斯兰政党ꎮ 这些新建的伊斯兰政党活跃于伊拉克逊尼派人口集

中地区ꎬ 也包括库尔德地区ꎮ 因此ꎬ 从这个角度来说ꎬ 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

伊斯兰运动应该是整个伊拉克政治伊斯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ꎮ②

(二) 库伊运组织的创建与发展 (１９６１ ~ １９９１ 年)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前ꎬ 政治伊斯兰组织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活动并不明

显ꎬ 相关的活动主要体现在穆兄会ꎮ 受萨瓦夫与扎哈维的影响ꎬ 奥斯曼在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至 ８０ 年代一直是穆兄会的主要成员ꎮ③ １９６７ 年开始ꎬ 他成为哈拉

巴加伊斯兰学院的负责人ꎮ 大量的库尔德青年与宗教人士开始接受他的教法

和领导ꎬ 奥斯曼也很快成为该地区颇具影响力的宗教领袖ꎮ 由于奥斯曼特别

推崇赛义德库特卜及其对 «古兰经» 的解释与评论ꎮ 于是ꎬ 他将赛义德
库特卜的著作翻译成库尔德语ꎬ 不但有助于实现伊斯兰教的库尔德化ꎬ 而且

培养了一批库尔德化的伊斯兰主义者ꎮ
尽管奥斯曼推崇赛义德库特卜的政治伊斯兰思想ꎬ 但需要说明的是ꎬ

他与穆兄会之间依然存在着严重的意识形态分歧ꎮ 这种分歧主要体现在两个

方面: 其一ꎬ 伊拉克穆兄会提倡泛阿拉伯主义的伊斯兰统一思想ꎬ 而奥斯曼

及其追随者则致力于在伊斯兰教国家中实现库尔德人的民族权利ꎮ 其二ꎬ 穆

兄会不主张武装推翻萨达姆政权ꎬ 不愿意与其他穆斯林兄弟开战ꎮ 而奥斯曼

及其追随者们则主张推翻伊拉克复兴党政权ꎮ 由于奥斯曼及其追随者们同时

具备了伊斯兰教徒与库尔德民族主义双重身份ꎬ 最终也使得他们成为宗教民

族主义者ꎮ 而穆兄会则坚守着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身份ꎮ 事实上ꎬ
对奥斯曼等库尔德伊斯兰主义者来说ꎬ 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目标是无法接受

的ꎮ④ 这种意识形态的分歧也使得奥斯曼最终决定脱离埃及穆兄会回到伊拉克

３７

①

②

③
④

Ｒｏｍａｎｏꎬ Ｄａｖｉｄꎬ “Ａｎ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Ｉｒａｑ”ꎬ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ａｐｅｒｓ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６

Ｒｅｂａｚ Ａｌｉꎬ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ｕｄｓｏｎ ｏｒｇ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１１５２８ －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 ａｎｄ － ｔｈｅ －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 ｏｆ －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ꎬ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０１

奥斯曼一开始仅是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哈拉巴加镇上清真寺的伊玛目ꎮ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Ｓｈａｒｅｅｆꎬ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ｓ ｉｎ Ｉｒａｑ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ｏ － Ｃａｌｌｅｄ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ｏｒ Ｄｅｐａｒｔｕｒｅ?”ꎬ Ｋｉｎｇ Ｆａｉｓ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１１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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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德地区ꎮ
两伊战争的爆发为伊拉克库尔德政治伊斯兰组织的创建提供了重要机遇ꎮ

战争期间ꎬ 奥斯曼回归伊拉克尽管表面受到了伊拉克政府的欢迎ꎬ 但是萨达

姆总统则另有考虑: 一方面ꎬ 他试图利用奥斯曼组织力量对库尔德民族主义

者发动战争ꎻ 另一方面ꎬ 萨达姆试图利用他的宗教影响力ꎬ 将伊拉克对伊朗

的战争认定为是一场 “圣战”ꎮ① 由于奥斯曼没有契合萨达姆的诉求ꎬ 导致其

受到了伊拉克情报部门的严格监控与反复审讯ꎬ 最终奥斯曼联合一些追随者

于 １９８４ 年逃到伊朗寻求庇护ꎮ
为了取得对伊拉克战争的胜利ꎬ 伊朗也开始鼓动建立武装的库尔德伊斯

兰组织来对抗伊拉克政府ꎬ 迫使萨达姆陷入两线作战困境ꎬ 以引起伊拉克内

部动乱ꎬ 进而推翻萨达姆政权ꎮ 奥斯曼的到来正好迎合了伊朗政府的政治诉

求ꎮ 因此ꎬ 奥斯曼流亡伊朗期间受到了伊朗时任总统阿克巴尔哈什米拉

夫桑贾尼和赛义德穆罕默德哈塔米的接见与高规格待遇ꎮ １９８７ 年ꎬ 伊朗

支持奥斯曼建立起了库伊运组织ꎮ 这个新生的政治伊斯兰武装组织ꎬ 初期吸

收了穆罕默德卡利德巴尔扎尼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ＫｈａｌｉｄＢａｒｚａｎｉ) 领导的库尔德

真主党 (Ｈｉｚｂｕｌｌａｈ ｏｆ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和毛拉哈姆迪 (Ｍｕｌｌａ Ｈａｍｄｉ) 领导的库尔德

教士联盟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Ｃｌｅｒｇｙ) 等武装力量ꎮ② 初建时期的库伊运ꎬ 在

武装规模上ꎬ 大约有 ６ 个大队ꎬ 每个大队有 ２００ 名武装成员ꎮ 这些武装成员

主要由伊拉克境内库尔德人以及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退伍老兵组成ꎮ 库伊运

的总部设立在苏莱曼尼亚省的哈拉巴加ꎬ 那里也曾经是 １９８８ 年萨达姆对库尔

德平民进行化学武器袭击的地方ꎮ 作为对 “化武袭击” 的回应ꎬ 库伊运组织

决定在伊朗的支持下对萨达姆政权发动 “圣战”ꎮ
(三) 库伊运与库尔德地方政府的冲突与合作 (１９９２ 年至今)
海湾战争结束后ꎬ 库伊运得以迅速发展壮大ꎮ 但是ꎬ 受库伊运与伊拉克

库尔德地方政府关系调整与变化的影响ꎬ 该组织自身也出现了严重的裂变ꎮ
１ 库伊运与库尔德地方政府的冲突

两伊战争结束至海湾战争爆发期间ꎬ 库伊运与许多库尔德民族主义组织

都暂时停止了针对伊拉克政府的军事行动ꎮ 海湾战争期间ꎬ 库尔德人开始了

４７

①
②

Ｓａｅｄ Ｋａｋｅｉꎬ ｏｐ ｃｉｔ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 Ｇｕｎｔｅｒ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ｓꎬ ｐ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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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大暴动ꎬ 同时借助美、 英、 法三国在库尔德地区建立的禁飞区保护ꎬ 实

际上脱离了萨达姆政府的控制ꎬ 处于一种半自治状态ꎮ 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ꎬ
库尔德人于 １９９２ 年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议会选举ꎬ 库伊运仅仅获得了 ５ １％
的选票ꎬ 未能通过议会席位所需的 ７％的最低要求ꎮ① 奥斯曼本人也仅仅获得

了 ４％的选票ꎬ 远远低于库尔德民主党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ｙꎬ 以下简称

“库民党”) 的马苏德巴尔扎尼以及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ｃ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ꎬ 以下简称 “库爱盟”) 的贾拉勒塔拉巴尼ꎮ② 最终ꎬ 伊拉克库尔

