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讨论

论阿拉伯新青年的崛起及其社会参与∗

吕耀军　 狄 芮∗

　 　 内容提要　 基于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的诉求ꎬ 阿拉伯国家青年人成

为阿拉伯剧变及其前后一系列社会运动的主体ꎮ 近年来ꎬ 中东青年人数

量的激增、 政治社会中民主的不充分、 青年人的经济困窘ꎬ 以及机会的

不均等是青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寻求改变现状的主要原因ꎮ 阿拉伯

青年通过参与各种非政府组织、 运用媒体的影响力ꎬ 抑或通过加入各类

武装组织ꎬ 以期寻找突破强权和传统束缚的途径ꎮ 在当代阿拉伯青年的

社会参与中ꎬ 草根阶层和女性穆斯林表现活跃ꎬ 他们充分运用现代媒体

传递信息和新思想ꎮ 青年人积极的社会参与对阿拉伯国家产生了积极作

用ꎬ 打破了权威影响ꎬ 而且客观上推动了阿拉伯地区一定程度的变革ꎮ
当然ꎬ 阿拉伯青年社会参与的负面影响也是很明显的ꎬ 一些不当行为成

为阿拉伯国家不稳定的原因之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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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人权、 民主和公民社会等词汇逐渐成为穆斯林学者架

构现代理论的核心词汇ꎬ 一种定位于 “正义、 进步和尊严的新的 ‘泛阿拉伯

人身份’ 逐步浮现”①ꎮ 一些学者把这种情况看作是阿拉伯世界 “后伊斯兰主

义” 时代的到来ꎮ 在他们看来ꎬ 后伊斯兰主义是一种在社会、 政治和知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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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尝试构建新的观念或概念ꎬ 且是一种旨在超越传统观点和方法的社会意识ꎮ
然而ꎬ 后伊斯兰主义不是世俗的ꎬ 也不是纯粹宗教性的ꎬ 它更代表了把虔诚

和权利、 信仰与自由融合起来的一种尝试ꎬ 试图重新解读伊斯兰教基本原则ꎮ
它强调权利ꎬ 而不是义务ꎻ 强调多元ꎬ 而不是单一ꎻ 强调历史性ꎬ 而不是狭

隘僵化ꎻ 强调未来ꎬ 而不是过去ꎮ 它需要把伊斯兰与个人选择和自由结合起

来ꎬ 将伊斯兰与民主和现代性结合起来ꎬ 以获得一些人所称的 ‘另类现代

性’”ꎮ① 这种 “另类现代性” 是一种在社会中实现宗教与世俗、 传统与现代

完美结合的设想ꎬ 也是对阿拉伯社会 ２１ 世纪以来发展趋势的一种描述ꎮ 始自

２０１０ 年底中东地区由阿拉伯新青年引发的阿拉伯剧变及随后的一系列政治事

件ꎬ 正是这种 “后伊斯兰主义” 时代到来的明显例证ꎮ 笔者之所以把当前的

阿拉伯青年称之为 “新青年”ꎬ 这是因为他们与其先辈相比有着鲜明特点: 一

是受全球化与世俗化的影响ꎬ 他们更少受到宗教传统和习俗的羁绊ꎬ 更关注

现实需要ꎻ 二是这些青年大多生活在城市中ꎬ 接受的是世俗化程度较高的新

式教育ꎻ 三是这些青年人通过网络媒体与全球知识和信息联系更紧密ꎮ 这些

新青年趋向于发展一种适合当代社会需要的新价值观ꎬ 甚至是一种与 “他们

年长的同胞不同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ꎮ 因此ꎬ 本文拟对阿拉伯当代新青年的

社会参与状况进行考察ꎬ 这对于认识当代阿拉伯社会思潮的关注点及价值取

向ꎬ 以及了解当代中东社会发展形态不无裨益ꎮ

阿拉伯新青年社会参与的途径

目前ꎬ 当代阿拉伯青年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社会事务:

第一ꎬ 青年人通过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公民社会的活动中ꎮ 国际性和地区

性非政府人权组织几乎在所有中东国家都存在ꎬ 它们提出 “宪政主张”、 “保
护人权”、 “反对腐败” 和 “公平正义” 等改革诉求ꎮ 据不完全统计ꎬ 截至

２０１６ 年底ꎬ 仅埃及就有 ３６ 家非政府人权组织ꎬ 如 “埃及女权协会” 和 “开
罗人权研究所” 都是在本地区有一定影响力的非政府人权组织ꎮ 一些以提升

穆斯林青年能力为目标的团体在阿拉伯国家纷纷涌现ꎮ 例如ꎬ 曾参与过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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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谈的尤里萨维尔 (Ｕｒｉ Ｓａｖｉｒ) 在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创办了 “雅拉青年领袖”
(Ｙａｌａ Ｙｏｕｎｇ Ｌｅａｄｅｒｓ)ꎬ 这是一个以互联网和 “脸书”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为主要参与

形式的青年组织ꎮ 在谈到创立该组织的动因时ꎬ 尤里萨维尔指出: “由于政

府领导层的不作为ꎬ 宗教极端主义、 恐怖主义等引发的暴恐事件频发ꎬ 中东

的青年人成为上述事件的 ‘牺牲品’ꎮ 一些政治精英的治理能力低下ꎬ 其不当

的政策甚至导致了年轻人间接的 ‘死亡’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雅拉青年领袖’
应运而生ꎬ 旨在倡导和平且创造一个共存、 正能量和理智的青年社区ꎮ”① 目

前ꎬ “雅拉青年领袖” 成员遍及整个中东地区ꎬ 成员约有 １００ 万人ꎬ 现已成为

中东地区参与人数众多且十分活跃、 影响力广泛的非政府组织ꎮ 在短时间内ꎬ
该网站就积聚了超过 ５０ 万人的点击量ꎬ 还得到了克林顿、 布莱尔以及莎朗
斯通等诸多西方名人的支持ꎮ

在中东ꎬ 这类自发的非政府组织还有许多ꎮ 在突尼斯ꎬ “突尼斯青年影响

力论坛” (Ｙｏｕｔｈ Ｓｐｅａｋ Ｆｏｒｕｍ)、 “青年决定” (Ｙｏｕｔｈ Ｄｅｃｉｄｅｓ)ꎬ 以及 “突尼斯

青年创业协会” (Ｅｎａｃｔｕｓ Ｔｕｎｉｓｉ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 等都是较有影响力的青年组织ꎮ
“青年决定” 创始人瓦里卡斯米 (ＷａｌａＫａｓｍｉ) 认为ꎬ “青年人在推动社会发

展中具有独特的重要作用ꎬ 但当下青年人存在被动参与社会的情况ꎮ 基于这

种情势ꎬ ‘青年决定’ 这一组织鼓励青年人更多参与社会活动ꎬ 并帮助青年人

掌握参与社会活动的路径ꎮ” ②“突尼斯青年创行协会” 也是由青年人发起筹建

的团体ꎬ 旨在提高阿拉伯青年学生的社会实践和创业能力ꎬ 增强新一代年轻

人的社会责任感ꎬ 促进青年人的社会参与ꎮ 该协会主席泽利比 (Ｋｈａｌｅｄ Ｚｒｉｂｉ)
非常关切青年人的成长ꎬ 他表示: “教育和社会创业是未来国家成功的关键要

素ꎬ 突尼斯青年对国家的未来取得成功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ꎮ”③

此外ꎬ 一些旨在提高青年女性地位的女权组织在中东国家也很活跃ꎮ 在

埃及ꎬ 此类组织主要有 “女性和记忆论坛”、 “妇女与文明” 以及 “埃及妇女

法律援助中心” 等ꎮ 一些女性青年组织不仅借助传统女权运动的方式ꎬ 即通

过创办慈善和教育机构提高女性意识ꎬ 而且还开始借助网络传播女权思想ꎮ
例如ꎬ １９８４ 年建立的女权组织——— “生活在穆斯林律法之下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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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ＬＭＬ) 被认为是 “在国际上反对妇女暴力方面有影响力的非营利组织”①ꎮ
该组织是促进女性团结的国际性网络组织ꎬ 专门为那些受到伊斯兰教法和习

