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讨论

政治游说与社会公关: 库尔德移民
对欧盟库尔德政策制定的影响

唐志超

　 　 内容提要　 欧洲是库尔德人在库尔德斯坦之外的最大聚居地ꎮ 欧盟库尔

德移民群体高度政治化ꎬ 民族归属感强烈ꎮ 库尔德移民积极开展各种活动ꎬ
唤醒欧盟社会关注库尔德人的生存状况ꎬ 游说欧盟支持库尔德人利益诉求ꎮ
近年来ꎬ 随着中东陷入动荡和叙利亚战争爆发ꎬ 尤其是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兴起和大规模叙利亚难民潮的出现ꎬ 在库尔德移民组织积极游说下ꎬ 欧盟对

库尔德人的态度与政策发生积极变化ꎮ 这主要表现在: 欧盟社会对库尔德人

同情感普遍提升ꎻ 扩大与库尔德人直接联系与交往ꎻ 加大对库尔德人的支持

力度ꎬ 尤其是军事支持ꎻ 将库尔德人提升到伙伴和盟友的重要地位ꎻ 敢于因

库尔德问题与土耳其进行对抗ꎮ 虽然欧盟对库尔德政策并未发生根本转变ꎬ
仍对库尔德人独立建国持反对态度ꎬ 但库尔德移民在欧洲社会日渐上升的影

响却是不争事实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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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盟境内ꎬ 库尔德移民人口数量近 ２００ 万ꎮ 在欧盟境内为数众多、 数

量庞大的移民群体中ꎬ 库尔德人并不突出ꎮ 不过ꎬ 近年来ꎬ 库尔德人在欧盟

积极开展政治游说和社会公关ꎬ 积极影响欧盟的库尔德政策ꎬ 现已成为欧洲

游说集团大军中的一支新兴力量ꎮ 在欧盟政治中ꎬ 游说集团是影响社会舆论、
干预决策进程、 塑造政策行为的重要行为体ꎮ 鉴此ꎬ 库尔德移民群体在欧盟

政治游说的新动态及其效果值得探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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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境内库尔德移民群体的形成

库尔德人是中东主要民族之一ꎬ 大部分居住在土耳其、 伊拉克、 伊朗和

叙利亚四国ꎬ 总人口约 ３ ０００ 万ꎮ 库尔德人作为一个大规模移民群体出现在欧

洲的历史并不太长ꎬ 最早可追溯到奥斯曼帝国的后期和一战结束初期ꎬ 主要

是原居住在东南欧和塞浦路斯的库尔德人向欧洲腹地迁移ꎬ 不过当年数量很

小ꎬ 规模不大ꎬ 直到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ꎬ 才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移民潮ꎮ 当时ꎬ
由于战后欧洲出现大规模劳工荒ꎬ 联邦德国、 法国、 比利时、 荷兰、 奥地利、
瑞士、 瑞典、 芬兰、 挪威和丹麦等西欧和北欧国家与土耳其等国签署了劳工

协议ꎬ 从土耳其、 突尼斯、 摩洛哥等中东国家引进数百万劳工ꎮ① 此外ꎬ 英

国、 丹麦、 瑞士也与土耳其签署了劳工协议ꎮ 虽然 ７０ 年代后大规模劳工引

进计划基本终止ꎬ 但随着家庭团聚计划、 性别平衡计划等政策相继实施ꎬ
土耳其人在欧洲人数有增无减ꎬ 持续增长ꎮ 目前ꎬ 欧盟境内土耳其移民人

口高达１ ０００万ꎬ 其中德国的土耳其人最多ꎬ 约 ５００ 万ꎻ 法国次之ꎬ 约 １００
万ꎻ 荷兰、 英国和奥地利各约 ５０ 万ꎮ 库尔德人作为土耳其劳工的重要组成

部分ꎬ 也开始大规模进入欧洲ꎮ 据统计ꎬ 在德国 ５００ 万土耳其人口中ꎬ 库

尔德人约占 １ / ５ꎬ 数量高达 １００ 万ꎮ 这一时期ꎬ 土耳其库尔德人是库尔德人

移民欧洲的主体ꎮ
从 ７０ 年代中期开始ꎬ 受政治、 安全因素影响ꎬ 来自伊拉克和伊朗的库尔

德人开始急剧增加ꎬ 欧洲出现第一批大规模库尔德政治难民ꎮ １９７５ 年伊朗和

伊拉克达成 «阿尔及尔协议»ꎬ 伊拉克政府开始大肆镇压伊拉克库尔德人ꎬ 库

尔德人被迫大量逃亡欧洲ꎮ １９７９ 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ꎬ 随后新政权与盟友

库尔德人闹翻ꎬ 库尔德争取自治运动遭镇压ꎬ 伊朗库尔德人开始出逃ꎮ ８０ 年

代ꎬ 两伊战争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８ 年) 造成大量难民、 萨达姆政权强力镇压与伊朗

勾结的伊拉克库尔德人 (甚至不惜动用化武)、 １９８０ 年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ꎬ
以及库尔德工人党 (ＰＫＫ) 开始发动武装游击斗争ꎬ 这一系列事件引发新一

波库尔德人逃难至欧洲ꎮ 到了 ９０ 年代ꎬ 来自土耳其和伊朗的库尔德难民继续

０８

① １９６１ 年 １０ 月ꎬ 联邦德国与土耳其签署劳工协议ꎻ １９６４ 年ꎬ 比利时、 荷兰和奥地利分别与土

耳其签署协议ꎻ １９６５ 年ꎬ 法国与土耳其签署协议ꎻ １９６７ 年ꎬ 瑞典和土耳其签署协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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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多ꎮ １９９１ 年初ꎬ 受美国总统老布什的挑唆ꎬ 伊拉克库尔德人发动起义ꎬ 但

很快遭到萨达姆政权的镇压并引发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ꎬ １５０ 万库尔德人沦为

难民ꎬ １００ 多万人逃亡到土耳其和伊拉克ꎬ 其中一部分人远逃欧洲ꎮ ９０ 年代

也是土耳其政府和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ꎬ 导致大量库尔德

人逃离土耳其前往欧洲ꎮ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尤其是进入第二个十年后ꎬ 又有新一波库尔德难民涌入

欧洲ꎬ 这一次主要是叙利亚库尔德人ꎮ 叙利亚战争以及 “伊斯兰国” 的威胁

造成数百万库尔德人沦为难民ꎬ 有数十万库尔德难民逃亡欧洲ꎬ 酿成欧洲难

民危机ꎮ 据联合国统计ꎬ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 有 １００ 万叙利亚难民申请在欧盟

避难ꎬ 其中德国收到 ４５ ６ 万份申请ꎬ 数量最多ꎬ 瑞典次之 (约 １１ 万)ꎬ 荷兰

第三 (３ ２ 万)ꎮ① 这其中相当部分为叙利亚库尔德难民ꎮ 另据伊拉克政府的

统计ꎬ ２０１７ 年 １ ~ ６ 月ꎬ 有 ２４ 万人从伊拉克和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前往土耳其

旅游ꎬ 其中绝大部分经希腊和意大利沿海地区去了欧洲ꎮ②

总体而言ꎬ 促使大量库尔德人移民欧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地理上接近ꎬ
尤其是土耳其与欧洲相邻ꎻ 欧盟国家经济发达ꎬ 社会安定ꎬ 对库尔德人有很

大吸引力ꎻ 库尔德人在所在国生存环境恶劣ꎻ 库尔德人聚居国频繁发生动荡ꎬ
冲突不断ꎻ 土耳其与欧盟加快融合ꎬ 欧盟启动土入盟谈判ꎬ 交往日益便利ꎬ
等等ꎮ 目前ꎬ 欧盟成员国境内究竟有多少库尔德人ꎬ 很难确切统计ꎮ 其中一