德地区出现了由库民党与库爱盟两大民族政党联合组阁的议会制政府ꎬ 库伊

运转而成为库尔德地区的第三大政党ꎮ
伊拉克库尔德地方政府的成立令土耳其、 伊朗与叙利亚政府极为担忧ꎮ

它们担心一个独立的 “库尔德斯坦国” 会引发 “蝴蝶效应”ꎬ 导致上述三国

境内出现库尔德民族分离主义运动ꎬ 进而危及自身的领土安全ꎮ 因此ꎬ 三国

决定支持库伊运作为对抗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有力武器ꎮ 这样不仅可以有

效打击库尔德民族分离主义运动ꎬ 而且还可以破坏美、 英、 法在库尔德地区

设立的禁飞区ꎮ
作为对土耳其、 伊朗和叙利亚三国支持的回报ꎬ 库伊运积极采取相关

行动ꎬ 对抗库尔德民族政党及其联合执政的新政府ꎮ 其一ꎬ 库伊运开始不

断对库尔德地方政府发动恐怖袭击ꎬ 力图动摇新政府的执政根基ꎮ 其二ꎬ
库伊运在与伊朗毗邻的库尔德人聚居区推行伊斯兰主义ꎬ 强迫当地的库尔

德民众拥护极端的伊斯兰传统ꎮ 例如ꎬ 用伊斯兰宗教学校取代世俗学校ꎬ
同时要求库尔德男子必须留胡须ꎬ 女子必须用黑纱遮蔽身体ꎬ 违抗命令者

将会遭到严酷的惩罚ꎮ③ 其三ꎬ 利用两大库尔德民族政党矛盾ꎬ 采取灵活的

结盟策略来壮大自身力量ꎮ １９９４ 年ꎬ 库爱盟和库民党两大库尔德民族政党

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内战ꎬ 暂时搁置了它们与库伊运的冲突ꎮ 在库爱盟和库

民党内战的四年中ꎬ 库伊运很大程度上支持库民党打击库爱盟ꎬ 双方多次

结为盟友ꎮ④ 库尔德内战产生的权力真空ꎬ 给库伊运巩固自身地位带来了机

５７

①

②
③
④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 Ｇｕｎｔｅｒꎬ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ｓ: Ａ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Ｍａｒｋｕｓ Ｗｉｅｎ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７３ꎻ Ｇｈａｒｅｅｂꎬ Ｅｄｍｕｎｄ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Ｉｒａｑꎬ Ｍａｒｙｌａｎｄ: Ｓｃａｒｅｃｒｏｗ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３ꎬ ｐ １１８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 Ｇｕｎｔｅｒ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ｓꎬ ｐ ８７
Ｓａｅｄ Ｋａｋｅｉꎬ ｏｐ ｃｉｔ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 Ｇｕｎｔｅｒ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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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ꎮ １９９６ 年ꎬ 由于库爱盟实力在内战中遭到削弱ꎬ 库伊运趁机夺取了哈拉

巴加至霍拉曼 (Ｈｏｗｒａｍａｎ) 地区的控制权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在控制区管理

上ꎬ 尽管库伊运自身也建立了伊斯兰舒拉委员会ꎬ 但是并没有在其控制地

区严格执行伊斯兰教法ꎬ 仅仅对其治下的库尔德平民提供法律和宗教教育

服务ꎮ
２ 库伊运与库尔德地方政府的合作

１９９７ 年ꎬ 库伊运和库爱盟停战ꎮ 随后ꎬ 库爱盟与库民党在美国的调停下

也签署了停战协定ꎮ 库伊运的政治议程进入了与库尔德地方政府的合作时期ꎮ
库伊运不但加入了库尔德地方政府ꎬ 而且开始清除库伊运组织成员中的激进

伊斯兰分子ꎮ 这也是库伊运组织裂变与改组的肇始ꎮ 库伊运的组织裂变与改

组ꎬ 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ꎬ 库尔德哈马斯建立第二索兰军ꎮ １９９７ 年ꎬ 一些曾参加过阿

富汗战争 的 成 员 率 先 脱 离 了 库 伊 运ꎬ 并 组 建 库 尔 德 哈 马 斯 (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Ｈａｍａｓ)①ꎬ 领导人为哈桑苏菲 (Ｈａｓｓａｎ Ｓｏｆｉ)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奥马尔巴尔扎尼

(Ｏｍａｒ Ｂａｒｚｉａｎｉ) 接管了库尔德哈马斯领导权ꎮ 同年ꎬ 阿索哈勒里 (Ａｓｏ
Ｈａｗｌｅｒｉ) 领导的实力最强的武装力量也脱离了库伊运ꎬ 组建了第二索兰军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Ｓｏｒａｎ Ｕｎｉｔ)ꎬ 并夺取了比亚拉镇的控制权ꎮ 这是库伊运组织自身

经历的第一次大分裂ꎮ
在第二阶段ꎬ 库伊运重新改组ꎬ 并再度分裂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库伊运组织领导

人奥斯曼去世ꎬ 其弟阿里阿卜杜勒阿齐兹 (Ａｌｉ Ａｂｄｕｌ Ａｚｉｚ) 接管组织领

导权ꎬ 开始改组库伊运ꎮ 阿里阿卜杜勒阿齐兹决定与萨迪克阿卜杜

勒阿齐兹 (Ｓａｄｉｑ Ａｂｄｕｌ Ａｚｉｚ) 领导的那赫达运动 ( ａｌ － Ｎａｈｄａ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奥马尔巴尔扎尼领导的库尔德哈马斯进行合并ꎬ 组建库尔德伊斯兰统一运

动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Ｕｎｉｔ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ꎮ 需要强调的是ꎬ 这个组织形式上虽

是统一的ꎬ 但实际上两大组织都保留了自身特殊的组织属性与身份ꎬ 这也成

为联盟后期再度分裂的重要原因ꎮ ２００１ 年ꎬ 由于联盟领导人之间意识形态存在

内在分歧ꎬ 库尔德伊斯兰统一运动最终宣告解体ꎮ 库尔德哈马斯领导人奥马

尔巴尔扎尼率领部分成员脱离联盟ꎮ 联盟的另外两个组织领导人也宣布脱离ꎮ
其中ꎬ 阿里巴皮尔 (ＡｌｉＢａｐｉｒ) 组建了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６７

① 尽管该组织名称上带有哈马斯标识ꎬ 但它与巴勒斯坦哈马斯没有必然联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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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ｌａｍｉｃ Ｇｒｏｕｐ)ꎬ 毛拉克雷卡尔 (Ｍａｌｌａｈ Ｋｒｅｋａｒ) 则组建了改革主义集团

(Ｒｅｆｏｒｍｉｓｔ Ｇｒｏｕｐ)ꎮ
在第三阶段ꎬ 库伊运领导人对其组织重新定位并参与民主进程ꎮ 库尔德伊

斯兰统一运动解体后ꎬ 阿里阿卜杜勒阿齐兹继续领导库伊运的剩余武装ꎬ
沿用库伊运的原组织名称ꎮ 库伊运对组织自身进行了重新定位ꎬ 开始参与库

尔德地方政府的民主化进程ꎮ 库伊运参加了 ２００１ 年库尔德地方选举ꎬ 并取得

了较好的成绩ꎮ 它在库民党和库爱盟联合控制的地区获得了大约 ２０％的选票ꎬ
在哈拉巴加获得了超过 ５０％ 的选票ꎮ①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ꎬ 库尔德地