俗限制的女性 (包括青年女性) 提供信息、 支持和集体抗争的空间与平台ꎬ②

从而在国际范围内发挥促进妇女之间交流和信息互动联系的纽带作用ꎮ
第二ꎬ 一些青年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在阿拉伯国家创办的国际合作项目ꎮ

西方主导的一些国际组织重视在中东国家青年中开展工作ꎬ③ 并设立了很多针

对青年人的国际合作项目ꎮ 约旦的 “国家青年组织” (ＮＹＣ) 是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发起的一个项目ꎬ 目的是让年轻人参与到国家发展建设中ꎮ 埃及的 “信
息与通信技术青年能力建设项目” (ＩＣＴ) 也是一个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

的项目ꎮ 在摩洛哥、 阿尔及利亚、 突尼斯、 埃及和约旦等地活动的 “青年阿

拉伯之声” (ＹＡＶ)ꎬ 是 ２０１１ 年由英国文化协会和安娜林德基金会联合创立

的项目ꎮ 该项目设立的目的是: 促进青年人的社会参与ꎬ 培训新一代青年人

的辩论能力ꎬ 尤其是让那些即将迈出校园的求职者、 教师和民间活动人士学

习一些辩论技巧并应用到日常生活中ꎮ 一些参与 “青年阿拉伯之声” 项目的

青年人ꎬ 通过接受辩论技巧方面的培训ꎬ 逐渐养成了批判性思维ꎮ 参与者

“首先被教导去倾听、 理解和接纳小组中其他人所说的话ꎬ 而不是只一味地提

出个人的观点ꎮ”④ 值得注意的是ꎬ 在受西方资助的这类国际合作项目中的大

多数青年人ꎬ 其思想亦潜移默化地受到西方价值观的影响ꎮ
第三ꎬ 一些青年运用媒体影响力ꎬ 寻找突破强权或传统束缚的新途径ꎮ 社

交网络为青年参与社会、 反对失业和维护人权提供了信息获取与传播的平台ꎬ
这是因为: 在一些青年人看来ꎬ “新的社交媒体使传递个人的声音成为可能ꎬ 甚

至能够规避国家的审查和压制ꎬ 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平衡社会权力” ⑤ꎮ 在 ２０１１
年利比亚战争期间ꎬ 由利比亚青年阿亚图姆内纳 (ＡｙａｔＭｎｅｉｎａ) 和奥马尔阿

米尔 (Ｏｍａｒ Ａｍｅｒ) 发起成立了 “利比亚青年运动” (Ｌｉｂｙａｎ Ｙｏｕｔ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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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织通过自己建立的网站ꎬ 收集信息ꎬ 发布有关利比亚战争的真实情况ꎮ 通

过互联网这一新媒体ꎬ “利比亚青年运动” 提高了国际社会对利比亚所发生事

件的关注度ꎬ 以此体现青年人对社会的高参与度ꎮ①

此外ꎬ 一些有影响力的青年偶像也通过媒体表达了对社会变革的关注ꎮ
２０１３ 年ꎬ 有着 “加沙青年” 称谓的穆罕默德阿萨夫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Ａｓｓａｆ) 参

加了阿拉伯偶像节目的竞争并获冠军ꎬ 由此被巴勒斯坦人视为巴以和平的新

希望ꎮ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 担任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近东救济工程处青年大使的阿

萨夫在日内瓦举行了个人演唱会ꎬ 为巴勒斯坦人道救助筹集善款ꎮ 阿萨夫依

靠自己的歌声为巴勒斯坦民众带来慰藉ꎬ 并通过青年大使的身份为难民筹款ꎮ
这位广受阿拉伯青年喜爱的年轻歌手和很多巴勒斯坦人一道构筑了一个充满

希望的未来ꎮ”② ２０ 岁的阿卜杜勒拉赫曼 (Ｓｈａｙｍａａ Ａｂｄｅ ｌｒａｈｍａｎ) 在成为

２０１５ 年伊拉克的选美皇后之后ꎬ 充分展现了新一代年轻人的社会责任感ꎮ 她

说: “我们虽生活在保守的伊斯兰国家ꎬ 但并不落后ꎮ 我们需要文化活动ꎬ 需

要创新与现代化给社会带来变革ꎮ 这样ꎬ 我们的家园才能建设得更美好ꎮ”③

我们从中可以感受ꎬ 新一代的阿拉伯青年敢于表达自己的诉求ꎬ 勇于担当社

会责任ꎮ 一旦阿拉伯青年在公众视野中拥有话语权时ꎬ 他们便能清晰表达阿

拉伯青年的需要ꎬ 为社会带来正能量和希望ꎮ
第四ꎬ 一些青年人加入各类武装组织ꎬ 以极端方式对抗政府ꎮ 近年来ꎬ

在中东地区ꎬ 叙利亚、 伊拉克、 也门等均属于政治与社会不稳定的国家ꎮ 这

些国家的一些青年人加入各类武装组织ꎬ 形成对社会的不稳定力量ꎬ 其中也

门的胡塞武装组织 (ａｌ － ūｔｈｉｙｙūｎ) 就是一个典型例子ꎮ １９９２ 年ꎬ 胡塞武装组

织的前身 “青年信仰者” (Ｂｅｌｉｅｖｉｎｇ Ｙｏｕｔｈ) 在也门北部萨达省由栽德派宗教

领袖候赛因胡塞建立ꎬ 并迅速成为也门境内武装反抗政府的重要力量ꎮ 该

组织现在的总指挥是出生于 １９８２ 年的阿卜杜勒马利克胡塞ꎬ 他早年追随

侯赛因胡塞参加了 “青年信仰者”ꎮ 胡塞武装组织先后参与了也门什叶派起

义、 ２０１１ 年也门反政府示威、 叙利亚内战和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５ 年的也门政治危机ꎮ
在 ２０１５ 年的占领总统府战斗中ꎬ 该组织打败了也门总统卫队ꎮ 当地青年人之

２９

①
②

③

«新闻志愿者如何突破利比亚的信息管制»ꎬ ｈｔｔｐ: / / ｉｊｎｅｔ ｏｒｇ / ｚｈ － ｈａｎｓ / ｂｌｏｇ / ９９２５１ꎬ ２０１７ －１０ －０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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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投身于该组织ꎬ 既有该地区浓厚的部落意识、 教派纷争的原因ꎬ 也有青

年人生活每况愈下、 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现实因素ꎮ 另外ꎬ 自 ２０１４ 年以来影响

中东地区的宗教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ＩＳＩＳ)ꎬ 以 “圣战” 为口号ꎬ 吸纳了

很多来自于中东地区的青年人ꎮ 在这个过程中ꎬ 宗教极端主义的思想起到了

推波助澜的作用ꎮ “基地” 组织头目本拉登和扎瓦希里、 “基地” 组织阿拉

伯半岛分支的精神领袖安瓦尔奥拉基 (Ａｎｗａｒ ａｌ － Ａｗｌａｑｉ)、 激进黎巴嫩裔

澳大利亚伊玛目菲兹穆罕默德 ( Ｆｅｉｚ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牙买加伊玛目阿卜杜

拉费萨尔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ｅｌ － Ｆａｉｓａｌ) 以及 “伊斯兰国” 领导人阿布贝克尔
巴格达迪等人的录像、 录音带等ꎬ 都曾是激进分子聆听的对象ꎮ 由此看ꎬ 加

入到上述武装组织的青年人ꎬ 采用不合法、 非正当手段维护其 “利益”ꎬ 不利

于社会稳定与和谐ꎮ
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ꎬ 阿拉伯青年参与社会运动更积极ꎬ 这与他们所