个非常重要原因是ꎬ 欧洲各国是按移民来源国的国籍登记身份的ꎬ 只有土耳

其人、 伊拉克人、 伊朗人和叙利亚人ꎬ 而没有库尔德人ꎮ 欧洲委员会的一个

报告称西欧有 １３０ 万库尔德人ꎮ 欧洲库尔德协会联盟 (ＫＯＮ － ＫＵＲＤ) 称欧洲

有 １５０ 万库尔德人③ꎬ 不过这还是 ２０１２ 年的数字ꎮ 库尔德 － 欧洲协会 (ＫＥＳ)
声称大约有 ２００ 万人ꎮ④ 位于巴黎的库尔德研究所统计数据是 １５０ 万 ~ １７０ 万

人ꎮ 其中ꎬ 德国约 ８５ 万 ~ ９５ 万人ꎬ 法国约 ２３ 万 ~ ２５ 万人ꎬ 荷兰 １０ 万 ~ １２
万人ꎬ 瑞士 ８ ５ 万 ~ ９ ５ 万人ꎬ 奥地利 ８ 万 ~ ９ ５ 万人ꎬ 比利时 ７ 万 ~ ８ ５ 万

人ꎬ 瑞典 ８ ５ 万 ~ １０ 万人ꎬ 英国 ７ 万 ~ ９ 万人ꎬ 希腊 ４ 万 ~ ５ 万人ꎬ 挪威 ２ ５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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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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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 ~ ３ 万人ꎬ 意大利 ２ ５ 万 ~ ３ 万人ꎬ 丹麦 ２ ５ 万 ~ ３ 万人ꎬ 芬兰 １ ５ 万 ~ １ ８
万人ꎮ① 这一数据基本可信ꎮ 从数量上看ꎬ 库尔德人在欧盟并不算多ꎮ 从分布

看ꎬ 德国库尔德人最多ꎬ 约占欧洲库尔德移民的一半ꎮ 从国籍来看ꎬ 欧洲库

尔德移民主要来自土耳其ꎬ 其次是伊拉克、 叙利亚ꎬ 伊朗最少ꎮ 各国库尔德

人在欧洲总体上是混居的ꎬ 但又呈现集中聚居的特点ꎮ 例如ꎬ 土耳其库尔德

人主要分布在德国以及荷兰、 比利时ꎬ 伊朗库尔德人主要分布在法国、 英国

和北欧国家ꎬ 伊拉克库尔德人主要分布在英国以及荷兰、 比利时ꎬ 叙利亚库

尔德人主要在德国ꎮ 这一特性的形成有着历史文化的因素 (比如英国对伊朗

和伊拉克的殖民ꎬ 法国对叙利亚的殖民)ꎬ 也有现实利益考虑 (德国引进土耳

其劳工最多)ꎮ

库尔德移民社团政治游说的策略与特点

随着库尔德人群的扩大和数量增长ꎬ 各种库尔德社团组织也应运而生ꎮ
据称ꎬ ２０１２ 年时欧盟境内有 １４０ 多个库尔德人团体ꎮ② 近年来ꎬ 库尔德组织急

剧增多ꎬ 目前活跃在欧盟境内的库尔德社团组织大大小小有数百个之多ꎮ 其

中德国最多ꎬ 仅柏林就至少有 ６０ 个ꎮ③

欧盟境内的库尔德组织团体大致分为五类: 一是来自库尔德斯坦的库尔

德地方政府、 库尔德政党的驻欧代表处和办事处ꎮ 二是政治游说组织ꎮ 这些

组织有库尔德 －欧洲协会、 欧洲库尔德民主团体大会 (ＫＣＤ － Ｅ)、 欧洲库尔

德协会联盟、 库尔德国民大会 (ＫＮＫ)④、 德国民主库尔德社会中心 (ＮＡＶ －
ＤＥＭ)、 库尔德斯坦和平组织 (Ｐｅａｃｅ ｉｎ Ｋｕｒｄｓｔａｎ)、 德国库尔德协会、 库尔德

公决委员会、 库尔德之友委员会、 西库尔德斯坦流亡政府、 库尔德人权委员

会、 伦敦库尔德进步中心⑤、 英国库尔德人民大会ꎬ 等等ꎮ 三是文化教育机

构ꎬ 如巴黎库尔德研究所、 布鲁塞尔库尔德研究所、 库尔德科学艺术学院、
国际库尔德社会研究所 (ＩＩＳＫＳ )、 欧洲库尔德研究中心 (柏林) 等ꎮ 四是专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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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９ － ０３ － ２０

Ｒｏｎｉ Ａｌａｓｏｒ ａｎｄ Ｌｏｒｉｎ Ｓａｒｋｉｓｉａｎꎬ ｏｐ ｃｉｔ
详见 “库尔德人在柏林” 网站: ｈｔｔｐ: / / ｋｕｒｄｂｅ ｄｅ / Ａｄｒｅｓｓ / ｖｅｒｅｉｎ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０４ꎮ
总部设在英国ꎮ
由英国的一名库尔德裔政治家建立ꎮ



政治游说与社会公关: 库尔德移民对欧盟库尔德政策制定的影响　

业团体ꎬ 如库尔德学生和青年联盟、 库尔德作家和知识分子联合会、 欧洲库

尔德妇女运动 (ＴＪＫ － Ｅ)、 库尔德妇女联合会ꎮ 五是社区组织和俱乐部ꎮ 德

国的中小城市一般都有库尔德社区组织ꎮ 前三类在政治游说和组织动员方面

扮演了主要角色ꎮ 以代表处和办事处为例ꎬ 目前ꎬ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地区的

政府、 主要政党都在欧洲设立了办事处和代表处ꎮ 库尔德地区政府 (ＫＲＧ)
在海外设立了 １４ 个代表处ꎬ 其中 １０ 个在欧洲 (奥地利、 比利时、 法国、 意

大利、 德国、 英国、 波兰、 西班牙、 瑞典和瑞士)ꎮ① 库尔德爱国联盟 (ＰＵＫ)
在伦敦、 巴黎、 柏林、 罗马、 布鲁塞尔、 斯德哥尔摩设有办事处ꎮ② 库尔德民

主党在伦敦设立欧洲分部ꎬ 由一名政治局委员领导ꎮ 此外ꎬ 土耳其、 伊朗

和叙利亚的库尔德政党、 团体也纷纷成立驻欧代表处和办事处ꎬ 如叙利亚

的北叙自治联邦政府 (Ｒｏｊａｖａ)、 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 ( ＰＹＤ) 及其武

装组织人民保护军 (ＹＰＧ)、 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 (ＰＫＫ) 和人民民主党

(ＨＤＰ)、 伊朗的库尔德自由生命党 ( ＰＪＡＫ)、 伊朗库尔德民主党 (ＫＤＰＩ)
等ꎮ 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在莫斯科、 布拉格、 柏林、 巴黎、 斯德哥尔摩、 海

牙设有办事处ꎮ 主要任务是争取国际承认ꎮ③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ꎬ 该组织在布拉格