方政府在美国的逼迫下ꎬ 正式解除了库伊运的武装力量ꎮ 库伊运决定作为一

个独立的伊斯兰政党开始主动融入库尔德民主政治议程中ꎬ 与世俗的库尔德

地方政府进行全面合作ꎬ 具体表现在: 一方面ꎬ 库伊运通过参与伊拉克以及

库尔德地区的民主选举ꎬ 争取自身最大的政治话语权ꎮ 在 ２００５ 年伊拉克全国

大选中ꎬ 库伊运赢得 ０ ７％ 的选票ꎬ 在伊拉克国民大会中获得了两个席位ꎮ②

２００９ 年库尔德议会选举中ꎬ 库伊运确保了 １ ５％ 的选票ꎬ 在库尔德议会中获

得了两个席位ꎮ③ 在 ２０１３ 年库尔德议会选举中ꎬ 库伊运获得 １ １％选票ꎬ 保留

住了 １ 个席位ꎮ④ 库伊运通过合法地参与民主进程ꎬ 提升与扩大了它在伊拉克

中央政府和库尔德地方政府的话语权ꎮ
另一方面ꎬ 库伊运在宗教事务中转向务实ꎬ 去极端化倾向非常明显ꎮ 被

解除武装之后的库伊运ꎬ 开始注重宗教事务ꎮ 例如ꎬ 在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

家的支持下ꎬ 库伊运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修建了大量的清真寺ꎬ 在库尔德社

会中赢得了较好的声誉ꎮ 此外ꎬ 库伊运对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的态度也被

认为是其自身去极端化倾向的重要表现ꎮ ２０１４ 年ꎬ 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崛

起后ꎬ 库伊运并没有与之合流ꎮ 库尔德伊斯兰组织普遍认为 “伊斯兰国” 是

非穆斯林的ꎬ 是一种错误的伊斯兰导向ꎮ⑤ 尽管与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具

７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ａｅｄ Ｋａｋｅｉꎬ ｏｐ ｃｉｔ
Ｄａｖｉｄ Ｒｏｍａｎｏꎬ “Ａｎ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Ｇｒｏｕｐｓ ｉｎ Ｉｒａｑ ”ꎬ Ｔｈｅ Ｊａｍｅｓｔｏｗｎ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１１ － ２０
Ｓａｅｄ Ｋａｋｅｉꎬ ｏｐ ｃｉｔ
Ｄａｖｉｄ Ｒｏｍａｎｏ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１１ － ２０
Ｋｈａｌｅｄ Ｓｕｌａｉｍａｎꎬ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ｓ ｏｆ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ｒｇ / ｆｉｋｒａｆｏｒｕｍ / ｖｉｅｗ /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ｓ － ｏｆ －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 ｂｅｔｗｅｅｎ －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 ａｎｄ － ｆｒｅｅｄｏｍꎬ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１０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

有类同的逊尼派意识形态ꎬ 但是阿里阿卜杜勒阿齐兹坚持拒绝任何组织

成员参与 “伊斯兰国” 的恐怖活动ꎬ 并要求组织成员与其划清界限ꎮ①

综上所述ꎬ 受地缘政治环境变化的影响ꎬ 库伊运的政治策略出现了重大

转向ꎬ 这导致了它与库尔德地方政府的关系经历了从冲突到合作的全面转变ꎮ
当然ꎬ 与库尔德地方政府的合作ꎬ 也导致了库伊运自身组织的严重裂变ꎬ 严

重弱化了该组织自身的影响力与政治实践能力ꎮ

伊拉克库尔德伊斯兰运动兴起及演变的根源

作为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治伊斯兰组织的一支主导力量ꎬ 库伊运从建立

至今衍生出诸多伊斯兰组织分支ꎮ 从表面来看ꎬ 众多伊斯兰分支组织的形成

是库伊运组织内部由于意识形态分歧而导致自身裂变的直接结果ꎮ 但是ꎬ 从

深层次来说ꎬ 伊拉克库尔德政治伊斯兰力量在库尔德地区的兴起与演变是区

域内外各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ꎮ
(一) 二战后中东地缘政治环境的剧变

二战后ꎬ 伴随着全球殖民体系的瓦解ꎬ 中东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ꎬ 走

上民族国家构建的道路ꎮ 然而ꎬ 民族国家构建之路ꎬ 并不是一帆风顺的ꎬ 经

常会伴随着诸多国家间战争与教派冲突ꎮ 国家间战争以及有关政府有意鼓励

和扶植伊斯兰势力ꎬ 以此来抗衡新左翼力量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崛起ꎬ 这就为

伊斯兰力量的复兴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政治条件ꎬ 并给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兴起

提供了新机遇ꎮ② 两伊战争期间ꎬ 萨达姆政府出于对伊朗作战以及打压库尔德

民族主义思潮的需要ꎬ 尽管对库尔德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崛起持有警惕ꎬ 但是

没有对这些新兴伊斯兰力量采取打压措施ꎬ 相反他企图利用这些新兴的力量

制约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ꎮ 伊拉克政府的默许无疑为政治伊斯兰组织

的创建提供了便利ꎮ
海湾战争后ꎬ 政治伊斯兰力量依靠 “禁飞区” 的特殊保护ꎬ 实现了快速

扩张ꎮ “九一一” 事件爆发后ꎬ 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大国针对恐怖主义势力进

行了全球打击ꎬ 这客观上导致了库尔德地区境内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分化与重

８７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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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靖华、 东方晓: «现代政治与伊斯兰教»ꎬ 社科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００ 年版ꎬ 第 ３２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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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ꎬ 以勇得伊斯兰 (Ｊｕｎｄ ａｌ － Ｉｓｌａｍ)① 和安萨尔伊斯兰为代表的吉哈德

派激进势力开始在库尔德地区迅速崛起ꎮ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期间ꎬ 这些激进

的政治伊斯兰势力由于被美国列入 “恐怖主义” 名单ꎬ 遭到了美军的毁灭性

打击ꎮ 而库尔德地区传统温和的政治伊斯兰力量则选择了参与库尔德地区的

政治民主化进程ꎮ 可见ꎬ 库尔德地区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兴起、 演变与中东地

缘政治环境的剧变有着密切关系ꎮ
(二) 政治伊斯兰运动复兴潮的推动

伊斯兰复兴运动最早源于哈桑班纳领导的埃及穆兄会ꎮ 埃及穆兄会的

政治理念主要包括: 反对剥削与压迫ꎬ 提倡平等、 公平、 正义ꎬ 更注重改善

人民生活ꎮ②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众多库尔德知识分子也开

始受到穆兄会的影响并加入了该组织ꎮ 这是政治伊斯兰第一次对伊拉克库尔

德人产生影响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之后ꎬ 以埃及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由于在现代化进程中遭

遇了诸多的政治、 经济与社会问题ꎬ 以至于人们对以纳赛尔主义为代表的阿

拉伯民族主义、 阿拉伯社会主义日益失望ꎬ 开始产生信仰危机ꎮ １９７９ 年伊朗

伊斯兰革命后ꎬ 伊斯兰主义作为对传统文化探寻和回溯的社会思潮在中东蔚

然兴起ꎬ 并被众多的政治伊斯兰政党、 组织与派别等所坚守与秉承ꎬ 形成一

股席卷全球的伊斯兰复兴运动ꎮ③ 伊朗希望自身的伊斯兰模式向周边国家与地

区进行扩散ꎮ 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知识分子在伊朗的支持下ꎬ 也开始建立起

自己的政治伊斯兰组织ꎬ 甚至连奥斯曼本人都极为推崇伊朗伊斯兰模式④ꎬ 并

表示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ꎮ 阿富汗战争的爆发也对库尔

德地区的伊斯兰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一批激进的 “圣战” 伊斯兰分子最终

成为库伊运组织的一部分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从意识形态来看ꎬ 库伊运组织在初建期间主要受两种指