处的时空环境和生存需要有着密切的联系ꎮ 一方面ꎬ 青年人通过参与各种非

政府组织和项目ꎬ 青年人的认知能力和生存技巧得到极大提升ꎬ 现代社会发

展所出现的新观点潜移默化地渗入到青年人的行为方式中ꎮ 需要注意的是ꎬ
阿拉伯公民社会的形成受外来因素影响较大ꎬ 而非内生的或受本国经济条件

影响而自发形成的ꎬ 必然存在着本土化不充分的特点ꎬ 甚至出现价值观西化

的情况ꎮ 另一方面ꎬ 也有一些青年受宗教极端思想蛊惑ꎬ 参与暴恐行动ꎬ 给

社会带来危害ꎮ 这些具有暴力色彩的极端组织虽然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影响

力ꎬ 但并不是青年参加社会事务的主流ꎬ 也不能代表阿拉伯青年运动的当代

价值与作用ꎮ

阿拉伯新青年崛起的原因

本文所指的 “崛起”ꎬ 意为与以往相比ꎬ 阿拉伯青年在国家或地区的政

治、 社会等方面的参与度更为活跃ꎬ 个体观念更具独立性ꎬ 影响能量也亦相

应增加ꎮ 事实上ꎬ 阿拉伯新青年积极参与社会事务ꎬ 与阿拉伯国家政治、 经

济和社会等发展情势密切相关ꎬ 尤其是与该地区国家面临的诸多令人困扰的

问题相关联ꎮ
第一ꎬ 中东 “城市病” 迫使青年人更加关注自身利益ꎮ 中东人口分布不

均衡问题一直是制约中东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ꎮ 一方面ꎬ 由于地理环境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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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因素和生存需要ꎬ 许多人口涌入城市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阿拉伯国家的城市

人口不足 １ / ３ꎬ 而当下一半以上的人口都聚居在城市ꎬ 这其中包括大量的青年

人ꎮ 然而ꎬ 他们所需要的就业和教育却得不到及时解决ꎬ 这就触发了许多相

关问题ꎮ 此外ꎬ 在过去的 ２０ 年里ꎬ 阿拉伯青年的人数急剧增长ꎬ 这也是加剧

阿拉伯国家社会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ꎮ ２０１６ 年ꎬ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

«２０１６ 年阿拉伯国家人类发展报告» 中显示ꎬ ３０ 岁以下人口约占阿拉伯地区

总人口的 ６０％ ꎬ 其中 １５ ~ ２９ 岁的青少年占 ３０％ 左右ꎬ 人口的年轻化特点突

出ꎮ 该报告还预测ꎬ 这个年龄段青年人的增长势头至少在未来两个十年中仍

将很明显ꎮ① 在该地区的一些国家ꎬ 青年人的高比例尤为突出ꎮ 据统计ꎬ 自

１９９０ 年以来ꎬ “利比亚和突尼斯 １５ ~ ２９ 岁年龄段的青少年人口数量增长了

５０％ ꎬ 埃及增长了 ６５％ ꎬ 也门增长了 １２５％ ”②ꎮ 在阿拉伯剧变发生之前ꎬ 也

门、 叙利亚和伊拉克是青年人口激增最多的国家之一 (参见图 １)ꎮ

图 １　 中东及部分阿拉伯国家 １５ ~ ２４ 岁青年人口增势

资料来源: Ｋａｒｉ Ｐａａｓｏｎｅｎꎬ “Ｈｅｎｒｉｋ Ｕｒｄａｌꎬ Ｙｏｕｔｈ Ｂｕｌｇｅｓꎬ Ｅｘｃｌｕ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Ｙｏｕｔｈ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ꎬ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ｒｅｎｄｓ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６ꎬ ｐ ２

值得关注的是ꎬ 在一些易发生冲突的国家ꎬ 如伊拉克、 叙利亚、 也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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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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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ｃｋ Ａ Ｇｏｌｄｓｔｏｎｅꎬ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 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２０１１: Ｗｅａｋ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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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ꎬ 青年人口将继续保持高比例态势ꎮ 另一方面ꎬ 在叙利亚、 利比亚

等政局不稳定的国家ꎬ 难民数量急速上升ꎬ 其中年龄在 １５ ~ ２９ 岁的青年难民

居多数ꎮ 这些难民以各种方式纷纷涌入其他中东国家 (如土耳其、 黎巴嫩、
约旦等)ꎬ 导致这些国家原本就存在的人口年龄结构失衡问题更加严重ꎮ 因

此ꎬ 城市人口的扩大、 青年人的激增、 难民的涌入以及这些国家出现的各类

“城市病”ꎬ 促使这些青年人为维护 “自我” 利益而发声ꎮ
第二ꎬ 青年失业率偏高ꎬ 推高社会不稳定因素ꎮ 在阿拉伯国家ꎬ 由于制

造业不发达ꎬ 就业机会少ꎬ 青年人这一 “人口红利” 却成为高失业率的主要

群体ꎮ 据联合国劳工组织统计ꎬ 阿拉伯国家青年 (１５ ~ ２４ 岁) 失业人口是成

年人 (２４ 岁以上) 失业人口的 ４ ５ 倍ꎬ 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约 ３ 倍)ꎮ 就青

年人这一年龄结构内部状况看ꎬ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７ 年十年间ꎬ 阿拉伯国家青年失业

率一直居高不下ꎬ 且呈增长态势ꎮ① ２０１７ 年ꎬ 阿拉伯国家青年失业率为

３０ １％ ꎬ 位居世界各地区之首ꎬ 既高于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 １９ ５％ ꎬ 也高

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 １１ ２％ ꎮ② 也就是说ꎬ 每 ３ 个阿拉伯青年中ꎬ 就有一人处

于失业状态ꎮ 由此看ꎬ 阿拉伯国家青年失业问题非常突出ꎮ 与此同时ꎬ 阿拉

伯国家还存在着严重的受教育程度与就业不对等现象ꎮ 青年人受教育程度的

高低ꎬ 并不是决定他们就业机会多寡的重要因素ꎮ 在一些青年人看来ꎬ 拥有

牢靠的社会关系是获得工作机会的关键因素ꎮ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ꎬ 美国盖勒普公司

曾经对阿拉伯国家青年群体进行了专项调查ꎮ 在埃及ꎬ 有 ６９％ 的青年认为ꎬ
认识高层管理人员对于他们找工作来说至关重要ꎻ 仅有 ３７％的埃及青年人认

为ꎬ 其所生活的城市具备良好的创业条件ꎮ③ 这恰恰反映了该地区的大部分青

年人对就业前景持不乐观态度ꎮ” 在约旦ꎬ ５３％ 的失业青年具有本科以上学

历ꎮ④ 因此ꎬ “知识改变命运” 的说法对于阿拉伯青年来说并不成立ꎬ 他们从

宗教中感知的公平、 公正等理念在社会生活中未得到有效验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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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阿拉伯国家 １５ ~ ２４ 岁青年失业率

资料来源: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Ｔｒｅｎｄｓ ｆｏｒ Ｙｏｕｔｈ ２０１７:

Ｐａｔｈｓ ｔｏ ａ Ｂｅｔｔｅｒ Ｗｏｒｋ 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ꎬ Ｇｅｎｅｖａ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１０１

阿拉伯国家现存腐败、 政府低效、 失业、 贫困等问题ꎬ 尤其是失业问题

突出ꎬ 导致社会收入差距拉大ꎬ 加剧了贫富分化ꎬ 易使青年人对社会产生愤

懑之情ꎮ① 尤其是那些受过教育但对现状不满的青年人ꎬ “毕业即失业” 的严

峻形势使他们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ꎬ 这样的压力小至会形成青年人与其他群

体之间的冲突ꎬ 大至则会转化为与政府的对抗ꎮ 这样的冲突在一定条件下会

演化成个人或小群体的极端行为直至对社会的稳定产生负面影响ꎮ 在突尼斯ꎬ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ꎬ 由一名 ２６ 岁青年穆罕默德布阿吉吉 ( Ｍｏｈａｍｅｄ
Ｂｏｕａｚｉｚｉ) 的自焚ꎬ 触发了该国大规模的街头示威游行ꎬ 该事件导致时任总统

本阿里政权倒台ꎬ 由此引发了席卷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剧变ꎮ
第三ꎬ 阿拉伯青年在宗教身份和世俗生活之间出现 “选择困难症”ꎮ 宗教