和斯德哥尔摩设立办事处ꎬ ５ 月在柏林和巴黎成立办事处ꎮ 土耳其的人民民

主党 (ＨＤＰ) 在欧盟也设有代表处ꎬ 地点位于比利时ꎮ 这些组织的代表处、
办事处和联络处大多是公开的ꎬ 基本都未获得外交使团地位ꎬ 实际上是作

为一个非政府组织在开展活动ꎮ 值得一提的是ꎬ 代表处工作人员大多为欧

洲库尔德侨民ꎮ
身份归属感强和高度政治化是欧盟境内库尔德人以及库尔德社团组织的

鲜明特点ꎮ 一般而言ꎬ 库尔德组织主要有着四大使命: 一是游说动员欧盟各

国政府和欧洲社会支持库尔德人ꎻ 二是促进在欧库尔德人团结协作ꎬ 并在政

治、 经济、 文化上等各方面积极向母国库尔德地区提供支持和帮助ꎻ 三是宣

传库尔德民族文化ꎬ 保持库尔德民族特性ꎻ 四是开展库尔德人之间的团结

互助ꎮ

３８

①
②
③

此外ꎬ 还在美国、 俄罗斯、 澳大利亚和伊朗设立了代表处ꎮ
在华盛顿、 莫斯科也设立了办事处ꎮ
“Ｒｏｊａｖａ’ｓ Ｆｉｒｓｔ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Ｏｐｅｎｓ ｉｎ Ｍｏｓｃｏｗ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ａ ｉｎｆｏ / ｎｅｗ / １０７１４ / ｒｏｊａｖａ － ｆｉｒｓｔ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 ｏｆｆｉｃｅ － ｏｕｔｓｉｄｅ －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 ｏｐｅｎｓ － ｉｎ － ｍｏｓｃｏｗꎬ
２０１９ － ０３ －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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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开展政治游说和社会公关ꎬ 动员欧盟支持库尔德民族事业ꎬ 争取欧盟

民众和社会舆论同情和支持ꎬ 则是在欧库尔德社团组织的核心任务ꎮ 具体目

标主要包括五方面: 推动欧盟支持库尔德独立或建立高度自治ꎻ 争取欧洲社

会对库尔德事业的同情ꎻ 推动欧盟关注土耳其、 伊朗等相关国家的人权和民

主状况ꎬ 保护库尔德少数民族权益ꎻ 保障库尔德人和库尔德地区的安全ꎻ 争

取欧盟扩大对库尔德人援助ꎮ
库尔德人将游说重点确定为欧盟是有特殊考虑的ꎮ 库尔德人有句谚语:

除了大山之外ꎬ 库尔德人没有朋友ꎮ 库尔德人深处于土耳其人、 阿拉伯人和

伊朗人的重重包围之下ꎬ 在实力对比悬殊、 地区内孤立无援的情况下ꎬ 到外

部寻找盟友和支持者无疑是库尔德人改变命运的一条关键路径ꎮ 而美国、 苏

联或俄罗斯、 欧盟则是库尔德人寄予无限希望的对象ꎮ 鉴于历史上有着被美

国和苏联多次叛卖的惨痛教训ꎬ 库尔德人投入了更多资源和精力去寻求欧盟

的支持ꎮ 对库尔德人而言ꎬ 欧盟在全球有着举足轻重的政治和军事影响ꎬ 又

是中东近邻ꎬ 对土耳其、 伊朗、 伊拉克和叙利亚四国有着特殊影响ꎮ 欧盟可

在支持库尔德人自治或独立ꎬ 改善库尔德人民主与人权状况ꎬ 保护库尔德人

安全ꎬ 调解库尔德人与所在国中央政府的矛盾与冲突ꎬ 提供经济社会和人道

主义援助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ꎮ 同时ꎬ 生活在欧盟境内的近 ２００ 万库尔德人

更是可资动员利用的宝贵资源和重要资产ꎬ 也具有开展游说的各种便利条件ꎮ
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驻欧盟代表德拉瓦尔阿吉盖伊 (Ｄｅｌａｖａｒ Ａｊｇｅｉｙ) 指

出ꎬ 伊拉克中央政府和库尔德地区政府之间的谈判需要国际协调ꎮ 而欧盟在

伊拉克中央政府和库尔德地区政府对话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ꎮ 欧盟可利用其

影响力ꎬ 发挥积极作用去保证宪法赋予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权利ꎬ 并达成对双

方都是双赢的协议ꎮ①

目前ꎬ 在欧洲库尔德人中已经形成了由库尔德社团组织、 公关公司、 当

地政治盟友等构成的游说和公关网络ꎮ 库尔德人开展游说的方式、 方法多种

多样: 其一ꎬ 建立各种社团组织ꎬ 积极开展与当地政府机构、 政党以及政要

的交往ꎮ 其二ꎬ 积极推动欧盟以及各成员国议会通过涉库尔德问题相关决议ꎮ
其三ꎬ 大量邀请欧洲政治家和社会名流访问库尔德斯坦ꎬ 组织库尔德地区代

４８

① “Ｎｅｗ ＥＵ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ｏ Ｉｒａｑ ｗｈｉｌｅ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Ｐｕｔ ｏｎ Ｈｏｌｄ”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ｒｕｓｓｅｌｓ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ｅｕ － ａｆｆａｉｒｓ / １００２８ / ｎｅｗ － ｅｕ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 ｏｎ － ｓｕｐｐｏｒｔ － ｔｏ － ｉｒａｑ － ｗｈｉｌｅ － ｋｕｒｄｉｓｈ －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 ｐｕｔ － ｏｎ － ｈｏｌｄꎬ ２０１９ － ０３ －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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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团访欧ꎬ 推销库尔德斯坦ꎬ 宣介库尔德问题ꎬ 培养亲库尔德的欧洲政治家ꎮ
其四ꎬ 支持库尔德移民参与当地政治ꎬ 进而影响决策ꎮ 其五ꎬ 经常性举办有

关库尔德形势的发布会、 研讨会ꎬ 影响社情民意ꎮ 其六ꎬ 组织请愿、 游行集

会、 示威抗议、 绝食等活动ꎮ 其七ꎬ 举办库尔德文化艺术和教育活动ꎬ 宣传

库尔德文化ꎮ 其八ꎬ 举行募集资金等慈善公益活动ꎬ 等等ꎮ
库尔德人的公关对象主要有三类: 各国政府及政要ꎻ 欧盟主要机构如欧

盟委员会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欧洲议会 (ＥＰ)、 欧洲人权法庭ꎻ 普通民

众ꎮ 其中ꎬ 各国政府、 欧洲议会、 欧盟委员会、 欧洲委员会 (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① 及其下属机构 (如欧洲人权法院、 议会大会) 是游说重点目标ꎮ 欧

洲议会是各种游说集团展开激烈博弈的重要场所ꎮ 近年来ꎬ 针对欧洲议会的

库尔德游说集团数量有了明显增加ꎮ 在库尔德人推动下ꎬ 欧洲议会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成立 “欧盟库尔德友好协会”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ꎬ 欧洲议会又成立新的 “库
尔德友谊小组”ꎬ 致力于保护库尔德人权ꎮ 该小组定期举行涉库尔德问题会

议ꎬ 由来自库尔德地区的政府、 政党、 宗教和民族团体、 公民社会组织等向

库尔德小组成员通报库尔德地区最新情况ꎮ 小组还会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

府合作ꎬ 一起组织议员们到库尔德地区访问ꎬ 与当地政府和民众开展直接交

流ꎮ 欧洲委员会也是多年来库尔德人公关的重要对象ꎮ 库尔德国民大会等多

个库尔德政党长期以来一直坚持向欧洲委员会及其下属议会大会通报各种库

尔德最新情况ꎮ 欧洲委员会的下属机构欧洲人权法院、 议会大会、 地方和地

区理事会一再重申ꎬ 处理库尔德问题必须坚持欧洲委员会的价值观ꎮ 自 １９８０
年以来ꎬ 欧洲委员会一直拥有监测土耳其民主人权状况的机制ꎬ 并定期发布

报告ꎮ 自 １９９３ 年以来ꎬ 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已通过多个涉库尔德问题决议ꎮ
２００６ 年ꎬ 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通过一项要求保护库尔德人文化和政治权利的

决议ꎮ② 近年来ꎬ 围绕科巴尼战役、 土耳其进攻阿夫林、 释放土耳其库尔德

政治家、 允许与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奥贾兰与外接触、 支持伊拉克

库尔德公决、 要求欧盟保护叙利亚库尔德人并建立安全区等问题ꎬ 库尔德

人在欧洲议会、 欧洲委员会发起一系列抗议、 请愿和绝食等活动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ꎬ ５８ 个欧洲的库尔德组织在布鲁塞尔举行新闻发布会ꎬ 联名要求欧盟