导思想的影响: 一是穆兄会的政治伊斯兰理论ꎮ 奥斯曼通过翻译赛义德库

特卜的论著ꎬ 主要吸收借鉴了埃及穆兄会的主要思想ꎬ 尤其是政治伊斯兰理

９７

①
②
③
④

“Ｊｕｎｄ ａｌ － Ｉｓｌａｍ”ꎬ 意思为伊斯兰教的卫士ꎮ
金宜久: «伊斯兰教史»ꎬ 江苏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４２５ 页ꎮ
李艳枝: «中东政党政治的演变»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３８３ 页ꎮ
伊朗伊斯兰模式ꎬ 主要是指在宗教领袖的鼓动下ꎬ 通过群众运动的形式、 自下而上的夺取政

权ꎬ 从而推行伊斯兰教法的统治ꎮ 参见金宜久: «伊斯兰与国际政治»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

版ꎬ 第 ３７２ ~ ３７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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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ꎮ 奥斯曼宣称库伊运组织的目标是在伊拉克北部建立一个类似于伊朗的伊

斯兰国家ꎬ 进而建立一个泛库尔德人的伊斯兰国家ꎮ 二是吉哈德 “圣战” 思

想ꎮ 这种思想主要在那些参加过阿富汗战争退伍老兵群体中得到广泛传播ꎮ
１９８８ 年至 １９９１ 年ꎬ 在库伊运针对伊拉克政府的 “圣战” 中ꎬ 曾参加过 １９７９
年阿富汗战争的阿拉伯士兵发挥了重要作用ꎬ 他们对 “圣战” 的推崇比一般

的库尔德伊斯兰主义者更为激进ꎮ①

穆兄会与吉哈德 “圣战” 思想在库伊运组建初期都占据了重要位置ꎮ 这

两种意识形态也有一定的共通之处ꎮ 例如ꎬ 他们都主张以 «古兰经» 和伊斯

兰教法为基础ꎬ “力图将这个国家从异教徒和无神论者的控制下拯救出来”ꎬ
库伊运组织的旗帜是 “古兰经、 来复枪、 旗帜和没有上帝ꎬ 唯有穆罕默德是

他的使者ꎮ” 同时ꎬ 库伊运领导人认为库尔德人是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ꎬ 强调

合作的重要性ꎬ 支持阿富汗、 巴勒斯坦、 波斯尼亚、 阿尔及利亚和其他伊斯

兰国家的政治伊斯兰运动ꎮ 该组织还宣称信仰言论自由ꎬ 在一定条件下ꎬ 与

伊斯兰教法原则上并没有矛盾与冲突ꎮ②

“九一一” 事件后ꎬ 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伊斯兰激进势力与 “基地” 组织

保持了密切联系ꎬ 他们开始效仿 “基地” 组织与塔利班模式进行恐怖活动ꎬ
甚至一度被称为 “基地” 组织在伊拉克的分支ꎮ ２０１４ 年ꎬ 极端组织 “伊斯兰

国” 的兴起ꎬ 导致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残余的政治伊斯兰激进势力与之合流ꎮ
以上足以表明ꎬ 当代政治伊斯兰运动的每一次勃兴ꎬ 都会不可避免地对库尔

德地区的伊斯兰分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ꎮ
(三) 西方与区域外部势力的干预与扶持

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兴起与演变ꎬ 离不开西方与区域外

部势力的干预与扶持ꎮ 在库尔德伊斯兰力量兴起的过程中ꎬ 伊朗与叙利亚发

挥的作用至关重要ꎮ 在库伊运建立初期ꎬ 伊朗不仅提供资金支持ꎬ 而且派遣

了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教官为其新招募成员进行培训ꎮ １９９２ 年伊拉克选举之后ꎬ
库伊运得到了叙利亚和伊朗的重点支持ꎮ 两国希望能够通过支持库伊运ꎬ 破

坏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稳定ꎬ 打击联合执政的库民党与库爱盟ꎮ 为此ꎬ 伊朗

０８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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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为库伊运提供大量经济援助和军事教员ꎬ 同时叙利亚政府招募了参加过

１９７９ 年阿富汗战争的阿拉伯 “圣战” 分子ꎬ 对库伊运成员进行武装培训ꎮ 此

外ꎬ 土耳其也对亲伊斯兰的库尔德人以及穆兄会成员进行资助ꎬ 指导他们干

预库尔德民族主义运动ꎮ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 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ꎬ 以及以 “基地” 组织

为代表的非国家行为体的支持ꎬ 也是影响库伊运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ꎮ 美国

自 １９９８ 年库伊运加入库尔德地方政府之后ꎬ 就逐渐加大了对该组织的经济援

助ꎮ 而沙特等海湾国家则给予库伊运提供资金支持ꎬ 以确保沙特在伊拉克库

尔德地区建立更多的清真寺ꎬ 从而加强宗教意识形态的渗透ꎮ 根据资料记载ꎬ
勇得伊斯兰组织曾获得了来自沙特阿拉伯、 伊朗与 “基地” 组织的大量援

助ꎮ① 其中ꎬ 勇得伊斯兰曾得到了阿富汗 “基地” 组织的直接支持ꎮ 勇

得伊斯兰创建之时ꎬ 本拉登曾一次性给予该组织 ３０ 万美金的资金援助ꎮ②

勇得伊斯兰的继承者安萨尔伊斯兰同样与 “基地” 组织有着不可分割的

联系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无论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大国ꎬ 还是库尔德地区的周

边国家与政治力量ꎬ 尽管对库尔德地区的政治伊斯兰组织采取了不同的支持

措施ꎬ 但是这些支持举措的背后都附带着资助者自身的利益诉求ꎮ 伊拉克库

尔德地区的政治伊斯兰组织也仅仅是实现资助国或者组织利益的代理工具而

已ꎮ 这种多边的利益竞逐势必加剧库尔德地区政治伊斯兰组织的裂变ꎬ 对地

区安全与稳定产生不利影响ꎮ
(四) 库尔德地区左翼、 世俗与民主力量的弱化

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左翼、 世俗与民主力量的弱化也为库尔德伊斯兰力量

的兴起提供了政治空间ꎮ 众所周知ꎬ 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对世界社会主义运

动的发展产生了严重的负面效应ꎮ 受冷战结束这一国际政治环境剧变的影响ꎬ
中东地区的民众也开始对其国内的共产主义政党普遍缺乏信心ꎬ 并产生了信

任危机ꎮ 伊拉克共产党及其分支———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共产党也在这样的国

际大环境中逐渐失去了民众的支持ꎮ
相反ꎬ 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的登台及其对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干预ꎬ 使

１８

①

②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ｕｂｉｎꎬ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Ｔｈｒｅａｔ ｉｎ Ｉｒａｑｉ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１ꎬ ｐｐ ４ － ５

Ｉｂｉｄ ꎬ 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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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库尔德地区的世俗化、 民主化力量受到了极大的打压ꎬ 这客观上为库尔德

伊斯兰力量的兴起提供了巨大的空间ꎮ 海湾战争结束后ꎬ 随着库民党与库爱

盟争夺地区领导权的斗争白热化ꎬ 以及对民主权力的滥用ꎬ 导致了伊拉克库

尔德地区的安全局势动荡不安ꎬ 为库尔德政治伊斯兰力量的进一步发展提供

了新的机会ꎮ 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治伊斯兰力量正是抓住了世俗、 民主与左

翼力量弱化的历史机遇ꎬ 才实现了迅速崛起并逐渐做大ꎮ
(五) 伊拉克与库尔德地区严重的经济困局

海湾战争后ꎬ 伊拉克受到了联合国主导的国际社会施加的强制性经济制

裁、 武器禁运与空中封锁ꎮ 联合国的经济制裁与封锁严重恶化了伊拉克国内

的经济形势ꎬ 导致其经济发展迟滞ꎬ 失业率居高不下ꎬ 物价飞涨ꎬ 黑市猖獗ꎬ
通货膨胀率高达 ５０％ ꎮ① 百姓生活物资供应极度匮乏ꎬ 民众生活水平极为低

下ꎬ 一些地方甚至发生饥荒和瘟疫ꎮ 同战前相比ꎬ 仅有大约 １ / ５ 的人生活基

本保持原有生活水平ꎮ 富人、 庄园主基本都已经逃往国外ꎬ ４０％ 的百姓生活

在贫困线以下ꎮ② 到 １９９９ 年ꎬ 伊拉克官方统计该国已有 １２５ 万人死于制裁ꎬ
制裁使得伊拉克的经济发展倒退了数十年ꎮ③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受伊拉克战