对于阿拉伯国家的青年来讲意义重大ꎬ 它影响着青年人的身份意识和价值取

向ꎮ 一项针对 １８ ~ ２４ 岁的阿拉伯青年进行的调查表明: ６８％的受访者表示是

宗教赋予了他们作为人的基础ꎮ② 黎巴嫩青年对他们的家庭和民族有着强烈的

认同感ꎬ 即使一些青年人不认可自己是持保守态度的人ꎬ 也仍希望按照伊斯

兰教所提倡的价值观虔诚信教ꎮ 但是ꎬ 由于种种原因ꎬ 这些虔诚的青年人既

无法在经济上支撑自己的家庭生活开支ꎬ 也不能完全履行 “天课” 和朝觐这

些宗教义务ꎮ 尤为重要的是ꎬ 由于失业ꎬ 青年人无经济能力结婚成家ꎬ 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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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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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延迟婚姻”ꎮ 按照伊斯兰教文化传统习俗ꎬ 婚姻不仅是两个人之间的契

约ꎬ 也是他们与社会达成的一项契约ꎮ 成年后的青年将组建一个家庭ꎬ 并享

有一定的宗教身份和地位ꎮ 黛安辛格尔曼调研发现ꎬ “只有通过婚姻ꎬ 青少

年才能因社会、 文化和宗教的规范与契约获得成人身份ꎬ 但在中东国家ꎬ 青

年人结婚都较晚 (男性 ３１ 岁ꎬ 女性 ２３ 岁)ꎮ”① 如果获得婚姻是青春期阶段的

结束ꎬ 那么在组成家庭、 建立婚姻上的延期就会延缓他们获得社会接纳ꎬ 阻

碍青年人获得社会层面和宗教层面的自我认知和社会认同ꎮ
然而ꎬ 阿拉伯青年要 “结婚” 并非易事ꎬ 特别是沿袭传统习俗需准备的

彩礼或嫁妆非常昂贵ꎬ 许多阿拉伯国家的房价与收入之比更是超过了经合组

织国家国民 ８ 年的平均收入ꎬ 可以见得该地区的房价与经合组织国家相比之

高ꎮ 一些阿拉伯国家的平均住房成本是其平均年收入的 ５ ~ ３０ 倍 (参见图 ３)ꎮ
不堪重负的房价是阿拉伯国家的青年人所面临的重大挑战ꎮ 由于缺乏就业机

会导致买不起住房ꎬ 这阻碍了青年向独立成年人的过渡ꎬ 阿拉伯青年人的挫

折感又加剧了社会排斥现象ꎮ 在一些阿拉伯国家ꎬ 住房市场供需存在严重的

矛盾ꎬ “中东地区的豪华住房过度供应ꎬ 而经济适用住房却存在约 ３５０ 万套的

市场短缺需求”②ꎮ 在中东ꎬ 青年人被高昂的房屋首付和短期贷款困难问题所

困扰ꎮ 譬如ꎬ 在约旦ꎬ “购置新住房与购房者的抵押贷款支付能力有关ꎬ 而不

是住房价格”③ꎻ 在突尼斯ꎬ “８０％ 的住房贷款来自公共银行系统ꎬ 房款首付

费用为房屋总价的 ６５％ ”④ꎮ “即使突尼斯的低收入家庭能够从银行获得贷款ꎬ
但也需要家庭成员以持续的较高收入来支撑还贷ꎬ 这对于许多低收入青年来

说极为艰难ꎬ 甚至不可能”⑤ꎮ 与此同时ꎬ 在房屋租赁市场中ꎬ 租金也偏高ꎬ
大多数刚步入社会的青年人亦无力独立承担ꎬ 推迟婚姻、 与父母同住成为他

们的无奈选择ꎮ 青年人的 “尴尬” 身份和财力上的困顿ꎬ 使得他们步入婚姻

显得难上加难ꎬ 不满情绪愈发突出ꎮ 许多观察者认为ꎬ “延迟或放弃婚姻会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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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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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带来在社会地位、 自尊和就业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①ꎮ 这使得本就占

据人口多数的阿拉伯青年在家庭、 世俗社会和宗教中间徘徊ꎬ 易对政府和社

会充满怨恨之情ꎮ 苏丹青年在国内人口中占很大比例ꎬ 因为在经济上对父母

的依赖ꎬ 使他们难以真正担负起一个成年人的社会责任ꎮ 长期在巴勒斯坦做

研究的人类学家泰德斯韦登伯格 (Ｔｅｄ Ｓｗｅｄｅｎｂｕｒｇ) 注意到ꎬ “青年概念的

界定更应被理解为受社会或文化因素所决定ꎬ 而不是一个狭隘的年龄范围”②ꎮ
在阿拉伯国家ꎬ 即使那些已经进入 ３０ 岁年龄段的人ꎬ 也被界定为 “青年” 的

生命阶段ꎬ 这通常意味着他们没有结婚 (不是因为自愿的选择)ꎬ 且在某种程

度上还依赖父母或其他长辈的经济支持ꎮ

图 ３　 ２０１１ 年部分阿拉伯国家房价与年收入之比

资料来源: “Ｙ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Ａｒａｂ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ｂｏｏｋｓ ｇｏｏｇｌｅ ｃｏｍ / ｂｏｏｋｓ? ｉｄ ＝ ｎＥ４８ＤｗＡＡＱＢＡＪ＆ｐｇ ＝ ＰＴ１８２＆ｌｐｇ ＝ ＰＴ１８２＆ｄｑ ＝

Ｃｈａａｂａｎ ＋ ２０１３ꎬ ２０１７ － １１ － １１

第四ꎬ 外部力量常常冲击着青年人的社会认知ꎬ 甚至在青年群体内部产

生分化ꎮ 信息时代的到来ꎬ 使得青年人能够源源不断地获取全球各类信息ꎮ
特别是来自西方的 “民主输出”ꎬ 客观上也搅动了整个中东地区ꎬ 西式自由、
民主和平等的观念逐渐渗透到穆斯林青年中ꎮ 以 “大赦国际”、 “人权观察”、
“自由之家” 等为代表的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ꎬ 深刻影响着中东地区各种非政

府组织ꎬ 通过各种渠道影响着阿拉伯地区公民社会的发展ꎬ 如通过它们在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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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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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国家设立的国际合作项目影响着当地青年的价值观ꎮ 在埃及、 利比亚、
约旦等中东国家ꎬ 以西方国家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实施 “民主发展三年行动计

划”ꎬ① 重点培养当地青年人的 “人权保护意识”ꎮ 在中东地区ꎬ 还有形形色

色各类 “西式民主输出” 机构ꎬ 如美国的 “自由之家”、 “爱因斯坦研究所”、
“卡特中心” 等等ꎬ 以各种手段在当地进行 “民主输出”ꎮ 美国采用的做法

是: 通过美国驻外使馆在阿拉伯国家青年当中物色潜在 “领袖人选”ꎬ 然后邀

其参加上述机构在当地或在美国赞助或举办的 “民主干校”ꎬ 从中培养未来颠

覆活动的骨干分子ꎮ 据埃及反政府政党 “改革与发展党” 创始成员之一阿卜

杜拉赫尔米称ꎬ 他累计接受过数百小时的美式民主培训ꎬ “内容包括组织政

治运动和选举ꎬ 以及包括使用 ‘推特’ 和 ‘脸书’ 社交网站等新媒体工具进

行政治宣传ꎮ”② 许多穆斯林青年领袖在接受了所谓的 “民主培训” 后ꎬ 将一

系列民主、 平等、 人权等内容传播给国内民众ꎮ 这样ꎬ 本就迷茫的青年人对

西方价值观了解得越多ꎬ 就越想尝试一种新制度下的生活ꎮ
青年人世俗生活的艰难、 前途的迷茫和社会的不公促使他们产生了严重

的危机感ꎬ 加之外部西方思想的渗透ꎬ 使他们的价值取向随之改变ꎬ 由此会

反复出现包括青年人参加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ꎮ 这种情况会随着政府对

社会有效调控的缺乏ꎬ 以及阿拉伯国家城市化的发展而愈加明显ꎬ 并将继续

伴随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整个阶段ꎮ 与阿拉伯世界以前的社会运动不同ꎬ
现时代的社会运动中青年人是主力军ꎬ 是一种自下而上的、 由宗教意识形态