５８

①
②

土耳其是欧洲委员会创始成员国之一ꎮ
参见人民民主党的网站: ｈｔｔｐ: / / ｅｎ ｈｄｐｅｕｒｏｐｅ ｃｏｍ / ? ｐａｇｅ＿ ｉｄ ＝ １３２ꎬ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０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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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库尔德公投ꎮ
近年来ꎬ 库尔德裔欧盟政治家的崛起也是库尔德人游说欧盟的新现象ꎮ

这种情况在劳工移民中很少出现ꎮ 但是ꎬ 随着环境改变ꎬ 第二、 三代子女取

得欧盟成员国国籍并日渐深入融入欧洲社会ꎬ 库尔德人参政议政意识不断提

高ꎬ 并利用其影响力ꎬ 积极影响欧盟和相关国家的决策以及民意ꎮ 这一现象

在德国、 瑞典、 英国、 法国、 比利时和荷兰比较突出ꎮ 在欧盟成员国中ꎬ 英

国和瑞典两国议会中一直存在强大的库尔德游说力量ꎮ 截至目前ꎬ 英国议会

下院已成立 ５ 个关于库尔德地区的跨党派小组ꎬ 包括跨党派伊拉克库尔德斯

坦议会小组 (Ａｌｌ － Ｐａｒｔｙ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ｉｎ Ｉｒａｑ)、 跨党派土耳

其库尔德人议会小组 (Ａｌｌ － Ｐａｒｔｙ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Ｇｒｏｕｐ ｆｏｒ Ｋｕｒｄ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跨

党派北叙利亚民主联邦议会小组 (Ａｌｌ － Ｐａｒｔｙ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Ｇｒｏｕｐ ｆｏｒ Ｒｏｊａｖａ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ｙｒｉａ))、 跨党派伊朗库尔德人议会小组 (Ａｌｌ －
Ｐａｒｔｙ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Ｇｒｏｕｐ ｆｏｒ Ｋｕｒｄｓ ｉｎ Ｉｒａｎ)ꎬ 跨党派英国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

议会小组 (Ａｌｌ － Ｐａｒｔｙ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ｒｙ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Ｔｕｒｋｓ ａｎｄ Ｋｕｒｄｓ)①ꎮ 瑞典

议会是少数几个成立亲库尔德网络的议会之一ꎮ ２０１８ 年ꎬ 瑞典举行议会选举ꎬ
有 ２０ 名库尔德裔候选人参加竞选ꎬ 其中 ６ 人成功当选议员ꎮ 为了吸引库尔德

选民ꎬ 库尔德政治家积极利用其库尔德身份来吸引选民支持ꎮ 在竞选中ꎬ 他

们声称ꎬ 若当选将会为库尔德问题做更多工作ꎮ②

总体而言ꎬ 库尔德人的游说和公关有几个特点: 其一ꎬ 积极融入欧洲主

流政治生活ꎬ 适应西方政治运作机制ꎬ 如采用国际公关惯例ꎬ 成立或聘请专

门公关公司ꎬ 登记注册非政府组织ꎬ 与政治家建立各种亲和关系ꎬ 迎合民主

人权议题等ꎮ 其二ꎬ 思想和价值观重组ꎬ 进行身份转换ꎬ 迎合符合西方的价

值观和政治文化ꎮ 过去ꎬ 库尔德组织很多思想比较激进ꎬ 以左翼政党和组织

为主ꎮ 冷战结束后ꎬ 迫于压力ꎬ 为适应新现实ꎬ 很多组织被迫改换门庭ꎬ 实

现从暴力到和平ꎬ 从激进到温和的转型ꎬ 政治倾向从激进左翼向左翼、 中左、
中右政党方向转变ꎬ 以争取西方支持ꎮ 库尔德政党组织纷纷加入社会党国际

等国际或泛欧党派ꎬ 融入政治主流ꎮ 比如ꎬ 土耳其的人民民主党 (ＨＤＰ)、 叙

利亚的民主联盟党 (ＰＹＤ) 和伊拉克的库尔德爱国联盟 (ＰＵＫ)、 伊朗的库尔

６８

①
②

该组织于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成立ꎮ
Ｗｌａｄｉｍｉｒ ｖａｎ Ｗｉｌｇｅｎｂｕｒｇꎬ “Ｓｉｘ Ｋｕｒｄｓ Ｅｌ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Ｓｗｅｄｉｓｈ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２４

ｎｅｔ / ｅｎ / ｎｅｗｓ / ｂ７２１ｄ５ｃｃ － ｄｂ３ｄ － ４５ａ７ － ａ３ｅｃ － ｃ５ｃｄｆ８０８ａ４０ｆꎬ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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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民主党 (ＫＤＰ)、 伊朗库尔德民主党 (ＫＤＰＩ) 和伊朗库尔德斯坦人民党

(ＫＰＩＫ) 都是社会党国际和欧洲社会党的成员ꎮ 库尔德工人党也进行了符合

欧盟意愿和价值观的转型ꎬ 由一个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的组织转型为一个以和

平与民主方式维护民族权益的社会运动ꎮ① 其三ꎬ 紧跟时代潮流ꎬ 广泛使用现

代媒体和社交网络ꎬ 积极扩大影响ꎮ 库尔德社团创办了大量库尔德电视台、
电台以及网站ꎬ 并使用英语、 法语、 德语、 荷兰语、 瑞典语、 意大利语等多

种欧洲语言ꎬ 几乎所有库尔德社团都有脸谱 (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 推特 ( Ｔｗｉｔｔｅｒ)、
优兔 (ＹｏｕＴｕｂｅ)、 照片墙 ( Ｉｎｓｔａｇｒａｍ)、 雅虎网络相册 ( Ｆｌｉｃｋｒ)、 汤博乐

(Ｔｕｍｂｌｒ)、 领英 (ＬｉｎｋｅｄＩｎ) 等社交媒体账号ꎮ 其四ꎬ 善于捕捉机会ꎬ 打好、
用好手中的牌ꎬ 尤其是 “民主牌” “人权牌”、 “反恐牌” “商业牌” “妇女

牌”ꎬ② 以及 “悲情牌” 等ꎮ 英国政治家易卜拉欣多古斯称ꎬ 库尔德人是

中东的一支进步力量ꎮ 他们致力于民主、 法治和自由ꎮ 在当前动荡的中东

局势下ꎬ 库尔德人民已经证明自己是黑暗之海中的一盏小灯塔ꎻ 如果我们

相信民主、 宽容和言论自由这一价值观ꎬ 我们就必须支持库尔德人ꎮ③英国

著名记者、 作家戴维帕特里卡拉科斯表示ꎬ “我们需要像库尔德人这样的盟

友ꎬ 我们必须支持他们争取独立的努力ꎬ 为了他们ꎬ 也是为了我们自己”ꎮ④

再如ꎬ 库尔德人在抵抗并最后击败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战斗中发挥了极其

重要的作用ꎬ 也是欧美所依赖的主要当地伙伴ꎮ 库尔德人竭力用他们取得的

反恐军事胜利来换取来自欧盟的更多外交承认和财政支持ꎮ 对此库尔德人积

极高调宣传ꎬ 确定自己是欧盟值得信赖的伙伴地位ꎮ 库尔德人声称ꎬ 反恐战

争已经证明库尔德人是 “文明世界的可靠伙伴”ꎮ⑤ 针对 “伊斯兰国” 对库尔

德人以及雅兹迪人⑥的屠杀ꎬ 库尔德人则大打 “悲情牌”ꎬ 塑造受害者形象ꎬ 影

７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刘作奎: «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 “欧洲化” ———一种新制度主义的分析»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０９ 年 ８ 期ꎬ 第 ３３ ~ ３８ 页ꎮ