争、 阿拉伯变局等中东地缘政治环境剧变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ꎬ 加上石油

出口乏力ꎬ 导致伊拉克国内经济增长尤为缓慢ꎮ 根据英国经济学家情报社统

计ꎬ ２００６ 年伊拉克经济增长率为 ２％ ꎬ④ ２０１４ 年为 ０ ７％ ⑤ꎬ ２０１８ 年为

１ ２％ ⑥ꎮ 对于严重依赖石油出口的伊拉克库尔德地区而言ꎬ 这无异于雪上加

霜ꎮ 经济发展陷入困局严重恶化了伊拉克民众的生活水平ꎬ 为国内社会矛盾

的激化提供了土壤ꎮ
但是ꎬ 严重的经济发展困境则为政治伊斯兰组织招募成员壮大力量提供

了新的机会ꎮ 为此ꎬ 许多新兴的政治伊斯兰组织充分利用这种机遇大肆招募

组织成员ꎬ 并为新加盟的组织成员提供薪水ꎮ 为了生存ꎬ 大量的贫困家庭人

口开始加盟政治伊斯兰组织ꎮ 此外ꎬ 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经济陷入困境的同

时ꎬ 在库尔德地区的广大农村地区ꎬ 政治伊斯兰组织的宗教思想与观念———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郑达庸: «三进巴格达中国外交官亲历海湾战争»ꎬ 中共党史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１３２ ~１３３ 页ꎮ
同上书ꎮ
黄民兴: «中东国家通史伊拉克卷»ꎬ 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０２ 年版ꎬ 第 ３４１ 页ꎮ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Ｕｎｉｔꎬ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ｒａｑ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０６ꎬ ｐ 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Ｕｎｉｔꎬ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ｒａｑ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ꎬ ｐ ６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Ｕｎｉｔꎬ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Ｉｒａｑꎬ Ｊｕｎｅ １８ ｔｈꎬ ２０１９ꎬ ｐｐ ７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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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吉哈德思想到了广泛传播ꎬ 此举也致使大量的库尔德农牧民加盟到政

治伊斯兰运动中来ꎮ①

综上ꎬ 尽管宗教复兴、 区域内外势力干预、 严重的经济困局等为伊拉克

库伊运组织的兴起提供了条件ꎬ 但是从整体来看ꎬ 中东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

以及库尔德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的不断推进依然是影响伊拉克库伊运组织兴起

与演变的主要动因ꎮ

库尔德伊斯兰运动的主要派别及影响

由于意识形态的多样化ꎬ 库伊运衍生的分支组织众多ꎬ 并产生了三大政

治派别: 以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Ｕｎｉｏｎ) 为代表的穆兄会

派、 以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为代表的赛莱菲派和以安萨尔伊斯兰为代表

的吉哈德激进派ꎮ 这三大政治派系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竞逐都对周边地缘

政治安全与稳定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一) 以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为代表的穆兄会派

在库伊运衍变出来的所有组织中ꎬ 号称与穆兄会有直接关联的是库尔德

斯坦伊斯兰联盟ꎮ １９９４ 年ꎬ 温和的政治伊斯兰力量———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

盟率先从库伊运脱离出来ꎮ②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产生于伊拉克库尔德地

区ꎬ 没有军事武装ꎬ 这与其他政治伊斯兰组织存在着明显的不同ꎮ③

从意识形态来看ꎬ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被认为是目前伊拉克库尔德地

区最大的温和派政治伊斯兰力量ꎬ 领导人为前穆兄会成员萨拉丁穆罕默

德巴哈丁 (Ｓａｌａｈａｄｄｉｎ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Ｂａｈａａｄｄｉｎ)ꎮ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号称

自己是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穆兄会的真正代表ꎮ “除了地理位置不同ꎬ 库尔德斯

坦伊斯兰联盟与穆兄会并没有什么明显不同ꎮ”④ 该组织在库尔德地区的大学

３８

①

②

③

④

Ｓｈａｋ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Ｈａｎｉｓｈꎬ “Ｔｈｅ Ｕｐｓｕｒｇｅ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Ｉｒａｑｉ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３ Ｎｏ ４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３ꎬ ｐ １００

Ｒｅｂａｚ Ａｌｉꎬ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ｕｄｓｏｎ ｏｒｇ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１１５２８ －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 ａｎｄ － ｔｈｅ －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 ｏｆ －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ꎬ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０１

Ｋｈａｌｅｄ Ｓｕｌａｉｍａｎꎬ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ｓ ｏｆ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ｒｇ / ｆｉｋｒａｆｏｒｕｍ / ｖｉｅｗ /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ｓ － ｏｆ －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 ｂｅｔｗｅｅｎ －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 ａｎｄ － ｆｒｅｅｄｏｍꎬ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１０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Ｕｎｉｏｎ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ｓ ｉｔｓｅｌｆ ｆｒｏｍ Ｍｕｓｌｉｍ 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ꎬ Ｒｕｄａｗꎬ ２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ｕｄａｗ ｎｅｔ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 ０２０１２０１４ꎬ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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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具有较高的支持率ꎬ① 例如ꎬ 它曾在杜胡克大学的学生选举中ꎬ 获得了

４０％的选票ꎮ②

从政治主张看ꎬ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支持建立伊拉克联邦体制ꎬ 确保

伊拉克的整体安全与稳定ꎬ 提倡库尔德地区各宗教族群平等对话ꎬ 根除政治

与经济腐败ꎬ 改善民众住房条件ꎬ 提升库尔德社会各个阶层的教育水平ꎬ 发

展私营企业ꎮ③ 在政治立场以及伊斯兰法治理问题上ꎬ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

与其他伊斯兰政党也有明显的不同:
第一ꎬ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大多数场合坚守库尔德民族主义的立场ꎬ

愿意与库尔德地方政府进行合作ꎬ 参与地方政府治理ꎮ 与库伊运产生于伊朗

不同ꎬ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产生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ꎬ 并且没有自己的军

事力量ꎮ 作为本土化的一支政治伊斯兰力量ꎬ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并不反

对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ꎮ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ꎬ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

盟与美国政府进行了合作ꎬ 为此遭到了其他伊斯兰党派的指责ꎮ 伊拉克战争

结束后ꎬ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开始参与伊拉克重建进程与库尔德地方政府

政治议程ꎮ 萨达姆政权倒台后ꎬ 萨拉丁穆罕默德巴哈丁亦成为伊拉克管

理委员会④的 ５ 名库尔德领导人之一ꎮ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的另一名领导人

阿卜杜勒拉赫曼西迪克卡里姆 (Ａｂｄｕｌ － ＲａｈｍａｎＳｉｄｉｑ Ｋａｒｅｅｍ) 曾出任

伊拉克政府内阁的环境部长ꎮ 伊拉克宪法起草委员会 ２５ 名成员中ꎬ 有 ５ 位库

尔德人ꎬ 其中一位来自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ꎮ⑤ 进一步来说ꎬ 这个组织也培

养了大量政府官员ꎬ 尤其是女性官员ꎬ 她们起初从事医疗、 教育、 工程、 媒

４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ａｔｈｉｅｕ Ｇｕｉｄèｒｅ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ꎬ ＵＫ: Ｔｈｅ Ｓｃａｒｅｃｒｏｗ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２０２