引导的运动ꎬ 客观上有着其特殊的时代特征ꎬ 在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阿拉伯

地区存在的社会问题和理论焦点ꎮ

阿拉伯新青年社会参与的时代特征

随着信息全球化的深入ꎬ 新一代阿拉伯青年在社会变革进程中崭露头角

并一跃成为主力军ꎮ 与他们的先辈相比ꎬ 他们参与社会的态度更积极ꎬ 在参

与方式上更具时代性ꎬ 有着深刻的时代特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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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 越来越多的现实因素促使青年人重新思考宗教意义ꎮ 宗教在社会

生活中该处于何种地位? 伊斯兰教能否容纳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权、 民主理

念? 伊斯兰教法是否需要改革? 与这些问题相类似的问题在穆斯林中得到广

泛讨论ꎬ 其观点则借助一些穆斯林学者得以传播ꎮ 有的学者提出ꎬ “通过皈依

和自由选择成为一个穆斯林ꎬ 是一个人成为穆斯林的唯一方式ꎬ 这需要一个

世俗性的国家ꎮ 我的意思是ꎬ 这个世俗国家主张 ‘中道’ 等宗教教义ꎮ”① 有

的学者则强调ꎬ 在现实生活中要实现真正的人权ꎬ 必须摒弃宗教的影响ꎮ 否

则ꎬ 人权的实现只能是乌托邦式的空想ꎮ 穆斯林学者礼萨艾夫萨利 (Ｒｅｚａ
Ａｆｓｈａｒｉ) 强调: “我作为一个非宗教的中东人ꎬ 从一种世俗和普遍主义的角度

来探讨人权问题ꎮ”② 这些态度实际上反映了流行于当代阿拉伯青年中的一种

普遍情绪ꎬ 即主张依据阿拉伯地区的现实情况重新解读宗教经典ꎬ 这种观点

无疑挑战着传统伊斯兰知识分子乌莱玛的权威ꎮ 据有关 “世界价值观调查”
的研究结果显示: 伊斯兰教正在失去其社会稳定器的作用ꎮ 相对于其他发展

中国家的青年人ꎬ 阿拉伯青年穆斯林在宗教信仰方面更为虔诚ꎬ 他们在卫星

电视频道和互联网上接触到了大量的伊斯兰宗教知识ꎮ 因此ꎬ 传教者虽然能

对普通穆斯林保持一定程度的宗教权威ꎬ 但是现在年轻的阿拉伯人常常通过

引经据典ꎬ 来挑战他们的长辈ꎮ③ 他们常常引用 «古兰经» 经文: “对于宗

教ꎬ 绝无强迫ꎻ 因为正邪确已分明了” (２: ２５６)ꎬ 或者 “真理是从你们的主

降示的ꎬ 谁愿信道就让他信吧ꎬ 谁不愿信道ꎬ 就让他不信吧” (１８: ２９)ꎬ 来

证明穆斯林有宗教信仰自由ꎮ 他们认为ꎬ 人一生下来就应该享有真主赋予的

这一权利ꎬ 自由更是人类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ꎮ 青年人对经典的解读触发了

某种程度的 “宗教觉醒”ꎬ 越来越挑战公共生活中的宗教权威ꎬ 导致青年人对

宗教派别的热情持续下降ꎮ 据相关调查ꎬ 约占一半的青年人认为什叶派和逊

尼派的分裂是阿拉伯地区冲突不断的根源ꎮ④ 由此来看ꎬ 越来越多的现实因素

促使阿拉伯青年人重新审视宗教、 宗教权威和宗教教派ꎬ 努力打破阿拉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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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美国] 阿卜杜拉艾赫迈德安纳伊姆: «伊斯兰与世俗国家 － 伊斯兰法的未来议定»ꎬ 吕

耀军、 韩永静、 张红娟译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１ 页ꎮ
Ｒｅｚａ Ａｆｓｈａｒｉꎬ “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ꎬ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１６ꎬ Ｎｏ ２ꎬ １９９４ꎬ ｐｐ ２３５ － ２３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 ２１７０３３６２ －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 ｙｏｕｎｇ － ｔｈｒｅａｔ － ａｒａｂ － ｒｕｌｅｒｓ －

ａｒｅ － ｓｔｏｋｉｎｇ － ｎｅｘｔ － ｒｅｖｏｌｔ － ｌｏｏｋ － ｆｏｒｗａｒｄ － ａｎｇｅｒꎬ ２０１７ － １０ － １９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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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传统的宗教派别格局ꎮ
第二ꎬ 网络媒体为阿拉伯青年参与社会提供了重要平台ꎮ 在过去ꎬ 物质

条件的限制以及在信息获取方面上的不便ꎬ 限制了阿拉伯青年参与政治的程

度ꎮ 随着现代网络信息的发展ꎬ “推特”、 “脸书”、 “优兔” (ＹｏｕＴｕｂｅ) 和

“博客” 这些社交媒体被青年充分运用到社会变革中ꎮ 网络为政治力量的积聚

提供了必要手段ꎬ 在网络虚拟空间中ꎬ 通过关键词的搜索ꎬ 一些图片、 新闻、
信息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ꎬ 久而久之便会在信息获取者的大脑里留下

深刻印象ꎬ 进而产生出一种集体性的 “政治想象”ꎬ 由此影响到各种政治运动

发展的走向ꎮ 例如ꎬ 在 ２０１０ 年突尼斯变局中ꎬ 数百名突尼斯青年人在水果小

贩穆罕默德布阿吉吉自焚事件后几个小时里ꎬ 迅速聚集在西迪布济德省ꎬ
声援布阿吉吉ꎬ 并对经济困境、 青年失业以及警察滥用职权等情况表示强烈

不满ꎮ 通过 “脸书” 等社交媒体ꎬ 警察暴力压制民众示威的图片和视频在互

联网迅速扩散ꎬ 传播到世界各地ꎮ 据统计ꎬ 截至 ２０１０ 年底阿拉伯剧变发生之

时ꎬ 在阿拉伯地区使用博客、 电子邮箱、 “推特” 和 “脸书” 等互联网用户

超过 ２ ３００ 万人次ꎮ 在埃及ꎬ 新媒体技术已成为表达观点、 组织和动员活动的

工具ꎬ 用户使用数量和频率大幅增加ꎮ 在埃及人创建的博客里ꎬ 讨论政治问

题的用户占 ２０％ ꎮ 这些都为埃及青年运动提供了必要的准备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ꎬ
埃及青年哈立德萨伊德 (Ｋｈａｌｅｄ Ｓａｅｅｄ) 被警察私刑致死的事件成为民众反

抗的导火索ꎮ 萨伊德被强行殴打致死的照片迅速被放到网上ꎬ “生前看上去温

文尔雅、 热爱生活的模样和死后惨不忍睹的照片并列放在一起ꎬ 形成极大的

反差”①ꎮ 有位青年人以 “我们都是哈立德萨伊德” 为名ꎬ 在 “脸书” 上

建立平台ꎬ 并且通过阿拉伯语和英文两种语言对人们说ꎬ 不能再沉湎于这

种可悲、 可怕的现实了ꎮ 到 ２０１１ 年ꎬ 该网站页面至少吸引了 ４０ 万人的关

注ꎮ 在阿拉伯剧变波及的也门、 巴林、 约旦、 摩洛哥、 阿尔及利亚和科威

特等国ꎬ 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ꎮ 这些国家的青年穆斯林走上街头ꎬ 并通过

“推特”、 “脸书” 和 “优兔” 传递最新消息ꎬ 让全世界都听到了他们的

声音ꎮ
第三ꎬ 相较以往社会活动的精英化特征ꎬ 青年草根阶层在阿拉伯剧变及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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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前后社会运动中表现活跃ꎮ 在早先的阿拉伯社会运动或革命中ꎬ 发声者多