在库尔德社会ꎬ 男女地位比较平等ꎬ 男权意识不太浓ꎮ 尤其是库尔德女战士ꎬ 与男人们一起

并肩作战ꎬ 更是吸引了全球的目光ꎮ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Ｄｏｇｕｓꎬ “Ｉ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ｏ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Ｍｕｓｔ Ｓｔａｎｄ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ｅｗｓｔａｔｅｓｍａｎ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ｓｔａｇｇｅｒｓ / ２０１６ / ０２ / ｃｈａｏｓ － ｍｉｄｄｌｅ － ｅａｓｔ － ｗｏｒｌｄ － ｍｕｓｔ － ｓｔａｎｄ －
ｂｅｈｉｎｄ － ｋｕｒｄꎬ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０２

Ｄａｖｉｄ Ｐａｔｒｉｋａｒａｋｏｓꎬ “Ｗｈｙ Ｗｏｎ’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ｕｍ?”ꎬ ｈｔｔｐｓ: / / ｂｌｏｇｓ
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 ｃｏ ｕｋ / ２０１７ / ０９ / ｗｈｙ － ｗｏｎｔ － ｂｒｉｔａｉｎ － ｓｕｐｐｏｒｔ － ｔｈｅ － ｋｕｒｄｉｓｈ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ｕｍꎬ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０６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ｒｓ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Ｓｅｅｋ ＥＵ Ｂａｃｋｉｎｇ”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ｗ ｃｏｍ/ ｅｎ /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ｒｓ － ｏｆ －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 ｓｅｅｋ － ｅｕ － ｂａｃｋｉｎｇ / ａ － ４０４３７４９５ꎬ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０２

雅兹迪人是库尔德人的一支ꎬ 信奉雅兹迪教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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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欧盟公众的舆论和情绪ꎬ 以博取欧盟民众的同情ꎮ 其五ꎬ 准确定位ꎬ 确定务

实的奋斗目标ꎮ 库尔德人认清现实ꎬ 不好高骛远ꎬ 未将寻求独立作为游说公关

的主要政治目标ꎮ

欧盟对库尔德人的政策新变化

目前ꎬ 生活在欧洲的近 ２００ 万库尔德移民ꎬ 已成为改变欧盟社会对库尔

德人认知、 影响欧盟库尔德政策以及欧盟与库尔德人主要聚居国关系的一支

重要力量ꎮ 意大利学者纳塔利拓奇认为ꎬ 欧盟对土耳其库尔德人的具体关

注是受到在欧洲流亡的库尔德人的影响ꎮ 他们激活了库尔德人问题ꎬ 并将之

置于欧盟议事日程当中ꎮ①

长期以来ꎬ 虽然欧盟对库尔德人持一种同情态度ꎬ 但出于现实原因以及

自身利益考虑ꎬ 对支持库尔德自治或独立态度谨慎ꎮ 欧盟的库尔德政策主要

关注库尔德人的民主和人权问题ꎬ 要求改善其生存处境ꎮ 对中东四国的库尔

德问题ꎬ 欧盟的政策也有一定的区别ꎮ 不过ꎬ 近年来ꎬ 随着内外条件的变化ꎬ
欧盟对库尔德问题的政策出现了不同以往的重要变化ꎬ 而库尔德人的游说在

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ꎮ
关于欧盟对库尔德人和库尔德问题的态度和政策要进行历史的分析ꎮ

西欧殖民者实际上是最早造成库尔德问题的始作俑者之一ꎮ １９１６ 年ꎬ 英、
法、 俄等就瓜分奥斯曼帝国达成秘密协定ꎬ 战后的和会确认了这些密约ꎬ
最终将奥斯曼帝国属地进行了瓜分ꎬ 将库尔德斯坦一分为三ꎬ 分别归属土

耳其、 伊拉克和叙利亚ꎮ 在 «色佛尔条约» 中ꎬ 战胜国原本承诺允许土耳

其库尔德人独立建国ꎬ 但后来在新生土耳其政权压力下又放弃了这一设想ꎮ
从一战到二战ꎬ 伊拉克和叙利亚所属的库尔德地区实际上处于英、 法统治

之下ꎮ 两国库尔德人的自治要求并未得到满足ꎮ 期间ꎬ 伊拉克库尔德人发

动了轰轰烈烈的反英国殖民统治、 要求摆脱伊拉克独立建国的斗争ꎬ 但在

英国与伊拉克政府联合镇压下都归于失败ꎮ 冷战期间ꎬ 西欧国家在库尔德

问题上基本追随美国的政策ꎬ 对库尔德人的态度与政策服从服务于冷战需

要ꎬ 对库尔德人的生存状况以及其要求自治或独立的呼声并不关注ꎮ 某种

８８

① 转引自刘作奎: 前引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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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ꎬ 欧盟在库尔德问题上是有 “原罪” 的ꎮ 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特

别委员会主席汤姆图根哈特 ( Ｔｏｍ Ｔｕｇｅｎｄｈａｔ) 指出ꎬ 英国与库尔德人的

关系错综复杂ꎻ 曾任殖民大臣和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是第一个对库

尔德人使用化学武器的人ꎮ①

冷战结束后ꎬ 欧盟开始重视并关注库尔德问题ꎬ 主要受到了几个因素

的推动ꎮ 首先ꎬ 推广民主和人权问题上升为欧盟对外政策的关键内容ꎬ 欧

盟转而积极推动中东国家实施民主改革和改善人权ꎻ 其次ꎬ 欧盟大力推动

“东扩” 和 “南进” (与地中海沿岸国家签署 “巴塞罗那进程”ꎬ 签署联系

国协议ꎬ 实施 “欧盟 － 地中海联盟” 计划)ꎬ 企图将中东纳入欧盟的政治和

经济框架之内ꎻ 再次ꎬ 以劳工为主体的欧盟库尔德移民群体发生变化ꎬ 大

量因政治和经济原因产生的难民移民欧洲ꎬ 并开始积极开展政治游说ꎬ 试

图影响欧盟的库尔德政策ꎮ 自此ꎬ 库尔德问题开始逐步在欧盟对土耳其、
伊拉克和伊朗等国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ꎮ 欧盟开始接受和庇护大量库尔德

难民ꎬ 并高度关注库尔德人所在国的民主和人权问题ꎮ １９９１ 年海湾战争爆

发后ꎬ 欧洲国家与美国一道在伊拉克北部设立 “禁飞区”ꎮ 在西方保护下ꎬ
伊拉克库尔德人获得了事实上的自治ꎮ 这是多年来欧盟在库尔德问题上采

取的最大行动ꎮ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后ꎬ 欧盟与美国一起推动了伊拉克战后

政治改革ꎬ 确立了伊拉克联邦体制ꎬ 赋予了伊库尔德人的联邦自治地位ꎮ
在土耳其问题上ꎬ 随着土耳其加入欧盟进程加速ꎬ 欧盟开始高度重视土耳

其民主与人权问题ꎬ 将库尔德问题纳入该问题范畴ꎬ 并作为土耳其加入欧

盟的前提条件之一ꎮ
近年来ꎬ 欧盟对库尔德问题的认知和政策出现了一系列重要变化ꎮ 这主

要体现在: 第一ꎬ 欧盟社会对库尔德人同情感急剧提升ꎬ 支持库尔德人独立

或扩大自治权利ꎬ 要求欧盟加大对库尔德问题干预的声音增大ꎮ 越来越多的

欧盟政治家和民众参与库尔德抗议活动ꎬ 为库尔德人奔走ꎮ 近五年来ꎬ 英国

议会下院已就库尔德问题举行三次正式辩论ꎬ 其中包括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就阿夫林

问题、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就英国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关系的两次辩论ꎮ 在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的辩论中ꎬ 议员们要求政府开通直航、 取消发布旅行风险警告ꎮ ２０１７

