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讨论

中东民粹主义的特点及其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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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中东民粹主义不同于其他地区民粹主义的一般共性ꎬ 伊斯兰

文化特质深嵌其中ꎬ 且受到西方政治文化传统的一些影响ꎮ 当代中东民粹主

义的社会基础具有跨阶级的特点ꎬ 包括城市中产阶级、 贫困阶层和处于边缘

部分的新兴资产阶级ꎮ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策略ꎬ 有时被中东一些带有民

粹主义性质的政党所利用ꎮ 这些政党领导者视自己为平民代言者ꎬ 把伊斯兰

主义与其他具有现代性的观念结合起来ꎬ 提高其在选民中的吸引力ꎬ 旨在通

过民粹主义方式巩固权力和获得有形资源ꎮ 中东民粹主义对中东政治生态具

有双重影响ꎬ 在为中东民主发展带来推力的同时ꎬ 更对中东传统政治生态形

成挑战ꎮ 民粹主义所主张的多数人统治面临着极端自由主义的风险ꎬ 容易带

来社会不稳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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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００２１)ꎻ 张红娟ꎬ 宁夏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银川　 ７５００２１)ꎮ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尤其近年民粹主义思潮持续滋长ꎬ 并不时掀起风浪ꎮ
在美国、 欧洲ꎬ 民粹主义者已对相关国家政治生态形成巨大冲击力ꎮ 民粹主

义现已成为世界性现象及全球性突出的社会政治问题ꎬ 更是未来一段时期世

界政治发展的重要特征ꎮ 在中东ꎬ 带有民粹性质的思潮与运动亦不断显现且

发展迅速ꎬ 民粹主义者成为特殊群体身份政治的代言者ꎬ 以 “他们 /我们”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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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为号召ꎬ 以击败 “他们” 为目标ꎬ 谋取政治优势ꎬ 从而成为影响中东国

家治理的重要问题ꎬ 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ꎮ

现代世界中的中东民粹主义

廓清中东民粹主义的概念ꎬ 梳理中东民粹主义的发展脉络及研究现状ꎬ
是全面认识中东民粹主义发展态势的基本前提ꎮ

(一) 中东民粹主义的内涵

“民粹主义” 被认为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概念ꎬ 常因缺乏核心价值观而很难

做出明确界定ꎮ 学者们通过对民粹主义一些共同点的归纳ꎬ 从不同角度概括

出它的基本特点ꎮ 从行为主体来看ꎬ “平民化” 是民粹主义的本质特征ꎬ 民粹

主义产生的条件是普通民众对严重危机的强烈反应ꎻ 从行为方式来看ꎬ 民粹

主义的惯用做法常常是绕过政治活动代议制ꎮ 最关键的是ꎬ 民粹主义者习惯

于把社会划分为两个对立的群体ꎮ 民粹主义作为 “一种意识形态ꎬ 将一群善

良、 同质的人民与一群精英或危险的 ‘他者’ 对立起来ꎬ 这些精英或 ‘他
者’ 被描述为剥夺 (或试图剥夺) 主权人民的权利、 价值观、 繁荣、 身份和

发言权”①ꎮ 由此ꎬ 社会 “最终分裂成两个对立的群体ꎬ 即纯粹的人民和腐败

的精英ꎬ 并认为政治应该是人民大众意志的表达”②ꎮ 从上述表述可以看出ꎬ
民粹主义话语的基本范式是把民众与精英置于一种对立关系中ꎬ 以唤起人民

的主权意识ꎬ 并对统治者的腐败和掠夺予以谴责ꎬ 以从寡头政治或威权统治

者手中夺回权力为目的ꎮ 这一点是所有民粹主义的基本特征ꎮ 需要特别注意

的是ꎬ 民粹主义话语不独属于 “平民”ꎬ 权力追求者或已获得权力的统治者有

时也可以利用民粹主义话语吸引民众ꎮ 政治领导人通过声称代表平民ꎬ 并用

平民习惯的行为ꎬ 包括方言、 手势、 服饰、 一些看似不礼貌的举止、 演讲中

的场景设计、 集会和沟通的媒介形式等ꎬ 与他们的听众建立起一种情感上的

联系ꎬ 吸引普通民众的亲近和认同ꎮ 所有民粹主义者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声

音ꎬ 即让 “善良的人民” 重新获得他们被剥夺了的政治地位ꎮ 在中东地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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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民粹主义可以与不同的更具丰富内容的 “主流意识形态”ꎬ 包括民族主

义、 宗派主义、 伊斯兰主义联系起来ꎬ 因而对民众更具吸引力ꎮ
本文所讨论的中东民粹主义有着民粹主义的一般共性ꎬ 即 “动员和同质

化不同诉求的大众ꎬ 反对精英”①ꎮ 它崇尚全民利益、 直接民主、 平民化ꎬ 在

政治上主张 “参与式民主”ꎬ 反对腐败的精英政治ꎬ 在经济方面主张消除贫富

分化ꎬ 公正平等地实现社会财富再分配ꎮ 如果从文化传统来追溯ꎬ 与其他文

化体系相比ꎬ 伊斯兰文化则更有着浓郁的民粹主义情愫ꎮ 正如伊朗著名思想

家阿里沙里亚蒂 (Ａｌｉ Ｓｈａｒｉａｔｉꎬ １９３３—１９７７) 所言ꎬ “伊斯兰教有别于其他

哲学伊斯兰教是第一个承认群众 (ａｌ － ｎａｓ) 是决定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基

本和自觉因素的社会思想流派”②ꎮ 他用传统乌玛观念囊括了包括社会、 人民、
民族、 种族、 部落、 氏族在内的一切概念ꎬ “在这个 (乌玛) 社团中ꎬ 许多个

人拥有共同的信仰和目标ꎬ 团结一致ꎬ 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ꎮ 伊斯兰的社会

制度 “建立在公平正义和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ꎮ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ꎬ 在持