Ｋｈａｌｅｄ Ｈｒｏｕｂ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Ｖｅｒｓｕ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ａｑｉ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１１４
Ｍａｔｈｉｅｕ Ｇｕｉｄèｒｅ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ꎬ ＵＫ: Ｔｈｅ Ｓｃａｒｅｃｒｏｗ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２０２
伊拉克管理委员会成立于 ２００３ 年 ７ 月 １３ 日ꎬ 结束于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 日ꎮ 伊拉克管理委员会承

担了临时过渡政府的功能ꎬ 由美国主导的联盟驻伊拉克临时管理当局负责建立ꎬ 成员包括了 １３ 名什叶

派、 ５ 名逊尼派、 ５ 名库尔德人、 １ 名土库曼人和亚述人ꎮ 其中ꎬ 女性成员共 ３ 名ꎮ Ｓｅｅ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Ｉｒａｑｉ＿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２０１９ － ０６ － ０３

Ｓａｂａｈ Ｍｏｆｉｄｉ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Ｉｒａｑ: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ꎬ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ｎｄｓ”ꎬ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Ｎｏ ７ － ８ / ０３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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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和现代科学等行业ꎬ 并进入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政府机构ꎮ① 当前ꎬ 库尔

德斯坦伊斯兰联盟已经成为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仅次于库民党、 库爱盟与葛兰

(Ｇｏｒａｎ) 改革运动之后的第四大党ꎬ 与库民党、 库爱盟都有着良好的合作

关系ꎮ
第二ꎬ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主张伊斯兰社会化ꎬ 提倡改革与人道主义ꎬ

不主张暴力ꎮ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的前身是伊斯兰救助协会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ꎬ 并建立了一个社会、 文化服务中心ꎮ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建立之

初ꎬ 提倡改革ꎮ 为此ꎬ 该组织提出了 ３ 个口号: 自由、 互助和正义ꎮ １９９４ 年ꎬ
萨拉丁穆罕默德巴哈丁当选为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的新任秘书长后ꎬ
主张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实施政治与文化战略ꎬ 不期望或者利用军事作为解

决问题的手段ꎬ 提倡非暴力ꎮ② 在沙特阿拉伯的支持下ꎬ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

盟在库尔德地区也修建了大量的清真寺与诊所等ꎮ 最为库尔德民众所称道的

是ꎬ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在人道主义救援方面表现出色ꎮ 库尔德斯坦伊斯

兰联盟大力发展慈善工作ꎬ 救助老弱病残ꎬ 为他们分配日常必需品与提供社

会服务ꎬ 包括食品、 衣服、 医疗、 卫生、 教育等ꎮ
总的来说ꎬ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采取的与库尔德两大民族政党的合作、

对库尔德地区选举与地方治理的参与ꎬ 以及去极端化等一系列重要举措ꎬ 都

将进一步推动库尔德地区的政治民主化进程ꎬ 有助于维护库尔德地区政局的

稳定ꎮ 但是ꎬ 需要指出的是ꎬ 目前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组织成员内部在民

族属性与伊斯兰指导问题上ꎬ 产生了极大的争议ꎮ 尽管穆兄会创始人哈桑
班纳曾说ꎬ 民族主义、 伊斯兰和阿拉伯属性是相互补充的ꎬ 彼此之间不矛盾ꎮ
但是ꎬ 在实践操作层面ꎬ 新旧两代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成员之间却产生了

严重的分歧ꎮ 老一代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成员渴望保留他们在伊斯兰指导

和政治参与问题上的模糊观点ꎮ 新一代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成员则要求将

组织议程、 世俗政治与穆斯林社会联系起来实现库尔德化ꎬ 渴望建立一个世

俗的政党ꎬ 成员可以拥有伊斯兰背景ꎬ 聚焦教育领域ꎬ 加强整个社会对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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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认同的指导ꎮ①

(二) 以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为代表的赛莱菲派

与赛莱菲主义有密切联系的伊斯兰组织主要有两个分支———２００１ 年分裂

后的库伊运残余力量与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ꎮ 它们早期受穆兄会的影响ꎬ
后期ꎬ 赛莱菲原教旨主义的影响较大ꎮ 它们既没有像吉哈德派安萨尔伊斯

兰表现得那么极端激进ꎬ 也没有像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太过于热衷民事

活动ꎮ
在这两个伊斯兰组织分支中ꎬ 由于原库伊运的残余力量已经严重弱化ꎬ

所以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被认为是赛莱菲主义派的主要代表ꎮ 领导人阿

里巴皮尔是一位著名的库尔德伊斯兰学者ꎮ 他最为库尔德民众关注的是其

温和的宗教观点及伊斯兰的现代解释ꎬ 呼吁在民主社会中共存ꎮ 巴皮尔著述

颇丰ꎬ 写了 ９０ 多部关于政治、 伊斯兰教、 库尔德人与库尔德斯坦的著作ꎮ
２００１ 年ꎬ 库尔德伊斯兰统一运动解体后ꎬ 巴皮尔带走了大约 ８０％的原库伊运

的政治与军事官员ꎬ 建立了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ꎬ 并当选为埃米尔ꎮ 与其

他伊斯兰政党相比ꎬ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也有自身独特的特点:
第一ꎬ 在意识形态方面ꎬ 提倡合作与对话ꎬ 但对伊斯兰与民主的兼容性

表示质疑ꎮ 从宗教属性看ꎬ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ꎬ 同

时这个政党吸收了瓦哈比派的意识形态ꎬ 政治上与伊朗关系极为密切ꎬ 并接

受来自库爱盟的援助ꎮ② ２００３ 年 １ 月ꎬ 阿里巴皮尔在接受采访时曾说ꎬ “我
们的政策是提倡与所有的伊斯兰组织建立友爱、 互助与合作关系ꎮ 我们寻求

与伊斯兰政党、 名人以及那些遵循赛莱菲传统、 苏菲传统或者科学传统的组

织之间建立一种友爱关系ꎮ 对于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而言ꎬ 我们认为自身

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思想ꎮ 假如我们犯了错误ꎬ 我们将会通过对话和创建一

种友爱的氛围来解决ꎮ”③ 需要指出的是ꎬ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领导人并不

相信所谓的民主与合法性ꎮ 他们认为民主与伊斯兰教是不可兼容的ꎬ 对他们

来说ꎬ 民主是非法的ꎬ 没有合法性ꎬ 宁可去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ꎮ 同时ꎬ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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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严格约束成员ꎬ 批评民主ꎬ 质疑民族颂歌ꎬ 对民族、 社会公共意义立场

模糊ꎮ 他们相信埃米尔的领导权ꎮ①

第二ꎬ 政治立场与定位明确ꎬ 反对与激进的伊斯兰势力合作ꎬ 同时寻求

融入民主政治进程ꎮ 从政治定位来看ꎬ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也坚守库尔德

民族主义的立场ꎬ 认为自己是一个库尔德政党ꎬ 对外宣称不与任何伊斯兰激

进组织进行合作ꎬ 包括安萨尔伊斯兰ꎮ② 此外ꎬ 需要指出的是ꎬ 尽管该组织

意识形态上反对民主ꎬ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还是参与了政治选举ꎬ 但是并

没有取得成功ꎮ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ꎬ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在伊拉克国民大会选举

中仅仅获得了 ７％的民众支持率ꎬ 在库尔德议会选举中 １１１ 个席位中也仅仅获

得 ６ 个席位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在伊拉克库尔德议会选举中ꎬ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

联合其他 ３ 个组织组建了服务与改革联盟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ａｎｄ Ｒｅｆｏｒｍ Ｌｉｓｔ)ꎬ 共获得