９８

① “Ｂｉｌａｔｅｒ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Ｉｒａ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ｓ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ｕｋ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 Ｓｕｍｍａｒｙ / ＣＤＰ － ２０１９ － ００５６ꎬ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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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公投期间ꎬ 很多欧洲政要声援支持ꎮ 欧洲议会副主席

萨尔内基 (Ｒｙｓｚａｒｄ Ｃｚａｒｎｅｃｋｉ) 表示支持库尔德人公投动议ꎮ 来自欧美国家的

１０４ 名社会名流发表公开信ꎬ 要求联合国和欧盟、 英国政府支持库尔德人举行

独立公投ꎮ① 英国 «卫报» 发表社论ꎬ 称允许库尔德公投是一个 “公正的问

题”ꎮ②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ꎬ 欧洲库尔德人发起声援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奥贾兰和

其他土耳其库尔德政治家被关押绝食抗议运动后ꎬ 大量欧洲人加入绝食抗

议行列ꎮ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ꎬ 英国工会大会 ( ＴＵＣ) 年会呼吁释放奥贾兰ꎬ 并向

绝食者致敬ꎮ 引人关注的是ꎬ 就在数千欧盟公民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加入

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的同时ꎬ 也有数百欧盟公民自发前往叙利亚和伊拉

克ꎬ 组建 “国际纵队”ꎬ 帮助库尔德人与恐怖武装以及土耳其军队作战ꎮ③

在叙利亚战死的法国志愿者法里德 (Ｆａｒｉｄ Ｍｅｄｊａｈｅｄ) 表示ꎬ 他是自愿前往叙利

亚库尔德斯坦 “参加革命” 和 “保护革命” 的ꎬ 他呼吁 “所有革命者一道前往

参加革命”ꎮ④

第二ꎬ 提高库尔德人的地位ꎬ 视其为反恐盟友和地区合作伙伴ꎮ 库尔

德人在欧盟中东政策中的地位得到提升ꎮ 这取决于三个因素: 其一ꎬ “阿拉

伯之春” 转化为 “库尔德之春”ꎬ 库尔德势力在中东整体性崛起ꎮ 其二ꎬ 库

尔德人的反恐价值大大上升ꎮ 这主要体现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反恐军事行

动中ꎬ 库尔德武装作为最重要的地面作战力量ꎬ 成为西方打击 “伊斯兰国”
国际联盟的可以信赖的主要地方伙伴ꎮ 对库尔德人而言ꎬ “参与打击 ‘伊斯

兰国’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ꎬ 因为这让他们在国际舞台上亮相”ꎬ 反恐的

胜利增强了库尔德人 “在西方的合法性”ꎮ⑤ 其三ꎬ 在一个日益被宗派冲突、
宗教极端主义和反西方情绪割裂的伊斯兰中东地区ꎬ 库尔德人在世俗和民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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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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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价值观方面符合欧盟的需求ꎮ”① ２０１７ 年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发

布题为 «中东: 是采取新现实主义的时候了» 的研究报告ꎬ 指出伊拉克库

尔德人是中东地区非常重要的次国家行为体ꎬ 是英国的 “有价值的盟友”ꎮ
为此ꎬ 英国在财政上支持库尔德地区政府ꎬ 并在军事上帮助库尔德武装

力量ꎮ②

第三ꎬ 加强和扩大与库尔德地区政府、 政党和社会团体的关系和直接联

系ꎬ 支持库尔德人在伊拉克联邦框架内自治ꎬ 并提供大量财政援助ꎮ 除了允

许来自土耳其、 伊拉克、 伊朗和叙利亚的库尔德地区政府、 政党在欧洲国家

设立各种办事处外ꎬ 越来越多的欧盟成员国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开设领事馆

和办事处ꎬ 包括欧盟 (联络处)③、 法国 (总领馆)、 英国 (总领馆)、 德国

(总领馆)、 意大利 (领事馆)、 荷兰 (总领馆)、 匈牙利 (总领馆)、 波兰

(总领馆)、 捷克 (总领馆)、 罗马尼亚 (领事处)、 瑞典 (领事馆)、 奥地利

(商务代表处)、 保加利亚 (商务处)、 斯洛文尼亚 (军事代表处ꎬ 负责巡逻

库尔德武装)ꎮ 同时ꎬ 欧盟在大量接受叙利亚库尔德难民同时ꎬ 还积极扩大对

库尔德人的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 欧盟决定向伊拉克库尔德地

区流离失所人口提供 ５００ 万欧元人道主义援助ꎬ ２０１４ 年全年援助总额达到

１ ７００万欧元ꎮ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ꎬ 欧盟宣布对伊拉克以及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提供

１ ０４ 亿欧元的人道主义援助ꎮ
第四ꎬ 突破原有政策框架ꎬ 欧盟成员国对库尔德武装提供包括武器在内

的军事援助ꎬ 增强其抵抗 “伊斯兰国” 威胁的能力ꎮ ２０１４ 年夏ꎬ “伊斯兰国”
猛烈进攻伊拉克库尔德地区ꎬ 攻占了辛贾尔山地和摩苏尔大坝ꎬ 并严重威胁

埃尔比勒ꎮ 在此情况下ꎬ 全球有 ６２ 个国家向库尔德人提供武器援助ꎬ 其中七

国对库尔德武装进行了装备使用培训ꎮ 欧盟多国纷纷承诺将向库尔德人提供

军事援助ꎬ 其中包括德国、 英国、 西班牙、 捷克、 法国、 克罗地亚、 丹麦和

意大利等国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 应法国请求ꎬ 欧盟举行紧急外长会议ꎬ 批准其成

员国可以应请求向伊拉克库尔德人提供武器援助ꎮ 德国外长弗兰克 － 瓦尔

１９

①

②

③

Ｄａｖｉｄ Ｐａｔｒｉｋａｒａｋｏｓꎬ “Ｗｈｙ ｗｏｎ’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ｕｍ?”ꎬ ｈｔｔｐｓ: / / ｂｌｏｇｓ 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
ｃｏ ｕｋ / ２０１７ / ０９ / ｗｈｙ － ｗｏｎｔ － ｂｒｉｔａｉｎ － ｓｕｐｐｏｒｔ － ｔｈｅ － ｋｕｒｄｉｓｈ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ｄｕｍꎬ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０６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Ｔｉｍｅ ｆｏｒ Ｎｅｗ Ｒｅａｌｉｓｍ”ꎬ ２ Ｍａｙ ２０１７ － ＨＬ
Ｐａｐｅｒ １５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ｕｋ / ｐａ / ｌｄ２０１６１７ / ｌｄｓｅｌｅｃｔ / ｌｄｉｎｔｒｅｌ / １５９ / １５９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１０

该机构于 ２０１５ 年设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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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施泰因迈尔强调必须尽快采取行动ꎬ 因为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雅兹迪

人和基督徒们正在遭到迫害和屠杀ꎮ① 德国不仅提供了反坦克导弹ꎬ 还派 １５０
名德国军人赴埃尔比勒对库尔德武装进行培训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ꎬ 德国议会批准

允许德国军人留在伊拉克训练库尔德战士的计划ꎬ 并拨款 ６９０ 万欧元ꎮ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到 ２０１７ 年底ꎬ 德国共培训了 １ ６ 万伊拉克库尔德战斗人员ꎮ② 欧盟还

不顾土耳其的反对ꎬ 向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人民保卫军” 提供军事援助ꎬ 并

与其协调配合开展对 “伊斯兰国” 的军事行动ꎮ③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ꎬ 法国总统马