为精英阶层ꎬ 因为精英阶层有一定的知识能力和话语权ꎮ 而随着阿拉伯青年

在教育和物质条件方面的变化ꎬ 草根阶层的青年更为活跃ꎬ 甚至形成了庞大

的 “队伍”ꎮ 贝鲁特美国大学的拉米胡里 (Ｒａｍｉ Ｋｈｏｕｒｉ) 在面对媒体访谈

中说: “青年人只想安稳地生活而非制造麻烦ꎬ 但是他们的能力却不足以影响

国家政治、 社会和经济制度ꎮ 因此ꎬ 他们创造出了一个 ‘平行空间’ (如社交

媒体)ꎬ 这使得他们可以在正常环境中去发声”ꎮ 这些出身草根的青年人ꎬ 利

用社交媒体、 网站发声并组织活动ꎬ 其中学生占多数ꎮ 摩洛哥在阿拉伯剧变

发生之时的 “二二○” 群众抗议运动ꎬ 学生成为 “挑大梁” 的角色ꎮ 在国

外知名社交网站 “照片墙” ( 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 和 “优兔” 中ꎬ 一些阿拉伯地区的

青年人乐于向别人分享自己的生活点滴ꎬ 甚至一些年轻女孩开始以 “时尚博

主” 的新身份崭露头角ꎮ 随着全球信息的普及ꎬ 阿拉伯世界的新青年在新时

代背景下ꎬ 表现出了更加 “包容” 的特点ꎮ 学生、 失业青年一齐走上街头反

抗ꎬ 更是将 “反抗” 的接力棒从精英阶层交接到草根阶层ꎮ 在苏丹ꎬ 草根抗

议组织 “基瑞福纳” (Ｇｉｒｉｆｎａꎬ 意思是 “我们受够了”) 和 “苏丹现在改变”
(Ｓｕｄａｎ Ｃｈａｎｇｅ Ｎｏｗ) 中的大部分成员是由青年人组成ꎮ 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一

样ꎬ 这些青年人通过借助社交媒体和其他高科技通讯方式ꎬ 来表达他们对低

效政府的反对ꎬ 以及批评社会当中逐渐增长的民族和种族分裂现状ꎮ① 值得关

注的是ꎬ 阿拉伯国家也出现了新一代 “草根圣战者”ꎮ 由于阿拉伯国家存在种

种社会危机ꎬ 导致他们伊斯兰认同的强化ꎬ 并促使一些青年穆斯林错误地投

身于弘扬暴力的激进运动ꎬ “圣战” 给年轻人一种价值观选择ꎮ 久而久之ꎬ 一

些穆斯林青年认为参加 “圣战” 是自己赢得他人尊敬的主要渠道ꎬ 而出现暴

恐等不义之举ꎮ
第四ꎬ 女性青年以极高的热情参与社会政治活动ꎮ 相比起传统穆斯林女

性的默默无闻ꎬ 以及女权活动家和理论家的单打独斗ꎬ 年轻一代的穆斯林女

青年更愿意直接表达权利诉求ꎮ 她们不仅在继承前辈取得硕果的基础上参与

社会事务ꎬ 而且还成立组织并积极参与变革ꎮ 在阿拉伯剧变初期ꎬ 青年女性

一面亲身参与活动ꎬ 一面动员他人加入ꎮ 这些女性当中ꎬ 不仅有妇女活动家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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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Ｋｈａｌｉｄ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Ｍｅｄａｎｉꎬ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Ｇｒｉｅｖａ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Ｓｕｄａｎ’ ｓ Ｙｏｕｔｈ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Ａｃｔｉｖｉｓｍ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Ｎｏ ２６７ꎬ 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１３ꎬ ｐ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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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先前未曾涉足政治活动的家庭主妇和年轻女性ꎮ 在阿拉伯剧变的新闻中ꎬ
并不少见女性总是走在游行队伍前列的场景ꎮ 在一些国家ꎬ 女性甚至成为革

命的象征ꎮ 也门妇女权益活动家、 ２０１１ 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塔瓦库卡曼

(Ｔａｗａｋｋｏｌ Ｋａｒｍａｎ) 和巴林妇女权利活动家扎伊娜布哈瓦贾 (Ｚａｉｎａｂ Ａｌ －
Ｋｈａｗａｊａ) 等都是妇女权利运动的倡导者ꎮ 阿拉伯剧变给该地区带来的是更多

的社会动荡和愈演愈烈的暴力ꎬ 这对青年女性的影响尤甚ꎮ 穆斯林女性地位

未获得显著改善ꎬ 反而出现了 “倒退” 和 “令人担忧” 的情况ꎮ 在这场革命

中ꎬ 带有宗教色彩的政治伊斯兰力量明显上升ꎬ 并且占有强势地位ꎮ 从而给

女性权利运动的发展带来冲击ꎮ 埃及在 “一二五” 革命后ꎬ 因性骚扰、 女

性割礼、 暴力冲突、 贩卖人口等因素ꎬ 成为阿拉伯世界女权受损最甚的国家ꎮ
突尼斯曾为阿拉伯世界最自由的国家之一ꎬ 早在 １９５６ 年就通过法律给予妇女

完全平等地位ꎬ 曾被喻为自由平等的先锋ꎮ 然而ꎬ 在 “茉莉花革命” 期间ꎬ
突尼斯妇女举行大型集会ꎬ 抗议执政党在赛莱菲等宗教势力压力下准备修改

宪法ꎬ 把男女平等改为男女互补ꎬ 降低妇女地位ꎮ 在利比亚宣布恢复多妻制

时ꎬ 的黎波里的非政府组织 “利比亚妇女之声” 的负责人哀叹道: “利比亚女

人在这场斗争中也是牺牲者ꎮ 然而当斗争胜利之后ꎬ 她们非但没有得到奖赏ꎬ
反而失去了更多ꎮ 她们连做母亲和做妻子的权利都要被限制ꎬ 这是一种巨大

的讽刺ꎮ”① 因此ꎬ 伊斯兰世界自近代以来的女性权利运动以及发展起来的女

权理论ꎬ 在阿拉伯剧变后再一次经受了检验和筛选ꎮ 女性看到: 只有积极参

与到社会运动中去争取利益ꎬ 才是实现自我权利的有效途径ꎮ
宗教与世俗的问题一直是阿拉伯社会发展中讨论的问题ꎬ 这一问题也

为阿拉伯青年所关注ꎮ 青年们不仅要与治理能力低下的政府作斗争以争取

权利ꎬ 同时也要在宗教传统势力的互动中获得公民社会所必需的自由ꎬ 这

从当代阿拉伯青年社会参与的特征中可以清晰地看到ꎮ 阿拉伯青年社会参

与虽为中东地区的政治运动带来活力ꎬ 但阿拉伯地区长期形成的历史文化

传统和一些地区落后的物质现实ꎬ 又为青年人的社会参与带来挑战ꎬ 从而

决定着阿拉伯青年运动的趋势与走向ꎬ 也影响着中东国家社会变革和政策

制定的基本导向ꎮ

３０１

① 蒋兆勇: «茉莉余香堪怜否? 评阿拉伯之春后女权危机的实质»ꎬ ｈｔｔｐ: / / ｂｌｏｇ ｉｆｅｎｇ ｃｏ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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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新青年社会参与产生的影响

新一代阿拉伯青年投身社会变革ꎬ 旨在推动国内经济、 社会和就业等方

面一系列问题的解决ꎮ 总体来看ꎬ 他们的社会参与产生了一定社会影响ꎬ 但

同时也面临一些问题ꎮ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ꎬ 当代阿拉伯青年的社会参与在不同国家产生的影响