保守观念的伊斯兰思想家那里ꎬ 乌玛常常替代了 “人民” 这个词汇ꎮ 这个观

念成为所有穆斯林思想家阐述民粹主义思想中不可缺少的部分ꎬ 它将道德高

尚但被边缘化的穆斯林与贪婪、 掠夺成性的精英群体ꎬ 特别是紧随西方的统

治者并列在一起ꎮ “具有伊斯兰特色的民粹主义的一个核心概念是把乌玛社团

作为 ‘民众’ 的代表———道德大众 (以经典的民粹主义方式) 与以不道德和

贪婪为特征的精英阶层并置”③ꎮ 沙里亚蒂的观点也反映了伊斯兰世界一直运

行的社会模式ꎬ 即在伊斯兰教中ꎬ 统治者仅被视为 “代治者”ꎬ 而非教义教法

的权威解释者ꎮ 而这为穆斯林具有独特魅力的宗教学家凝结民众ꎬ 反抗他们

所认为的 “暴君” 或腐败者提供了可能性ꎬ 也为中东民粹主义的形成提供了

理论基础ꎮ 当社会出现危机时ꎬ “代治者” 则往往被这些思想家或社会活动家

看作是腐败的精英ꎬ 从而发起反对他们的呼告ꎮ
中东民粹主义也有着自己独有的个性ꎮ 它总是植根于特定文化ꎬ 且不可

避免地要从特定文化中汲取养分ꎬ 中东民粹主义核心观念的产生也是如此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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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代以来中东地区各种社会思潮的发展来看ꎬ 世俗革命或宗教复兴的思想

家们ꎬ 将 “受人尊敬的文化传统改编成新用途” 的能力是令人信服的ꎮ 这也

与伊斯兰文化体系的内在特点有关ꎬ 正如英国中东问题研究专家弗雷德哈

利迪 (Ｆｒｅｄ Ｈａｌｌｉｄａｙ) 所言ꎬ 伊斯兰教有 “一种价值、 符号和思想的储备ꎬ 可

以从中引申出符合当代需要的政治和社会准则”①ꎮ 伊斯兰教为社会生存条件

不满的表达提供了一种话语资源ꎬ 这种不满缘于宗教文化中所强调的 “正义”
与 “美德”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中东民粹主义的出现ꎬ 与不同阶层穆斯林的物质

利益密切相关ꎮ 研究中东社会与文化的伊朗裔学者阿塞夫巴亚特 (Ａｓｅｆ
Ｂａｙａｔ) 指出ꎬ 伊斯兰社会的重构过程 “与其说与伊斯兰教义本身有关ꎬ 不如

说是与解释者的社会地位和具体利益有关”②ꎮ 中东民粹主义的产生ꎬ 从一开

始就与经济利益相联系ꎬ 越是底层民众越强调生存条件与社会公平ꎮ 同时ꎬ
穆斯林思想家在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中ꎬ 也从西方政治传统中汲取民粹主义所

需要的概念与术语ꎮ 英国伦敦大学中东问题研究专家查尔斯特里普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ｒｉｐｐ) 在分析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ꎬ 那些试图从伊斯兰视角理解和

回应资本主义的 “自觉的穆斯林学者们”ꎬ 与 “早期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 乌

托邦社会主义者、 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一样ꎬ 其关注的不仅仅是要

发现资本主义实践中产生不公平的原因ꎬ 还关注于使资本主义获得权力的过

程ꎬ 甚至有些人也对促成资本主义消亡的问题感兴趣”ꎮ③ 正因为如此ꎬ 长期

对西方思想的研究及论战ꎬ 使得西方民粹主义话语逐渐渗入伊斯兰各流派中ꎬ
包括正统派、 伊斯兰主义、 修正主义、 激进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ꎮ 由此ꎬ 民

粹主义与伊斯兰文化内核、 西方政治学说的概念与术语相结合ꎬ 形成了中东

民粹主义的思想轮廓和理论话语ꎮ
在这里ꎬ 中东民粹主义既不同于以西方政治文化为本体的欧美民粹主义ꎬ

也有别于中东伊斯兰民族主义ꎮ 伊斯兰民族主义以民族为价值核心ꎬ 既是一

种政治思潮ꎬ 也是一种文化思潮ꎮ 一方面ꎬ 中东民粹主义具有伊斯兰文化特

质ꎮ 伊斯兰教是中东地区穆斯林共同的文化基础和原始忠诚的来源ꎬ 宗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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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宗教口号遂成为民粹主义领导人具有号召性的重要话语和政治动员工具ꎮ
“这一切都是机会主义的民粹主义身份政治ꎬ 其 ‘劫持’ 宗教ꎬ 以帮助定义哪

些人是人民的 ‘朋友’ꎬ 哪些人是人民的 ‘敌人’”①ꎮ 由此ꎬ 民粹主义者借助

宗教这种天然的身份政治ꎬ 把它变成实现其政治利益最大化的工具ꎮ 另一方

面ꎬ 也是更为重要的ꎬ 中东民粹主义更强调平民群众这一特殊群体的价值与

理想ꎬ 是对精英主义的反动ꎮ 民粹主义明显超越了简单的宗教派别或民族划

分ꎬ 其背后的动机更多来自于经济和社会因素ꎮ 正是在经济与社会原因的驱

使下ꎬ 民粹主义者对宗教的利用更多是一种动员策略ꎬ 并非完全是复兴宗教

传统价值ꎬ 这是许多其他社会思潮所不具备的ꎮ
(二) 中东民粹主义的发展脉络

中东社会在现代性转型过程中ꎬ 从世俗革命到宗教复兴ꎬ 无不借力于民

粹主义ꎮ 作为一种社会思潮ꎬ 它把平民化和大众化作为所有政治运动和政治

制度合法性的最终来源ꎬ 以此来评判社会历史的发展ꎮ 如果按照历史线索来

划分ꎬ 中东民粹主义思潮的演变大体可以被分为以下 ３ 个阶段:
一是早期民粹主义阶段ꎮ 这与 １９ 世纪到 ２０ 世纪初期世界范围内的第一

次民主化浪潮相契合ꎮ 在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家那里ꎬ 就已有民粹主义的最初

萌芽ꎮ 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家哲马路丁阿富汗尼 (１８３９—１８９７) 对法国研究