克龙接见包括 “民主保卫军” 在内的叙利亚库尔德代表团ꎬ 承诺将支持叙利

亚北部的稳定ꎮ 对此ꎬ 埃尔多安总统指责法国采取了完全错误的政策ꎬ 称

“法国援助、 教唆和支持恐怖主义ꎬ 并在爱丽舍宫接待恐怖分子”ꎮ④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ꎬ 法国特种部队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转移部署到叙利亚北部库尔德地区ꎮ
据土耳其媒体报道ꎬ 大约有 ７０ 名法国特种部队官兵部署在叙利亚北部 ５ 个军

事基地ꎬ 包括科巴尼、 曼比季ꎬ 有 ３０ 人部署在拉卡ꎮ⑤ 土耳其国防部长称法

国在叙利亚北部部署军队是非法的ꎬ 实际上是一种侵略ꎮ⑥ ２０１８ 年底美国总

统特朗普突然宣布将从叙利亚北部撤军后ꎬ 库尔德人面临再次被美国放弃并

遭到土耳其军事打击的严重威胁ꎮ 在此情况下ꎬ 欧盟积极支持在叙利亚北部

设立安全区ꎬ 试图取代美国来保护库尔德人免遭土耳其的军事打击ꎮ 法国总

统马克龙高度肯定叙利亚库尔德人发挥的作用ꎬ 明确表示要保持在叙利亚北

部的军事存在ꎬ 承担保护库尔德人责任ꎮ “作为盟友就是要并肩作战ꎮ 这是一

国元首和军队领导人的最重要事务ꎮ 盟友应该是可以依靠的ꎮ 我呼吁不

要忘记我们欠他们的”⑦ꎮ 荷兰联合政府内一个政党甚至呼吁在美国撤军情况

２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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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视其为库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分支ꎬ 并将其列为恐怖组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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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由荷兰、 英国和法国组成 “意愿者联盟” 来保护叙库尔德人ꎮ①

第五ꎬ 库尔德问题在土欧关系中地位上升ꎬ 欧盟加大施压力度ꎬ 并致使

欧土关系严重降级ꎮ 据统计ꎬ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后ꎬ ２０１６ 年欧

洲人权法院收到来自土耳其的新诉讼申请 ８ ３００ 件ꎬ 是 ２０１５ 年的 ４ 倍ꎮ②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ꎬ 欧洲议会通过决议ꎬ 要求欧盟暂时冻结土耳其入欧谈判ꎮ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ꎬ 欧洲议会以 ３７０ 票对 １０９ 票的绝对优势通过一项决议ꎬ 要求正式取消土

耳其的入欧资格ꎬ 停止谈判ꎬ 理由是土耳其违反人权和法治ꎮ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ꎬ
德国议会通过决议ꎬ 谴责土耳其对阿夫林地区采取军事行动ꎬ 多名议员指责

土此举是犯罪和侵略行为ꎬ 严重违反国际法ꎬ 甚至要求将此问题提交北约或

安理会讨论ꎮ③ 由于土耳其威胁军事打击叙利亚库尔德人ꎬ 捷克总统泽曼甚至

指责埃尔多安 “是 ‘伊斯兰国’ 事实上的盟友ꎮ”④ 针对土耳其要出兵阿夫

林ꎬ 法国总统马克龙发出警告: “如果 (土耳其的) 行动改变方向ꎬ 不再是为

打击土耳其边境地区的潜在恐怖主义威胁ꎬ 而成为入侵行动ꎬ 那对我们而言

将成为实实在在的问题ꎮ”⑤

欧盟库尔德政策调整的局限性

应该说ꎬ 近年来欧洲库尔德人的游说行动成效显著ꎮ 这首先要归功于库

尔德人自身的游说能力有了明显提升ꎬ 另外几个因素也有助于库尔德人开展

游说工作: 库尔德人在击败 “伊斯兰国” 军事斗争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ꎬ 这

一贡献得到了欧盟的高度肯定和赞许ꎮ 用马克龙的话说ꎬ 欧盟的支持是库尔

德人应得的ꎻ 库尔德人遭遇大规模难民危机ꎬ 遭 “伊斯兰国” 屠杀以及面临

土耳其的军事打击ꎬ 这一悲剧极大地激发了欧洲人的同情ꎻ 土耳其政治气候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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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 «费加罗报»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３１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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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以及土欧关系恶化有利于库尔德人的游说ꎻ 中东地缘政治发生了有利于

库尔德人的变化ꎮ 欧盟对土耳其人、 阿拉伯人、 伊朗人和犹太人的失望增大ꎮ
值得指出的是ꎬ 以色列以及欧洲的犹太人也在积极为库尔德人奔走、 游说ꎬ
对此也功不可没ꎮ

在库尔德人游说下ꎬ 欧盟的库尔德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ꎬ 并对欧盟对土

耳其、 伊拉克、 伊朗和叙利亚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ꎮ 不过ꎬ 这一变化并非

是根本性的政策调整ꎮ 第一ꎬ 欧洲人对库尔德人和库尔德问题的总体认知并

未发生实质性变化ꎮ 欧盟依然将库尔德问题视为少数民族的权益维护问题ꎬ
并未将其提升到民族自决的高度ꎮ 在解决方法上ꎬ 欧盟更多强调改善民生与

民主ꎬ 扩大语言文化权利ꎬ 而非支持其独立ꎮ 对此ꎬ 库尔德 － 欧洲协会主席

卡赫拉曼埃夫森指出ꎬ 虽然库尔德人在欧洲生活已有数代人ꎬ 但欧洲依然

不承认他们的民族身份和语言ꎮ 政府和民众通常将库尔德人视为土耳其人、
阿拉伯人或伊朗人ꎮ 欧盟的中小学校也未开设库尔德语课ꎮ 由于害怕土耳其

政府以及在欧洲的土耳其移民的反对ꎬ 欧盟对欧洲库尔德移民所面临的各种

问题无动于衷ꎮ①

第二ꎬ 欧盟对库尔德人自治和公投心存忌惮ꎬ 反对库尔德人独立建国ꎮ
欧盟对 ２０１７ 年伊拉克库尔德人公投的态度反映了其在库尔德问题上的一贯立

场ꎮ 虽然欧盟内部各成员国在库尔德问题上有很多分歧ꎬ 但在伊拉克库尔德

公投问题上则采取了一致立场ꎮ 欧盟委员会发布报告指出ꎬ 虽然打击 “伊斯

兰国” 取得重大进展ꎬ 但欧盟对伊拉克政策没有变化ꎬ 依然支持伊拉克领土

完整ꎬ 反对库尔德独立ꎬ “欧盟必须继续完全履行对伊拉克统一的承诺”ꎬ 强

调希望伊拉克中央政府和库尔德地区政府之间进行对话ꎮ 英国原外交大臣鲍

里斯约翰逊曾表示ꎬ 英国督促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当局在举行公投问题上保

持克制ꎮ 若执意举行公投将对正在进行的打击 “伊斯兰国” 战争带来负面影

响ꎮ 英国外交部强调ꎬ “英国致力于在一个统一、 全面的伊拉克联邦制框架内

打造一个强大的库尔德地区政府ꎮ”② 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谨慎地指

出ꎬ “在与次国家行为体接触时要注意保持平衡ꎬ 避免削弱中央政权的风险”ꎬ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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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明确表示ꎬ “英国不应该支持伊拉克库尔德人寻求独立的企图”ꎮ① 法国外