不尽相同ꎬ 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正面影响ꎬ 也有消极的负面影响ꎮ 从积极效

应看ꎬ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ꎬ 青年人的社会参与客观上推动了阿拉

伯国家步入新的社会转型之中ꎮ 阿拉伯青年社会参与的目的就是促进社会变

革ꎬ 中东地区发生的阿拉伯剧变就是一场自下而上的、 由普通民众推动的旨

在改善民生、 民权和 “民主” 的革命ꎮ 这场政治运动不仅波及阿拉伯地区世

俗化的 “共和制” 国家ꎬ 包括引起突尼斯、 埃及、 利比亚、 也门和叙利亚的

急剧社会动荡ꎬ 而且对该地区的君主制国家ꎬ 包括巴林、 沙特、 卡塔尔、 摩

洛哥和约旦等国也引发了不小的震荡ꎮ 阿拉伯剧变一方面造成该地区部分国

家政治与社会的不稳定ꎬ 尤其是叙利亚、 也门等国出现了内战ꎻ 另一方面ꎬ
经历阿拉伯剧变之痛ꎬ 中东国家也在探索符合本国历史、 文化条件的政治转

型与社会变革之路ꎮ 在此过程中ꎬ 新一代的青年人作为时代先锋ꎬ 推动执政

者顺应历史潮流ꎬ 进一步反思乃至调整相关政策ꎬ 就连一向以保守著称的沙

特阿拉伯也开始改革一些以前经常在人权层面讨论的问题ꎮ 例如ꎬ 沙特政府

开始放宽一些针对女性的 “禁令”ꎮ 继解除女性 “禁驾令” 后ꎬ 沙特阿拉伯

计划下一步宣布放宽女性的 “体育场禁令”ꎮ 此外ꎬ 沙特政府还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掀起了迅猛的反腐败风暴ꎮ 这些社会变革缘于多种因素ꎬ 但其中离不开当

代青年社会参与的推力ꎮ
其二ꎬ 青年人的社会参与也促使阿拉伯社会精英开始讨论现代社会发展

所面临的一些问题ꎬ 而这种反思与讨论对阿拉伯地区的未来发展是有益的ꎮ
讨论的议题诸如: 分权还是集权更适合阿拉伯国家? 如何处理世俗和宗教力

量的关系问题? 如何摆脱教派冲突的藩篱? 很明显ꎬ 在阿拉伯世界分权政治

模式带来的是教派意识复苏ꎬ 导致民主的异化ꎮ 过去ꎬ 这些阿拉伯国家基本

是世俗政权ꎬ 中东剧变后一些政治伊斯兰势力上台ꎬ 但是他们也解决不了问

题ꎮ 受过西方思想影响的阿拉伯青年高度的社会参与ꎬ 更是启动了人们对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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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的反思ꎮ 当社会运动浪潮风起云涌时ꎬ 这些青年人义无反顾地走上街

头ꎮ 埃及著名思想家绍基贾拉勒指出: “虽然埃及动荡并非外部力量直接作

用的结果ꎬ 但埃及青年的观念趋向于西方化ꎬ 这是促使他们走上街头并最终

推翻前政权的重要诱因之一ꎮ”① 然而ꎬ 当 “一二五” 革命取得成功之时ꎬ
青年人则又在文化取舍上陷入茫然之中ꎮ

其三ꎬ 青年人的社会参与打破了传统权威的绝对影响力ꎬ 扩大了社会各

群体对社会事务的参与度ꎮ 如前所述ꎬ 青年人以各种独特的方式监督时政ꎬ
表达诉求ꎬ 发出自己的声音ꎬ 力推政府治理决策与具体举措的善化ꎮ 此外ꎬ
在青年人的影响下ꎬ 人们逐渐消除了对当政者的盲目畏惧心态ꎬ 思想观念进

一步得到解放ꎬ 敢于表达自己独立的观点ꎬ 自由、 平等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ꎮ
受这种舆论环境的影响ꎬ 近年来阿拉伯世界涌现出一股新的社会思潮ꎬ 社会

生活的氛围较以往开放ꎮ 阿拉伯青年以新的视野、 新的角度、 新的方式踊跃

参与诸多社会活动ꎬ 尤其在文化活动中青年人表现出极大的参与热情ꎮ 譬如ꎬ
伊拉克自 ２０１５ 年举办每年一次的选美比赛ꎬ 在 ２０１７ 年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举

行的 “伊拉克小姐” 选美比赛中ꎬ 来自伊拉克各地的女青年参与其中ꎬ “她们

不仅要身穿礼服展示曼妙身姿ꎬ 还穿上休闲的短袖上衣和牛仔裤ꎬ 展现青春

活力”ꎮ② 由此体现青年人的风采与活力ꎮ
当然ꎬ 阿拉伯青年社会参与的负面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ꎮ 阿拉伯社会的

当代发展特点和青年社会参与的特征注定了阿拉伯青年的社会参与有着浓厚

的悲剧性色彩ꎮ 从总体看ꎬ 阿拉伯青年社会参与形式较为单一ꎬ 多是急风暴

雨式的群众运动ꎮ 在社会参与过程中ꎬ 一些青年人是因为失业、 教育、 经济

问题走上街头ꎬ 另一些青年则因受到网络等新媒体的鼓动走上街头ꎬ 进行示

威流行ꎮ 有些阿拉伯青年虽受过高等教育ꎬ 但他们政治参与的能力和技巧相

当稚嫩ꎬ 参与热情的持续力不长久ꎬ 这些弱点难免会使他们在社会参与中缺

乏长期目标ꎬ 组织涣散ꎮ 事实上ꎬ 青年人社会参与过程中ꎬ 明确知道反对什

么ꎬ 但在想要什么问题上还很茫然ꎮ 青年人的社会参与的激进形式ꎬ 给社会

带来了混乱甚至容易引起暴力冲突ꎬ 对一些阿拉伯国家的社会稳定构成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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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ꎮ 一旦参与结果与预期相差甚远的话ꎬ 部分青年人容易在失望和愤怒当

中走向极端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６ 年突尼斯的两名青年因申请政府公职工作被除名ꎬ
一气之下便爬上电线杆抗议ꎬ 因触电而死亡ꎬ 导致突尼斯多地骚乱和示威不

断ꎮ 突尼斯卡塞林市数千名青年抗议者与警方对峙ꎮ 一些抗议者在抗议过程

中高呼 “给我工作ꎬ 否则将发动另一场革命” 的口号ꎮ 这种缺乏理智的冲动

行为既无助于问题的解决ꎬ 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国内局势的混乱ꎬ 很有

可能被潜藏在该国的宗教极端组织所利用ꎮ 因此ꎬ 当代阿拉伯青年社会参与

过程中ꎬ 仍有许多问题需要反思ꎮ 尤其在阿拉伯剧变后的数年ꎬ 部分国家经

历政权更迭ꎬ 青年人承受着不断重复的动荡之苦ꎮ 这种社会动荡撕裂着青年

人的宗教和部族归属感ꎬ 使得青年人的思想观念更加混乱ꎬ 社会动荡的根源

愈加明显ꎮ 一些阿拉伯青年人在宗教信仰上表现淡漠ꎬ 他们更需要的是急需

经济独立ꎻ 而一些青年则更趋于保守ꎬ 正如埃及 ２９ 岁的艾曼纳比尔

(Ａｙｍａｎ Ｎａｂｉｌ) 宣称: “我比我父亲更保守ꎬ 因为他是基于传统而变得保守ꎻ
但我是根据我受的教育和读的经典而更加保守的ꎮ”① 这是当下阿拉伯青年社

会参与过程中面临的困惑与问题ꎮ
综上ꎬ 在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下ꎬ 新一代阿拉伯青年通过各种途径参与社

会事务ꎬ 这对阿拉伯世界的当代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虽然青年的社会参与

具有双重影响ꎬ 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ꎬ 将青年人与社会混乱等同起来的观点

是片面的ꎬ 我们更应看到 “他们身上所展现的新的文化和政治话语ꎬ 以及催

生的新观点和社交网络发展的能力ꎮ 充分发挥这些能力将为动员民众广泛参

与国家政治、 经济与社会生活提供基础性的条件ꎮ”② 因此ꎬ 青年社会参与对

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ꎬ 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ꎬ 而是应该置于具体的