了 １３ 个席位ꎮ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ꎬ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从联盟脱离ꎬ 在库尔德议

会中占有 ２ 个席位ꎮ③ 目前ꎬ 该党在苏莱曼尼亚与拉尼亚 (Ｒａｎｉｙｅ) 地区有合

法性的政治活动ꎬ 在库尔德斯坦与伊拉克议会中都有自己的代表ꎮ
由此ꎬ 以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为代表的赛莱菲派ꎬ 同样坚守库尔德民

族主义的政治立场ꎬ 参与民主选举ꎬ 也是推进民主化进程与稳定库尔德地区

局势的重要力量ꎮ
(三) 以勇得伊斯兰与安萨尔伊斯兰为代表的吉哈德激进派

与穆兄会派和赛莱菲派不同ꎬ 以勇得伊斯兰与安萨尔伊斯兰为代表

的吉哈德激进派思想主张与行为呈现以下特点:
第一ꎬ 吸收了激进的意识形态ꎬ 聚拢大批激进的武装力量ꎮ 伊拉克库尔

德地区的吉哈德激进派最初是由库伊运分裂出来的、 持有极端主义思想的一

些政治伊斯兰小团体所构成ꎮ 后来ꎬ 这些政治伊斯兰小团体开始吸收激进的

伊斯兰意识形态ꎮ 这些组织反对与任何世俗政党进行合作、 反对那些不遵守

伊斯兰教法的穆斯林ꎬ 更反对 １９９７ 年库伊运加入库尔德地方政府ꎮ 这些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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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伊斯兰有着密切的联系ꎬ 并一直致力于发展成为一支吉哈德力量ꎮ ２００６ 年ꎬ 阿里巴皮尔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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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的小团体主要包括毛拉克雷卡尔领导的、 由一些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

退伍老兵构成的改革主义集团ꎬ 哈桑苏菲与奥马尔巴尔扎尼领导的、 坚持

圣战赛莱菲意识形态的库尔德哈马斯ꎬ 阿布哈比拉 (Ａｂｕｈａｂｉｌａ) 领导的、 武

装势力最强大的第二索兰军以及阿卜杜勒加尼巴兹 (Ａｂｄｕｌ ＧｈａｎｉＢａｚａｚｉ)
领导的最激进的伊斯兰联合运动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ꎮ 这些激进组

织的组合与加盟壮大了吉哈德激进派的军事力量ꎮ
军事力量重组是这些激进的政治伊斯兰小团体扩大组织影响力的重要手

段ꎮ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ꎬ 库尔德哈马斯、 伊斯兰联合运动以及第二索兰军重组为勇

得伊斯兰ꎬ 推选阿布阿卜杜拉莎菲仪 (ＡｂｕＡｂｄｕｌｌａ Ｓｈａｆｉｅｉ) 为领导人ꎬ
并宣布对库尔德地区的世俗政党发动 “圣战”ꎬ 指责他们偏离了真正的伊斯兰

道路ꎬ 并认为世俗的库尔德政党都是异教徒和外来干预者ꎮ①

第二ꎬ 在伊拉克库尔德部分控制地区推行吉哈德统治ꎮ “九一一” 事件

发生后ꎬ 勇得伊斯兰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西尼鲁山 (Ｓｈｉｎｉｒｗ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
建立了战略据点ꎮ 勇得伊斯兰多次表示将会把安拉军队恐怖化ꎬ 在该地区

推行吉哈德统治ꎮ 勇得伊斯兰之所以选择伊拉克库尔德地区ꎬ 主要取决于 ３
个因素: 其一ꎬ 本拉登 “基地” 组织力图在全球建立分支ꎬ 伊拉克库尔德

地区被认为是 “基地” 组织富有吸引力的一个目标ꎻ 其二ꎬ 伊拉克库尔德地

区多山的复杂地貌成为勇得伊斯兰组织的天然避风港ꎻ 其三ꎬ 由于靠近两

伊边界ꎬ 勇得伊斯兰更容易接受来自沙特阿拉伯的资金援助以及伊朗的军

事支持ꎮ 诚如勇得伊斯兰宣传册上所言ꎬ “吸引吉哈德前往库尔德斯坦边界

的原因众多ꎬ 但其地理区位以及连绵的山脉具有独特的战略价值ꎮ”②

第三ꎬ 制造暴力冲突与恐怖主义袭击ꎬ 严重破坏地区政治安全与稳定ꎮ
由于勇得伊斯兰在库尔德地区持续推行有碍地区稳定的政治目标ꎬ 因此世

俗的库尔德地方政府自然会成为其攻击对象ꎮ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ꎬ 勇得伊斯兰袭

击了库爱盟武装ꎬ 并造成了 ４３ 名库尔德士兵的死亡ꎮ③ 舆论普遍认为这次袭

击不仅仅是对库爱盟的直接挑战ꎬ 而且也是对中东世俗、 温和民主政体的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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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ꎮ 为此ꎬ 同年 １２ 月ꎬ 勇得伊斯兰被库爱盟军队彻底打败且导致该组织解

体ꎮ 随后ꎬ 阿布阿卜杜拉莎菲仪与毛拉克雷卡尔将其残余武装力量重

组为安萨尔伊斯兰ꎮ 毛拉克雷卡尔被推选为新组织的领导人ꎮ
重组后安萨尔伊斯兰被认为是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最大的吉哈德派激进势

力ꎮ 一方面ꎬ 该组织成员对世俗的库尔德地方政府以及温和的宗教人士、 反对

派实施暗杀与恐怖行动ꎮ ２００１ 年 ４ 月ꎬ 安萨尔伊斯兰试图暗杀库爱盟地方政

府总理巴哈姆萨利赫 ( Ｂａｒｈａｍ Ｓａｌｉｈ)ꎮ 伊朗边界的奈格什班迪教团

(Ｎａｑｓｈｂａｎｄｉ Ｏｒｄｅｒ) 的谢赫们也曾成为该组织成员暗杀的对象ꎮ 库爱盟的一名

政府高官巴拉伊哈吉穆希尔 (Ｓｈａｗｋａｔ Ｈａｊｉ Ｍｕｓｈｉｒ) 于 ２００２ 年被暗杀ꎻ 另

一方面ꎬ 该组织成员对自认为不符合伊斯兰教法的建筑进行破坏ꎮ 安萨尔伊

斯兰就曾经破坏了两处伊斯兰地方教派所属的卡莱圣殿 (Ｋａｋａｉ Ｓｈｒｉｎｅｓ)ꎮ① 该

组织也禁止电子设备、 电视与广播ꎬ 要求男子必须留胡须ꎬ 妇女必须黑纱遮

面ꎬ② 对不穿着伊斯兰布卡 (Ｂｕｒｑａ) 的穆斯林妇女进行杀害ꎮ 当然ꎬ 也有报道

称安萨尔伊斯兰曾在伊拉克北部地区的农场里进行生化武器试验ꎮ
安萨尔伊斯兰的恐怖行为以及与 “基地” 组织的密切关系ꎬ 最终成为

美国军队打击的对象ꎮ ２００３ 年 ２ 月ꎬ 卡林鲍威尔告知联合国安全委员会ꎬ
声称安萨尔伊斯兰在 “基地” 组织领导人本拉登与伊拉克政府之间扮演

了重要角色ꎮ③ 随后ꎬ 美国迅速将该组织列入恐怖主义名单ꎬ 并成为驻伊拉克

美军的主要打击目标ꎮ④ 伊拉克战争爆发后ꎬ 在库爱盟与美军的联合打击下ꎬ
该组织主干军事力量基本被消灭ꎮ⑤ 安萨尔伊斯兰的残余力量被迫转入地

下ꎬ 并与 “基地” 组织保持着密切联系ꎬ 继续在库尔德地区从事恐怖活动ꎮ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ꎬ 该组织与叙利亚政府军、 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军以及极端