中东古代语言文明的专家约瑟夫欧内斯特勒南 (Ｅｒｎｅｓｔ Ｒｅｎａｎꎬ １８２３—
１８９２) 关于东方的呆板刻画做出了尖锐批评ꎮ 埃及阿拉伯现代主义缔造者和

宗教思想家穆罕默德阿布杜 (１８４９—１９０５) 试图将伊斯兰教、 哲学和政治

融为一体ꎮ 叙利亚宗教学者、 伊斯兰教现代派思想家拉希德里达 (１８６５—
１９３５) 认为ꎬ 复兴伊斯兰文明的途径在于恢复和发扬伊斯兰教的本来精神ꎬ
并按照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创建一个名副其实的伊斯兰国家ꎮ 他们

的思想中都有着民粹主义的影子ꎬ 这些思想在伊斯兰国家 ２０ 世纪初开始的反

殖运动中ꎬ 以及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都发挥了影响ꎮ
二是经典民粹主义阶段ꎮ 这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至 ７０ 年代全球兴起的第二

代民粹主义相呼应ꎬ 也是对二战后伊斯兰各国新出现问题的回应ꎬ 这一时期

出现了许多极具魅力的政治人物ꎮ 穆斯林民众深受一些宗教领袖或伊斯兰主

５８

① Ａｎｄｒｅｗ Ａｒａｔｏ ａｎｄ Ｊｅａｎ Ｌ Ｃｏｈｅｎꎬ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ꎬ 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Ｖｏｌ ２４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２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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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思想家ꎬ 包括霍梅尼、 阿里沙里亚蒂、 赛义德库特布、 赛义德毛杜

迪等人的影响ꎮ 中东的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ꎬ 包括卡扎菲、 本阿里、 阿萨

德、 萨达姆和霍梅尼等在内ꎬ 本来就是 “从社会底层起家的魅力型人物ꎮ 他

们建立的貌似强大而专断的政权本质上具有民粹主义性质”①ꎮ 例如ꎬ 埃及穆

斯林兄弟会的赛义德库特布认同 “我们” (穆斯林、 第三世界、 贫穷的、 受

压迫的、 非西方的)ꎬ 反对 “他们” (非穆斯林、 外国人、 西方帝国主义者、
富人)ꎮ 通过承诺赋予全球乌玛社团力量ꎬ 泛伊斯兰的愿景最终是让穆斯林回

到一个近乎神话般的辉煌时代ꎬ 并希望建立一种能够带来 “幸福和平等” 的

政治秩序ꎬ 敦促当权者帮助 “弱者” 和 “能力较差的人”ꎮ 同样ꎬ 伊朗社会

的政治发展一直被视为与民粹主义有关ꎬ 伊朗裔中东历史学家叶尔万德阿

布拉哈米安 (Ｅｒｖａｎｄ Ａｂｒａｈａｍｉａｎ) 认为霍梅尼主义有着明显的民粹主义的痕

迹ꎮ 从社会背景来看ꎬ 伊朗巴列维的统治对西方有很大程度的依赖ꎻ 依附于

外国势力的买办资产阶级逐渐上升为上层阶级ꎻ 反帝国主义的中产阶级和呈

现自治特点的城市工人阶级已出现ꎻ 大量农村移民涌入城市棚户区ꎬ 这是民

粹主义赖以产生的社会基础ꎮ 由此ꎬ 他认为霍梅尼主义所掀起的民粹主义ꎬ
“主要是一场中产阶级运动ꎬ 用激进的言辞动员群众反对外部势力ꎬ 以及反对

包括买办资产阶级在内的根深蒂固的掌权阶级ꎮ 然而ꎬ 在攻击已存在的一些

制度时ꎬ 他们谨慎地尊重私有财产ꎬ 避免提出将会损害小资产阶级的具体建

议他们用阶级的语言来反对统治精英ꎬ 而一旦旧秩序被推翻ꎬ 他们就强

调社会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必要性ꎮ 事实证明ꎬ 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改变文化和

教育机构ꎬ 而不是推翻生产和分配方式ꎮ”② 阿布拉哈米安进一步指出ꎬ 霍梅

尼主义与其他民粹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ꎬ “它将他们的领袖擢升为凌驾于民众

之上ꎬ 具有超凡的神性和不谬性ꎬ 并将其视为民众的未来命运的把控者和什

叶派革命烈士的化身ꎮ 尽管大家都在谈论人民ꎬ 但权力是从领导而不是从群

众中产生的ꎮ 因此ꎬ 伊玛目的头衔不应被视为纯粹的宗教ꎬ 而应被视为民粹

主义的什叶派伊朗版本”③ꎮ 阿布拉哈米安的上述概括ꎬ 基本反映了中东经典

民粹主义的一般特征ꎮ

６８

①
②

③

陈冬生: «全球民粹主义 “幽灵” 的多个面孔»ꎬ 载 «人民论坛» ２０１６ 年 ５ 期ꎬ 第 １８ 页ꎮ
Ｅｒｖａｎｄ Ａｒａｈａｍｉａｎꎬ Ｋｈｏｍｅｉｎｉｓｍ: 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ꎬ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ꎬ

１９９３ꎬ ｐｐ １７ －１８
Ｅｒｖａｎｄ Ａｒａｈａｍｉａ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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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当代民粹主义新阶段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ꎬ 中东民粹主义的新发展与

世界政治转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相叠合ꎬ 且与中东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相关ꎮ
它与殖民时期所产生的旧形式的民粹主义或者老派民粹主义之间既存在连续