场域或事件来考量ꎮ

结　 论

近现代中东的历史早已证明ꎬ 阿拉伯地区所发生的任何变革都与青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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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千丝万缕的联系ꎮ 全球化对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使得阿拉伯青年的社会参与

能力增强ꎬ 并对传统权威带来一定挑战ꎮ 我们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ꎬ 当

下阿拉伯地区的青年比起他们的先辈面临着更大挑战ꎮ 他们或许可以成为国

家政治水平不断改善的推动者ꎻ 或许是地区或国家冲突的受害者ꎬ 失业、 流

亡成为他们中很多人的噩梦ꎻ 或许是中东乱局的参与者ꎬ “伊斯兰国”、 “胡塞

武装组织” 都有青年人的身影ꎮ 在持续至今的阿拉伯剧变中ꎬ 青年人满怀改

变现实生活的美好希望ꎬ 但未出现他们所期待的图景ꎬ 这加重了他们的受挫

心理ꎮ 在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倒台后ꎬ 青年人的生活陷入了更加困顿的状态ꎮ
虽然叙利亚经历多年的战火硝烟ꎬ 将步入战后重建阶段ꎬ 但毫无疑问的是ꎬ
从 ２０１２ 年至今ꎬ 叙利亚生灵涂炭ꎬ 许多战争难民仍处于流亡的境地ꎮ 从历史

的发展轨迹来看ꎬ 在阿拉伯地区的社会发展过程中ꎬ 青年人不断地被裹挟进

一个个政治运动中ꎮ 一个紧急状态的结束ꎬ 意味着另一个紧急状态的开始ꎮ
要解决这种反复出现的社会动荡ꎬ 是值得学界在理论上认真思考的问题ꎮ

要解决阿拉伯青年问题ꎬ 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第一ꎬ 重视非政府组

织的作用ꎬ 直面青年人的教育和就业问题ꎮ 毫无疑问ꎬ 阿拉伯国家的一些非

政府组织关注青年人劳动技能问题ꎬ 有助于提升受训者的经济参与能力ꎬ 从

而为他们广泛参与社会事务提供基础条件ꎮ 然而ꎬ 这些非政府组织在运作过

程中ꎬ 面临着资金不足的困难ꎮ 一些民间组织自有资金不足ꎬ 而吸收国外组

织的捐助又被国家所禁止ꎬ 并且很容易被打上 “西方国家代理人” 的标签ꎬ
这使得这些非政府组织进退两难ꎮ 一旦资金链断裂ꎬ 那么这些组织就会难以

为继ꎬ 这常常制约着非政府社团组织长期目标实现的可能性ꎮ 正如突尼斯和

埃及的一些非政府组织的创立者所指出的ꎬ 仅有短期目标而不做长远打算ꎬ
对培养青年人的能力和专业知识会有不利影响ꎬ 同时也会扩大民间组织和政

府部门之间的隔阂ꎮ 因此ꎬ 倘若要使其在培训青年人持续培训取得可持续成

效ꎬ 则需要政府相关部门主动为这类非政府组织提供长期的人力、 财力和资

源支持ꎮ
第二ꎬ 以经济自立为基础ꎬ 引导青年人树立开放性思维ꎬ 冲破固有的宗

族传统和代际关系对青年人社会参与广泛性的束缚ꎮ 一直以来ꎬ 强大的以家

庭为核心的宗族观影响着青年人的行为方式ꎮ 随着时代发展ꎬ 阿拉伯青年虽

然越来越受个体自由的观念所吸引ꎬ 但仍有许多人要在寻求个人自由与维护

家族利益的传统价值观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ꎮ 一些年轻的穆斯林虽然一直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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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抗拒专制的家长制ꎬ 并大胆地批评时弊ꎬ 但是其观点和行为大都不会被他

们的家长所支持ꎮ 正如参加约旦民间组织活动的一位青年人所说: “在我们的

家庭中ꎬ 年轻人必须听从长辈的意见ꎻ 如果你想表达与他们不同的意见ꎬ 就

只有在家庭之外去表达”ꎮ① 显然ꎬ 青年人在选择以家庭为指导的人生规划与

追求更加自由、 自主的生活时常常会产生矛盾ꎮ 出于经济上的受限以及婚姻

财礼资助需要的考量ꎬ 大部分青年人不得不屈服于父母和其他长辈的权威ꎮ
由此ꎬ 与父母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青年人ꎬ 必须要遵守宗教律法下的一些规

范ꎬ 包括消费习惯、 接人待物、 参与社会活动等等ꎮ 久而久之ꎬ 这使得很多

青年人形成循规蹈矩的思维习惯ꎬ 影响了他们参与社会事务的广度和深度ꎮ
为此ꎬ 提升青年人的经济实力是破解这种束缚的关键ꎬ 这既需要政府的持续

努力ꎬ 尤其是解决青年人就业不足问题ꎬ 也需要青年树立自立意识及提高自

我发展能力ꎮ
第三ꎬ 以科学解经引导广大信教青年正确理解伊斯兰教教义ꎬ 从根本上

遏制宗教极端势力渗透、 蔓延和遏制暴力恐怖ꎮ 当下ꎬ 在阿拉伯世界ꎬ 传统

的 “哈里发帝国” 思想以及一些极端主义观念仍然根深蒂固ꎬ 这无疑在很大

程度上深刻影响着阿拉伯青年社会参与的趋向ꎮ 各种宗教极端组织以反美为

理由ꎬ 借机在青年人中唤起他们的宗教情感和宗教理想ꎮ 例如ꎬ “伊斯兰国”
运用社交媒体ꎬ 在伊斯兰国家招募了大量 “圣战者”ꎮ 这就需要宗教学者理论

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对伊斯兰教义做出合乎现代性的解释ꎬ 以对抗教派冲突

和极端主义的影响ꎮ 艾哈迈德拉希德指出: “阿拉伯国家必须形成一种反对

极端主义的共同叙事ꎬ 并通过更现代的教育课程来满足解释伊斯兰教 ‘中道’
思想的需要ꎮ 阿拉伯国家政府只有采取有针对性的举措ꎬ 才能阻止青年人不

被 ‘伊斯兰国’ 的宣传所影响ꎮ”② 二是注重增加中东地区社会发展的 “客体

叙事”ꎬ 即更多关注民众的物质需要ꎮ 对宗教合法性和宗教正统的过分强调ꎬ
一直是中东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ꎮ 即使是一个持世俗观点的当政者ꎬ 出于

执政道统合法性的需要ꎬ 也往往要借助于宗教因素ꎮ 而这种对主体宗教意识

的过度强调ꎬ 往往忽略了对影响人们生存的客体世界的关注ꎬ 导致了国家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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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失衡ꎮ 因此ꎬ 中东社会的当政者、 宗教学家和学者要正视现实ꎬ 更多关

注客观的物质世界ꎬ 以推进社会发展与民生改善作为 “总钥匙”ꎬ 加之伊斯兰

传统文化的支撑ꎬ 夯实社会稳定的基础ꎮ
由此ꎬ 如何既引导青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ꎬ 又避免出现大的动荡ꎬ 是

一个需要理论和现实层面亟待解决的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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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ｏｕｔｈ ｔｒｙ ｔｏ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ｗａｙ ｔｏ ｂｒｅａｋ ｐｏｗｅｒ ｏｒ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ｒａｂ ｙｏｕｔｈ’ 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ꎬ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ａｒ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ｆｏｒｃｅꎬ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ｕｓｅ ｍｅｄｉａ ｔｏ ｃｏｎｖｅ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ｉｄｅａｓ Ｔｈｅ ｙｏｕｔｈ’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ｂｒｉｎｇｓ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ｏ Ａｒａｂ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ꎬ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ｐｏｐｕｌａｒꎬ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Ａｒａｂ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ｕｒｓｅꎬ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Ａｒａｂ ｙｏｕｔｈ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ｌｓｏ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ꎬ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ｏ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ｒｅｇ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Ｙｏｕｔｈ Ｉｓｓｕｅꎻ Ａｒａｂ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ꎻ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ｕｔｈꎻ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ꎻ Ｉｓｌａ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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