组织 “伊斯兰国” 都发生过军事冲突ꎮ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 安萨尔伊斯兰对外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卡莱是伊斯兰教的地方教派ꎬ 受到伊斯兰教早期实践的影响ꎮ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 Ｇｕｎｔｅｒꎬ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ｓꎬ 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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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称与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合并ꎬ 原组织就此解体ꎮ① 需要指出的是ꎬ 安

萨尔伊斯兰内部拒绝合并的一部分成员仍然继续发挥着一个独立组织的功

能ꎮ ２０１７ 年ꎬ 伊拉克官方宣称仍然有数百武装分子活跃在哈姆林 (Ｈａｍｒｉｎ)
山区ꎬ 称与安萨尔伊斯兰组织的残余势力有关系ꎮ② 基于此ꎬ 以勇得伊斯

兰与安萨尔伊斯兰为代表的吉哈德激进派ꎬ 由于吸收了伊斯兰激进思想ꎬ
推行 “吉哈德” 统治ꎬ 严重破坏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及周边国家的安全与

稳定ꎮ
综上所述ꎬ 从意识形态来看ꎬ 无论是勇得伊斯兰还是安萨尔伊斯兰ꎬ

都曾受到沙特阿拉伯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影响ꎮ 这些组织既反对现代性ꎬ 也反

对西方民主ꎬ 更倾向于保守信仰ꎮ 他们主张从经文本身对 «古兰经» 进行解

释ꎬ 回归到纯粹的伊斯兰社团中进行生活ꎮ 勇得伊斯兰甚至主张将在伊斯

兰的土地上消除世俗主义的一切干扰ꎬ 推广伊斯兰教法ꎬ 用所谓 “吉哈德”
方式去对抗那些背叛伊斯兰的世俗力量ꎮ 安萨尔伊斯兰更加类似于塔利班

主义与圣战赛莱菲主义ꎬ 意识形态上更加激进ꎬ 力图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建

立一个伊斯兰国家ꎬ 并以伊斯兰教法作为国家法律ꎮ③ 由于库伊运衍生的三大

政治派别政治取向各不相同ꎬ 它们对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乃至与此关联的中东

地区和平与安全产生了不同影响ꎮ 其中ꎬ 以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为代表的

穆兄会派和以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为代表的赛莱菲派ꎬ 参与地方政治治理ꎬ
总体上推进了库尔德地区政治稳定ꎻ 而以勇得伊斯兰和安萨尔伊斯兰为代

表的吉哈德激进派ꎬ 属伊斯兰极端组织ꎬ 为达其政策目标而实施暴恐行为ꎬ 不

仅冲击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安全与稳定ꎬ 而且还恶化周边地区的安全形势ꎮ

结　 语

伊拉克政治伊斯兰力量的兴起与演变有着复杂的政治与社会背景ꎬ 它所

产生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ꎮ 从整体上看ꎬ 尽管目前库伊运原有的势力已经弱

化ꎬ 但是鉴于其历史上强大的政治影响力ꎬ 以及它与伊朗、 美国的复杂关系ꎬ

０９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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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织依然是目前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治伊斯兰力量中不容忽视的一支ꎮ 此

外ꎬ 由原库伊运衍生出来的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集团

与原库伊运的残余力量ꎬ 一同构成了当前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三大政治伊斯

兰力量ꎮ 从总体上来看ꎬ 无论是温和的政治伊斯兰力量ꎬ 还是激进保守的政

治伊斯兰势力ꎬ 均对库尔德地缘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这种影响可以归结为 ３
个层面: 其一ꎬ 温和的伊斯兰力量通过参与库尔德地方政府ꎬ 客观上会推进

库尔德地区的政治民主化进程ꎬ 但是也会掀起世俗政治与宗教政治的博弈ꎬ
影响政局稳定ꎮ 其二ꎬ 吉哈德激进派伊斯兰势力的崛起则会危及整个库尔德地

区的安全局势ꎬ 破坏地区和平与安全ꎮ 其三ꎬ 由于各个伊斯兰组织势力本身都

与外部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ꎬ 一旦地缘局势异变ꎬ 必将导致外部势力

对库尔德地区的渗透与干预ꎬ 加剧库尔德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与多变性ꎮ
从长远来看ꎬ 伊拉克库尔德政治伊斯兰力量的未来发展基本将会沿着两

条路线前行: 一方面ꎬ 温和派的政治伊斯兰力量将会继续选择与库尔德地方

政府合作ꎬ 参与库尔德政治民主化进程ꎮ 但是ꎬ 鉴于当前各个伊斯兰组织整

体实力弱小以及地缘环境的脆弱性ꎬ 通过联盟或者重组的方式来增强自身政

治参与的实力ꎬ 在库尔德地区获得更多的政治话语权将会成为它们的选择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ꎬ 库伊运 (剩余力量)、 库尔德斯坦伊斯兰联盟与库尔德斯坦伊

斯兰集团三大政党决定建立伊斯兰联合阵线就是很好的证明ꎮ① 另一方面ꎬ 激

进的政治伊斯兰势力则仍然会选择采取暴力、 恐怖的方式去实现他们的政治

意图ꎮ 尽管当前吉哈德主义激进派势力已经弱化ꎬ 但是考虑到它与 “基地”
组织的复杂联系ꎬ 以及中东复杂多变的地区局势ꎬ 不排除它有复兴的可能ꎮ
当然ꎬ 对于伊拉克库尔德地方政府来说ꎬ 需要维护整个库尔德地区的安全与

稳定ꎮ 所以ꎬ 该地区的伊斯兰组织只能是一个属于库尔德人的伊斯兰组织ꎬ
并且去除了政治伊斯兰的激进属性ꎮ 诚如伊拉克库尔德地方政府发表人马里

万纳格什班迪 (ＭａｒｉｗａｎＮａｑｓｈｂａｎｄｉ) 对媒体所言: “我们的计划是选择一个

库尔德化的伊斯兰ꎮ”② 由此可见ꎬ 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政治伊斯兰组织只有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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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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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去极端化ꎬ 实现库尔德化、 主动融入库尔德民主政治议程ꎬ 才是其未来

改革与发展的主要方向和出路所在ꎮ

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ｒａｑｉ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Ｘｉａｏ Ｗｅｎｃｈａ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 ｔｈａｔ ａｆｆｅｃｔｓ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ｒａｑｉ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ｒｅｇ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ｒａｎ － Ｉｒａｑ ｗａｒꎬ Ｏｔｈｍａｎ Ａｂｄｕｌ Ａｚｉｚ
ｆｏｕｎｄｅｄ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ꎬ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ｉｎ Ｉｒａｑｉ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ｒｅｇ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ｒａｎｉａｎ ｂａｃｋｉｎｇ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ｎꎬ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Ｒｅｇ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ａｄ ｕｎｄｅｒｇｏｎｅ ａ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ｏ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１９９０ｓꎬ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Ｒｅｇｉ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ａｄ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ꎬ ｗｈｉ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ｂｉｒ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Ｊｉｈａ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ｒａｑｉ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ｉ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ｕｐｈｅａｖ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Ｂｅｓｉｄｅｓꎬ ｔｈｅ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ꎬ ｔｈｅ ｗｅａｋ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ｌｅｆｔ －
ｗ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ｌｌ ｐｌａｙｅ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Ｏｎ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ꎬ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Ｉｒａｑｉ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ｏｒｃｅｓ ｈａｄ
ａｇｇｒａｖ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 ａｎｄ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ｈａｄ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ꎻ Ｉｒａｑꎻ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ꎻ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２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