性ꎬ 也表现出某种断裂ꎮ 总体来看ꎬ 囿于西方殖民者统治的伊斯兰世界时期

的社会环境ꎬ 老派民粹主义与传统的城乡小资产阶级密切相关ꎬ 并在 ２０ 世纪

初与更广泛的反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相融合ꎮ 而当代中东民粹主义则与

全球资本经济对中东国家内部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有关ꎮ 一些中东国

家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制度之间ꎬ 精英集团与社会边缘群体之间的对立ꎬ 不断

催化出民粹主义的新形态ꎮ 由此可以推断出ꎬ 中东民粹主义的基本内涵可以

概括为伊斯兰世界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社会思潮或运动ꎬ 社会被划分为伊

斯兰乌玛社团中正义的穆斯林民众和被认为是剥夺了民众基本权利的社会统

治精英这两个割裂的部分ꎮ 通过强调伊斯兰文化中的宗教伦理来反对堕落的、
悖逆的腐败统治者ꎬ 由此刺激和促进中东社会发生变革的社会思潮及运动ꎮ
这一点在埃及、 伊朗、 土耳其、 摩洛哥等国家的民粹主义的运动中可清晰地

看到ꎮ
(三) 学界对中东民粹主义的研究视点

从目前研究的情况来看ꎬ 学界对中东民粹主义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一是对具体国家或地区的民粹主义的研究ꎬ 其中埃及、 伊朗、 土耳其、 摩洛

哥是重点研究对象ꎻ 二是用比较研究方法ꎬ 把中东民粹主义置于国际人权规

则的语境中来考察ꎬ 分析民粹主义与宗教、 人权、 非政府组织发展的互动关

系ꎻ 三是剖析中东地区宗教与民粹主义结合而形成的中东民粹主义对政治前

景的影响ꎮ 这些研究几乎都把中东民粹主义看作是该地区民众对新自由主义、
全球化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内在矛盾做出的回应ꎬ 是 “冷战时期社会冲突ꎬ
以及自世界殖民帝国灭亡近半个多世纪以来ꎬ 穆斯林社会内部结构改革的结

果”①ꎬ 并认为它反映了中产阶级日益增长的社会要求与不断经受的挫败感ꎬ
以及城市不断扩张的贫困人口和新兴资产阶级中相对边缘部分的焦虑感ꎮ 与

此同时ꎬ 已有研究指出ꎬ 民粹主义在中东地区的发展与伊斯兰教传统观念有

着密切联系ꎬ 已经形成了独具宗教特色的中东民粹主义ꎮ

７８

① Ｖｅｄｉ Ｒ Ｈａｄｉｚꎬ “Ａ Ｎｅｗ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ｓｉａꎬ Ｖｏｌ ４４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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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ꎬ 如何看待民粹主义思潮及其行为? 一些

学者认为ꎬ 民粹主义者意味着 “鲁莽的、 不审慎的煽动ꎮ 他们往往越过其他

政客而直接呼吁民众ꎬ 通常被认为是声誉不佳的: 妄许不能兑现的诺言ꎬ 空

开世上没有的药方”①ꎮ 或者是把民粹政治简单等同于政治非理性ꎬ 旨在特定

时期吸引最多的选民ꎬ 借以由那些善于鼓动的政客们吸引大众 “参与他们的

运动ꎬ 并无限期地获得民众的忠诚ꎬ 即使在这些政客去世后也是如此”②ꎮ 这

反映了一些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民粹主义者抽取片断民意ꎬ 将自己的诉求填

充其中ꎬ 并以偏激行为加以表达的情势ꎮ 这些民粹主义者只是把自己标榜为

民意代表ꎬ 并不真正体现民众意愿ꎬ 他们的行为反而最终损害了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ꎮ 事实上ꎬ 现代政治、 经济和社会生活非常复杂ꎬ 部分民粹主义者

也可能通过一定方式表述其合理务实的现实诉求ꎮ 他们通过群众动员ꎬ 扩大

了现存制度所允许的政治参与范围ꎬ 对占支配地位的群体和被支配地位的群

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合理重组ꎮ 因此ꎬ 我们需对民粹主义做出宽泛且中性

的理解ꎮ

中东民粹主义形成的社会基础

经典民粹主义思潮出现于西方殖民时期ꎬ 更多关注于城市和农村有产者的

利益ꎮ 这些带有小资产阶级性质的有产者ꎬ 包括城市商人、 小商品生产者和农

村精英ꎮ 由小资产阶级领导的民粹性质的社会运动ꎬ 在当时赢得了广泛的追随

者ꎮ 例如ꎬ １９２８ 年在埃及创立穆斯林兄弟会的哈桑班纳 (Ｈａｓｓａｎ Ａｌ － Ｂａｎｎａꎬ
１９０６—１９４９)ꎬ 他出生在位于埃及马赫穆迪亚的钟表匠家庭ꎬ 他的父亲精通伊

斯兰经训和教义ꎮ 哈桑班纳建立穆兄会的原因与小资产阶级内部对英殖民

统治的不满有关ꎬ 认为由英国殖民者及其埃及国内盟友主导的社会秩序ꎬ 正

在延续埃及乌玛社团的悲惨状态ꎮ 另一位穆兄会的重要人物赛义德库特布

(Ｓａｙｙｉｄ Ｑｕｔｂꎬ １９０６—１９６６)ꎬ 则是来自于上埃及阿斯尤特省的一个较为富足

的家庭ꎮ 自 ２０ 世纪初以来ꎬ 该省的经济财富一直在下降ꎬ 民众生活艰难窘

迫ꎬ 这使得库特布的思想中充满着对埃及民众的同情ꎮ 相比较而言ꎬ 当代中

８８

①
②

[英国] 麦克盖根: «文化民粹主义»ꎬ 桂万先译ꎬ 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１ 年版ꎬ 第 ２ 页ꎮ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Ｌ Ｃｏｎｎｉｆｆ ｅｄ ꎬ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ｉｎ Ｌａｔ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Ｔｕｓｃａｌｏｏｓａ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ｌａｂａｍ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９ꎬ 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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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民粹主义产生的时空环境则是资本全球化时代ꎬ 这种新的民粹主义的社会