交部宣布ꎬ 法国政府不承认叙利亚库尔德自治政府在法国领土上成立的任何

代表机构ꎮ② 由于伊拉克库尔德人公投后发生了武装冲突ꎬ 德国还短暂停止了

对伊库尔德武装的培训项目ꎬ 担心此举会向库尔德人发出错误信号ꎮ 关于欧

盟的立场ꎬ 欧洲议会议员卡提皮里做了解释ꎬ 尽管欧洲国家向库尔德人提

供武器打击 “伊斯兰国”ꎬ 但在目前这个阶段建立一个库尔德国家会进一步破

坏本已脆弱的地区稳定ꎮ 在重新划分领土之前ꎬ 首先必须加强伊拉克中央

政府ꎮ③

第三ꎬ 在库尔德问题上ꎬ 欧盟对土耳其更多的是妥协退让ꎬ 难以对其施

加更大压力ꎮ 在土耳其压力下ꎬ 欧盟将库尔德工人党列为恐怖组织ꎬ 多国政

府关闭了亲库尔德工人党的电视台、 报纸ꎬ 禁止租用欧洲卫星通信公司的卫

星频道ꎮ 德国下令禁止一切关于库尔德工人党和民主联盟党的标识和旗帜ꎮ
英国政府对赴叙利亚帮助库尔德人战斗的本国公民提出恐怖主义指控ꎮ 但欧

盟作出的一系列关于土耳其的决定和裁决对土政府的影响也非常有限ꎮ 近年

来ꎬ 尽管随着欧盟批评声增大ꎬ 但土耳其在库尔德问题上并未退让ꎬ 反而加

大镇压库尔德运动的力度ꎬ 之前采取的一些放松政策也有所收紧ꎮ 自 ２０１５ 年

以来ꎬ 土政府军与库尔德工人党的武装冲突愈演愈烈ꎮ 根据国际危机组织统

计ꎬ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５ 日间ꎬ 双方冲突导致至少 ４ ３３０ 人死

亡ꎮ④ 欧洲人权法院虽然就土耳其政府侵犯库尔德人权问题作出多个裁决ꎬ 但

并没有产生什么效果ꎬ 并不能减少库尔德地区的人权违法现象ꎮ⑤ 长期以来ꎬ
虽然欧盟在库尔德问题上对土耳其持批评态度ꎬ 但一直比较含蓄ꎬ 不敢直接

提出库尔德问题ꎬ 而是含蓄、 笼统地批评土耳其人权和民主问题、 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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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权利问题、 不重视东南部地区经济发展等ꎮ① 在欧盟发布的 ２０１７ 年人

权和民主报告中ꎬ 欧盟用大幅篇幅批评了土耳其的民主和人权的倒退ꎬ 批评

“基本权利继续被大幅削减ꎮ 在人权的所有领域ꎬ 特别是在言论自由、 集会和

结社自由、 保护人权捍卫者、 财产权和程序性权利等方面ꎬ 继续出现倒退”ꎬ
但通篇未提及库尔德人和库尔德问题字眼ꎮ② 欧洲议会做出的要求停止与土耳

其入盟谈判的决议也无约束力ꎮ 欧盟在 ２０１８ 年土耳其进展报告中也悲观地指

出ꎬ 土耳其正远离欧盟ꎮ 欧盟向土耳其提出的关键建议未获得土方的解决ꎮ③

“雷声大ꎬ 雨点小”ꎬ 口头表态多ꎬ 实质性行动小ꎬ 符合欧盟对土库尔德问题

的实际现状ꎮ
第四ꎬ 欧盟在保护库尔德人权和安全方面的作用有限ꎮ 面对 “伊斯兰国”

大肆屠杀库尔德人ꎬ 但西方也只是提供武器援助ꎮ 对土耳其进攻阿夫林地区ꎬ
西方也只是口头批评ꎮ 特朗普宣布将从叙利亚北部撤军ꎬ 欧盟国家虽表态将

继续驻军保护库尔德人ꎬ 但由于土耳其的反对ꎬ 建立安全区事宜也不是不了

了之ꎮ 法国国防部长明确表示ꎬ 没有美国的支持ꎬ 单独由法国来承担保护库

尔德人的使命很明显是不现实、 不可能的ꎬ 因为针对 “伊斯兰国” 的空袭

９０％是由美国完成的ꎮ④ 伊拉克库尔德人执意举行公投后ꎬ 面对伊拉克中央政

府采取军事行动ꎬ 欧盟也未高声反对ꎮ 因此ꎬ 有学者指出ꎬ 整个西方都在背

叛库尔德人ꎮ 不只是美国ꎬ 欧盟也多次出卖库尔德人ꎬ 并不能提供真正的保

护ꎮ 库尔德人本指望西方能提供支持ꎬ 结果被西方从背后插了一刀ꎬ 没有比

这更糟糕的了ꎮ⑤ 在某种程度上ꎬ 欧盟更乐于扮演调解者ꎬ 而非仲裁者、 保护

者的角色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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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欧盟的库尔德政策受制于多个因素ꎬ 比如库尔德人的实力以及游说

能力总体弱小ꎬ 难以与土耳其抗衡ꎻ 对美国的库尔德政策的追随ꎬ 缺少独立

性ꎻ 忌惮土耳其与库尔德人在欧洲的冲突ꎮ 而利益考量则是其中最重要因素ꎮ
在伊拉克公投问题上ꎬ 欧盟更关心反恐和地区稳定ꎬ 担心库尔德公投会干扰

打击 “伊斯兰国” 的进程ꎮ 总体上ꎬ 欧盟在库尔德问题上并无重大利益关切ꎮ
土耳其人民民主党领袖德米尔塔什谴责欧洲在人权问题上向土耳其政府妥协ꎮ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ꎬ 欧盟之所以对土耳其发生的大规模杀戮和破坏保持沉默ꎬ
主要由两个原因: 一是难民危机ꎮ 埃尔多安警告ꎬ 如果欧盟批评或谴责土耳

其ꎬ 那么土耳其就会打开边界ꎬ 让难民们涌入欧洲ꎬ 这对欧盟造成了很大压

力ꎮ “不幸的是ꎬ 欧盟面对这一威胁投降了ꎬ 在人权上作了妥协”ꎮ 二是历史

因素ꎮ 由于一战后欧洲签署了多个协议ꎬ 从 ２０ 世纪开始欧盟就一直不支持库

尔德人在中东建立自治区或国家ꎮ①

结束语

近年来ꎬ 虽然库尔德人在欧盟的游说和动员取得了不小成绩ꎬ 但总体上

影响还比较弱ꎬ 有诸多弱点需要克服ꎮ 德国库尔德裔政治家萨拉丁科班指

出了德国库尔德游说团体的致命弱点ꎬ 其中包括: 过于关注库尔德斯坦事务ꎬ
而忽视了德国国内政治ꎬ 忘记了自己是德国社会成员这一身份ꎻ 每次应对危

机的办法雷同ꎬ 将示威、 绝食、 请愿三种方式作为 “万能解决方案”ꎬ 但实际

上并无效果ꎻ 关注街头政治ꎬ 而不是培养与政治家的关系ꎻ 聚焦于宣传和公

关ꎬ 而非融入当地社会ꎬ 与德国国内政策相结合起来ꎬ 未能与社区领袖建立

密切联系ꎻ 未能遵守国家的法律ꎮ②此外ꎬ 欧洲库尔德人的分裂、 库尔德工人

党在欧洲活动对库尔德形象的破坏等也对库尔德人游说和公关产生负面影响ꎮ
而要改变这些还需要很长一段路要走ꎮ 更关键的是ꎬ 库尔德人必须与欧盟建

立一种休戚相关的利益共同体ꎬ 成为真正的伙伴和持久的盟友ꎮ 如此ꎬ 欧盟

对库尔德的政策才会发生重大或根本性变化ꎮ

７９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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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ｎｅｔ / ｅｎ / ｎｅｗｓ / ９６４ｆｆ３ｃ７ － ｄｅ４７ － ４１８７ － ８４２８ － ８１６５ｅ８７７３０２ｅꎬ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１１

Ｓａｌａｈｄｉｎ Ｋｏｂａｎꎬ “Ｗｈｙ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Ｌｏｂｂｙ ｉｎ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Ｉｓ Ｓｏ Ｗｅａｋ”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ｕｄａｗ ｎｅｔ /
ｅｎｇｌｉｓｈ / ｏｐｉｎｉｏｎ / ２１１２２０１８ꎬ ２０１９ － ０４ －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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