基础包括城市中产阶级、 贫困阶层ꎬ 甚至资产阶级中处于权力外围的边缘部

分ꎬ 具有明显的跨阶级性ꎬ 由此构成了 “基于不对称的多阶级联盟的社会动

员的一种特殊形式”①ꎮ 当代中东民粹主义在议程上完全是现代性的ꎬ 以反映

其阶级基础多样性的要求ꎬ 确保获得更多的有形资源ꎬ 而这些都是受特定时

代影响的老派民粹主义不可能想象到的ꎮ 与老派民粹主义一样ꎬ 当代中东民

粹主义者尽管不断批评西方在全球的主导地位ꎬ 但相比之下ꎬ 当代中东民粹

主义的代言者虽然呼吁变革ꎬ 但并不打算彻底改革经济制度ꎬ 期待诉诸伊斯

兰道德ꎬ 促进虔诚者的政治和经济优势ꎮ 传统 “乌玛” 的观念已经演变成凸

显那些社会和经济虽贫困ꎬ 但道德正直和高尚的 “普通人”ꎬ 他们反对贪婪和

不道德的精英ꎮ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ꎬ 这种观念是中东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一

个标志”②ꎮ
(一) 中产阶级

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进程产生的社会压力相关ꎬ 当代中东民粹主义融合

了城市中产阶级、 新兴资产阶级和城市贫民等的利益、 抱负和不满ꎮ 中东民

粹主义往往由城市中产阶级中的一些人领导ꎬ 尤其是知识分子阶层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中东政治学家纳齐阿尤比 (Ｎａｚｉｈ Ｎ Ａｙｕｂｉꎬ １９４４—１９９５) 就

敏锐地观察到 “阿拉伯社会中存在着既雄心勃勃又倍感挫折的中产阶级”③ꎮ
这种观点在后来英国学者迪戈甘贝塔 (Ｄｉｅｇｏ Ｇａｍｂｅｔｔａ) 关于缘何中东地区

受过高等教育的工程师会成为激进分子的探讨中得到印证ꎬ 即这些工程师的

“远大抱负” 与他们的现实生活发生严重冲突ꎬ 由此产生了一种 “高度的职业

挫折感”ꎮ 他们并不是拒绝现代社会ꎬ 只是 “感觉被他们当权者的说辞所欺

骗ꎬ 此外认为他们该得到的应比现在得到的更多”④ꎮ 法国政治学家奥利维

尔罗伊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Ｒｏｙ) 在研究中东社会思潮及运动时指出ꎬ 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

代开始的伊斯兰思潮及运动已有半个多世纪ꎬ 时空环境和一些概念内涵虽然

发生着改变ꎬ 但这些运动有一种普遍现象ꎬ 即所有参与运动的群体都有一个

９８

①
②
③

④

Ｖｅｄｉ Ｒ Ｈａｄｉｚꎬ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ｉ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ｐ ２０
Ｄａｎｉｅｌｅ Ａｌｂｅｒｔａｚｚｉ ａｎｄ Ｄｕｎｃａｎ ＭｃＤｏｎｎｅｌｌ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３
Ｎａｚｉｈ Ｎ Ａｙｕｂｉ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１９９３ꎬ

ｐ １７６
Ｄｉｅｇｏ Ｇａｍｂｅｔｔａ ａｎｄ Ｓｔｅｆｆｅｎ Ｈｅｒｔｏｇꎬ “Ｗｈｙ Ａ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Ｓｏ Ｍａｎｙ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ｓ Ａｍｏｎｇ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ａｄｉｃａｌｓ?”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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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概念逻辑与社会学基础ꎮ “无论是从社会学角度还是从知性角度来看ꎬ
这些运动都是现代世界的产物ꎮ 激进分子中很少有宗教人士毛拉 (Ｍｕｌｌａｈｓ)ꎬ
反而多是那些受过现代教育体系培养的人ꎮ 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往往更倾向于

借助于科学而非宗教ꎬ 他们来自于新近城市化的家庭或贫困的中产阶级”①ꎮ
那些热衷于参与社会活动的人ꎬ 虽也曾受过一定的宗教熏陶ꎬ 但许多人仍然

在世俗机构接受教育ꎬ 他们更习惯于现代社会治理观念解决现实问题ꎮ
在伊斯兰国家中推行并发展起来的大众教育ꎬ 显然是当代中东地区民粹

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ꎬ 即使这些国家的学校课程旨在培养一种忠于现有

体制的人才ꎮ 正如原美国人类学协会中东分部主席、 «中东研究评论» 编辑格

雷戈里史特莱特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Ｓｔａｒｒｅｔｔ) 所言ꎬ ２０ 世纪整个伊斯兰世界出现了

“新伊斯兰知识分子” 以及他们的听众ꎬ 即由学校毕业生组成的广泛的 “知识

分子群体”ꎮ 他们不再是通过传统师徒制来获取知识ꎬ 而是成为外在于传统权

威教育机构的新的自学成才的知识分子ꎮ 他们在知识生产和传播的过程中赋

权于自己ꎬ “由此产生了一个新的知识领域ꎬ 在其中新的宗教解释不再由一个

特定权威机构或通过某个特定的方式来界定ꎬ 任何印刷品或磁带之类的声音

或文字之类的东西ꎬ 都可成为一种知识传播的载体ꎮ”② 受过良好教育和技能

培训的中产阶级ꎬ 被排除在由根深蒂固的精英阶层控制、 任人唯亲的社会的

顶端之外ꎮ 特别是对于 “年轻并受过教育的个人来说ꎬ 来自于伊斯兰教的社

会正义观念ꎬ 促使他们意识到自己被边缘化ꎬ 并做出政治回应”③ꎮ 这些 “破
落的知识分子” 不指望以合法的途径来批判威权主义ꎬ 这很容易导致政治活

动以民粹主义的方式出现ꎮ 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中产阶级借用穆斯林民众所

熟知的宗教理念ꎬ 鼓动人们反对社会掠夺和腐败ꎬ “支撑当代中东民粹主义的

阶级联盟ꎬ 在意识形态上是由宗教而非民族主义的象征、 意象和术语联结在

一起的”④ꎬ 以此来反对在他们看来 “高度掠夺性的腐败社会”ꎮ
(二) 新兴资产阶级

当代中东民粹主义跨阶级联盟的第二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新兴资产阶级ꎬ

０９

①
②

③
④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Ｒｏｙꎬ Ｔｈ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４ꎬ ｐ ３
Ｇｒｅｇｏｒｙ Ｓｔａｒｒｅｔｔꎬ Ｐｕｔｔｉｎｇ Ｉｓｌａｍ ｔｏ Ｗｏｒｋ: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ｇｙｐｔ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８ꎬ ｐ ２３２
Ｖｅｄｉ Ｒ Ｈａｄｉｚꎬ “Ａ Ｎｅｗ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ｐ １３３
Ｉｂｉｄ



中东民粹主义的特点及其影响　

特别是那些由于历史原因而被边缘化的群体ꎮ 中东民粹主义之所以能够迅猛

发展ꎬ 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新的资本所有者的支持ꎮ 最明显的例子

莫过于土耳其被边缘化的安纳托利亚资产阶级ꎬ 渴望与国家政权建立某种联

系ꎬ 从而使他们能克服传统上以伊斯坦布尔为基地的坚持凯末尔主义的大企

业家的压制ꎮ 埃及的情况也与土耳其类似ꎮ 埃及民粹主义的一个主要支柱是

与穆兄会有联系的企业和社会团体ꎬ 这些企业在穆巴拉克统治时期一直面对

来自政府的压力ꎮ 这部分人之所以积极参与到社会运动中来ꎬ 他们是想要

“争取获得惠及所有人的权力体系ꎮ 重要的是在不排斥资本主义经济或全球化

进程一体化的情况下ꎬ 通过在现有国家和市场内进行重新定位ꎬ 可以更实际

地实现这一目标”①ꎮ 这种倡议当然会吸引企业家和中产阶级ꎮ 当代中东民粹

主义并不一定会阻止资本主义积累本身ꎬ 也没有打算建立一个完全的伊斯兰

国家ꎮ 中东民粹主义迄今在政治上最为成功的土耳其ꎬ 也明确排除了建立一

个公开的伊斯兰国家的目标ꎬ 这是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与旧的繁荣党

(Ｒｅｆａｈ) 领导的政府最明显的区别ꎮ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执行的新自由主义

经济政策ꎬ 加强与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ꎬ 这也与国内新兴资产阶级的物

质利益相吻合ꎮ 在埃及ꎬ 与穆兄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企业ꎬ 对世界经济体

系所带来的机会越来越感兴趣ꎬ 在经济上取得统治地位对于这些团体政治目

标的实现是至关重要的ꎮ 埃及穆兄会建立的自由和正义党赞成 “没有操纵或

垄断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ꎮ 该党虽曾强烈反对穆巴拉克时代的任人唯亲和腐

败ꎬ 但它并未在原则上反对私人积累以及全球市场一体化ꎮ 穆兄会金融家马

雷克 (Ｈａｓｓａｎ Ｍａｌｅｋ) 曾宣称ꎬ 考虑到曾经阻碍穆兄会发展的政治障碍已经消

除ꎬ 该组织的业务将进一步扩大ꎮ 不过ꎬ 在穆尔西执政仅一年被推翻后ꎬ 马

雷克等人表达的乐观情绪就自然消退了ꎮ
(三) 城市贫民

当代中东民粹主义跨阶级联盟的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城市贫民ꎮ 中东

地区的经济凋敝和失业人数的增加ꎬ 产生了一个愤懑的城市破落阶层ꎮ 美国

伯克贝克大学学者亚力简德罗克拉斯 (Ａｌｅｊａｎｄｒｏ Ｃｏｌａｓ) 在关于中东马格里

布地区的研究中指出ꎬ 自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ꎬ 国家主导的以资源为基础的

工业化阶段ꎬ 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取代之后ꎬ 社会矛盾变得尤为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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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锐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城市贫民对政府的一些紧缩措施表示不满ꎬ 因为这些

措施源于西方国际组织推动的结构性调整政策ꎬ 导致普通民众的生活更为窘

迫ꎮ 克拉斯生动地描述了流离失所的一代阿尔及利亚人ꎬ “年轻的城市男子无

助地倚靠在墙上ꎬ 无精打采地经历着日子从他们身边一天天过去的无望感

觉”①ꎮ 因此ꎬ 在所有民粹主义团体的政治纲领中ꎬ 都将城市贫民面临的问题

作为吸引民众的重要口号ꎬ 将这一社会阶层的愿望和不满纳入到传统乌玛观

念中来解读ꎮ 在理论上ꎬ 乌玛社团的成员应该彼此之间是平等的ꎬ 但在当今

时代下很多穆斯林则成为食不果腹、 流离失所的赤贫者ꎮ 中东不断扩张的城

市化以及城市生活的严酷环境ꎬ 为民间团体组织吸引城市平民提供了可能性ꎬ
这些组织接管了城市生活中亟需的公共服务ꎬ 城市贫民由此成为一些重要的

宗教慈善机构和社团组织的坚定支持者ꎮ 在土耳其ꎬ 正义与发展党和 “葛兰

运动” 的相关机构通过提供一系列社会服务ꎬ 或者通过满足城市贫民的经济

需求提高影响力ꎮ 在埃及ꎬ 穆兄会则通过在医疗等领域为穷人提供服务而获

得支持ꎮ
如上所言ꎬ 共同的利益需要把不同的社会群体组合到了一起ꎮ 城市中产

阶级、 处于权力外围的新兴资产阶级与城市贫民在共同利益上的成功结合ꎬ
带来的结果必然是一种民粹主义ꎬ 它有力地利用了跨阶级的焦虑和挫折感ꎬ
形成一种具有与宗教结合的民粹主义性质的新力量ꎮ

当代中东民粹主义潮流的特点

民粹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些政治人物用以声称代表民意实现其诉求

的政治策略ꎮ 作为一种政治策略ꎬ 它指的是动员平民大众参与政治进程的方

式ꎮ 中东地区民粹主义的发展ꎬ 为各种政治力量以最小成本快速实现政治目

标ꎬ 提供了可以凭借的手段ꎮ 特别是在土耳其和埃及ꎬ 一些带有宗教性质的

政党借助于民粹主义的形式取得了巨大成功ꎮ 在当代社会条件下ꎬ 这些组织

的政治活动形式在发展中表现出一些趋同或共性ꎮ
第一ꎬ 在组织形式上ꎬ 带有民粹性质的穆斯林团体通过建立政党以实现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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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目标ꎮ 自 ２０ 世纪后期开始ꎬ 民粹主义潮流成为促进伊斯兰社会内部变革

的一种重要路径ꎬ 这一点在土耳其有充分体现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土耳其前总

理纳杰梅丁  埃尔巴坎 ( Ｎｅｃｍｅｔｔｉｎ Ｅｒｂａｋａｎ) 领导的 “民族观念运动”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ｕｔｌｏｏｋ) 宣扬伊斯兰教塑造了土耳其的历史和文化ꎮ “伊斯兰主义、
民族主义和反西方主义是 ‘民族观念运动’ 的三大特征”①ꎬ 民族观念运动最

根本的宗旨仍是主张反西方主义ꎮ 埃尔巴坎采用的 “是一种融合了反西方的

宗教民粹主义和发展主义的话语”②ꎮ 在国内层面ꎬ “民族观念运动” 对土耳

其的所谓历史西化进行了批判ꎻ 在国际层面ꎬ “民族观念运动” 推动土耳其外

交政策从传统的亲西方立场向扎根伊斯兰世界转变ꎮ 土耳其 “民族观念运动”
旨在通过组建政党ꎬ 来重申 “伊斯兰既是宗教又是国家” 的道路ꎮ 后来ꎬ 埃

尔巴坎的追随者埃尔多安、 阿卜杜拉居尔和比伦特阿林奇领导的改革派

觉得对抗性的宗教话语在政治上不明智ꎬ 最终与 “民族观念运动” 分裂ꎬ 并

于 ２００１ 年组建了正义与发展党ꎬ 该党于 ２００２ 年开始执政ꎮ 正发党 “可以被

视作民粹主义政党ꎬ 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具有民粹主义核心特征的政党ꎮ”③ 土

耳其科克大学教授奥尼斯 (Ｚｉｙａ Ｏｎｉş) 将正发党所表现出来的民粹主义称为

“受控的新民粹主义”ꎬ “政党有效利用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再分配机制ꎬ 去扩

大它的选民”④ꎮ 按照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说法ꎬ 土耳其的政治可以概括为

“一个保守的安纳托利亚群众与脱离人民的世俗—共和党精英之间的斗争”ꎬ
这些精英与民众的价值观是相脱节的: “要么人民获胜并掌权ꎬ 要么那些自命

不凡、 压迫人民的ꎬ 与安纳托利亚的现实格格不入ꎬ 并以轻蔑的眼光看待民

众的少数人继续掌权”⑤ꎮ 民粹主义是正发党吸引民众支持的主要方式ꎬ 这有

助于解释土耳其政府一些政策的制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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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ꎬ ２０１６ 年以来在摩洛哥执政的公正与发展党 (ＰＪＤ) 也是一个有影

响力的民粹主义性质的政党ꎮ 与土耳其正发党一样ꎬ 摩洛哥正发党也是由伊

斯兰运动演变而来ꎬ 其前身是摩洛哥的 “统一与改革运动”ꎬ 该组织利用宗教

价值观或言辞来吸引民众ꎬ 主张以渐进方式对社会进行变革ꎬ 实行 “轻度”
伊斯兰主义ꎮ 在埃及ꎬ 穆兄会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经历了内部转型ꎬ 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关注于跨阶级的选民ꎮ 穆兄会在接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的同时ꎬ
从地下政治活动转向了参与合法选举的方式ꎮ ２０１１ 年埃及穆兄会建立了自己

的所属政党 “自由与正义党” (ＦＪＰ)ꎮ 同样的情况也曾出现于约旦、 科威特、
也门等国ꎬ 伊斯兰主义者逐渐接受了政治多元化的原则ꎬ 参与到合法性的选

举中ꎮ 这种策略的重新调整ꎬ 不仅仅是机会主义的问题ꎬ 也不仅仅是接受全

球化相关的价值观问题ꎬ 它也起因于资本主义的转型所带来的民粹主义的社

会基础的变化ꎬ 以及对环境变化所带来的新情况作出的反应ꎮ
第二ꎬ 在意识形态上ꎬ 把伊斯兰主义与其他具有现代性的思想观念结合

起来ꎬ 增强其在不同阶层选民中的吸引力ꎮ 中东地区自治机构和充满活力的

非政府组织相对贫乏ꎬ 为中东民粹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便利ꎮ 在土耳其ꎬ 伊斯

兰主义意识形态自一开始就构成了正发党的核心部分ꎬ 并被应用于国内政治

和外交政策中ꎮ 土耳其凯末尔主义不能代替全体土耳其人的非代表性、 精英

主义和自上而下的特点ꎬ 不可避免地疏远了许多被边缘化的、 更 “本土性”
的公民ꎮ “考虑到土耳其的社会和文化ꎬ 以及正发党自身的渊源ꎬ 很明显在挑

战现有秩序的过程中ꎬ 伊斯兰主义将与民粹主义联姻”①ꎮ 正发党利用民粹主

义与伊斯兰价值观来反映和强化民众的反精英情绪ꎬ 为政府攻击世俗机构正

名ꎮ 当代土耳其民粹主义者 “渴望建立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ꎬ 看到权力

和社会资源更合理地重新分配ꎬ 那些被边缘化的人也因此受益”ꎮ② 土耳其正

发党很好地将宗教的道德性与现代观念结合起来ꎬ 尤其是与亲民主、 新自由

主义或社会民主思想结合起来ꎮ 该党在首次执政期间通过了 ８ 项改革方案ꎬ
以满足欧盟的哥本哈根标准ꎮ 这些 “快速” 的亲欧盟改革吸引了自由派和保

守派人士ꎬ 因为对自由派来说ꎬ 这些改革意味着进一步的民主化ꎬ 对于保守

主义者来说ꎬ 它意味着免受土耳其推行的世俗主义影响ꎮ 此外ꎬ 正发党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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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项目ꎬ 进行大规模私有化ꎬ 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流向

大型建设项目ꎬ 这引起了与其现有地位密切相关的新的商业阶层的关注ꎮ
同样ꎬ 摩洛哥正发党在 ２０１６ 年的选举中之所以取得成功ꎬ 归因于它具有

吸引力的政治纲领ꎮ 它将伊斯兰主义与其他思想观念相结合ꎬ 满足了民众多

样化的思潮诉求ꎮ 例如ꎬ 早在 ２０１１ 年摩洛哥正发党的党纲中ꎬ 声称它不是一

个伊斯兰党派ꎬ 而是作为一个 “有伊斯兰因素的政党”ꎬ 承诺根据真正的摩洛

哥价值观ꎬ 重振和更新政治体系ꎬ 强调打击腐败ꎬ 实现良政ꎮ 它宣布协调

“媒体、 文化、 教育、 社会和宗教政府部门”ꎬ 以期在摩洛哥传播和强化基本

道德价值观ꎮ 摩洛哥正发党重申鼓励传播温和的伊斯兰教义ꎬ 捍卫 “一个民

主的伊斯兰王国”ꎮ 这些竞选口号颇得民意ꎬ 也争取到了更多选民的支持ꎮ 摩

洛哥正发党开启了利用社会民主、 新自由主义等思想或意识形态的新潮ꎬ 以

便巩固和增强其在不同选民中的吸引力ꎮ 它将伊斯兰主义与社会民主相结合ꎬ
认为以前的精英主义党派的政策导致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隔阂ꎬ 并伴随着日益

削弱的中产阶级ꎮ 该党派强调其目标是 “建立一个依靠广泛团结的中产阶级

的平衡、 稳定、 团结和繁荣的社会”ꎬ 可 “为穷人提供体面的生活” 和 “为
富人提供安全、 高效和承担社会责任的条件”①ꎮ

第三ꎬ 在政治策略上ꎬ 强调自身的亲民反精英特征ꎬ 视自己为平民代言

者ꎮ 在日常政治或社会生活中ꎬ 民粹主义者走的是亲民路线ꎮ 他们非常注意

不要被其支持自己的选民视为新自由主义者或暴发户ꎮ 例如ꎬ 穆斯林斋月期

间ꎬ 土耳其的埃尔多安 “在贫民窟或棚户区与穷人一起封斋ꎬ 并在他长大的

贫民区理发ꎬ 以表明他们新获得的权力并没有改变他们”②ꎮ 摩洛哥正发党领

袖班基兰 (Ｂｅｎｋｉｒａｎｅ) 拒绝从政府津贴和奖金中受益ꎬ 也没有搬到拉巴特最

富裕地区的豪华官邸ꎬ 而是继续住老房子里ꎮ 这旨在表明他们的 “新职位几

乎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ꎬ 他们仍然在为民众服务ꎬ 而不是成为新的精英”③ꎮ
民粹主义亲民政策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强调在经济上要考虑到平民的需要ꎬ 并

在关键的经济问题对精英主义提出批评ꎮ 例如ꎬ 土耳其正发党把自己看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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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边缘化民众的代言者ꎬ 指责传统精英集团对土耳其的经济和政治所带来的

困境ꎮ 土耳其正发党在 ２００２ 年颁布的第一个政党纲领中宣布ꎬ 土耳其人民

“不应该处于这种持续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状态”ꎮ 正发党表达了对城市贫民和

农村贫困农民的关切ꎬ 也表达了对前政府政策失利的批评ꎬ 认为土耳其拥

有 “独特的地理位置” 和 “年轻而充满活力的人口”ꎬ 且 “有潜力成为一个

稳定和富裕的国家ꎬ 但这种潜力被前政府滥用”ꎮ 由此ꎬ 正发党认为自己是

大多数人的代言人ꎬ 通过提议建立一个 “新土耳其”ꎬ 将反精英主义作为其政

治使命ꎮ 正发党声称自己参与了一场 “无声的革命”ꎬ 目的是 “让人民的声音

进入政治生活”ꎮ
摩洛哥正发党也将自己视为多数民众的代言人ꎬ 并将反精英主义作为自

己的政治使命ꎬ 提议建立一个 “新摩洛哥”ꎮ 在这个框架内ꎬ 摩洛哥正发党开

始参与反精英主义的政策ꎬ 这些政策试图将传统上围绕王室形成的政治 － 宗

教 －军事精英集团麦赫赞 (Ｍａｋｈｚｅｎ) 的作用最小化ꎬ 主张在摩洛哥议会中提

高透明度ꎬ 要求对选举过程实现独立和公民监督ꎬ 以取代麦赫赞监督系统ꎬ
呼吁公务员选用要任人唯贤ꎮ 摩洛哥正发党这些策略的目的是要揭批摩洛哥

政治生活中固有的精英主义ꎬ 迫使那些政客尊重公众意见ꎬ 并因此鼓动进行

公共改革ꎬ 推进摩洛哥政治生活的民主化ꎮ 用摩洛哥拉巴特的正发党市长塞

卡尔的话来说ꎬ 摩洛哥正发党 “成功地让更多的人对政治感兴趣ꎬ 在政治生

活和投票中变得活跃”①ꎮ 但也有一些中东国家的领导人ꎬ 对这种政治平民化

的做法表示怀疑ꎮ 伊朗前总统内贾德同时奉行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ꎬ 因对普

通民众的平易近人而广受赞誉ꎬ 然而伊朗在他的总统任期内却表现出了自

１９７９ 年以来最为压抑的一些倾向ꎮ 内贾德 “渴望得到民众的欢呼ꎬ 决心代表

‘普通人’ꎬ 与此同时ꎬ 他几乎同样不信任这些普通人在投票箱里的选票ꎮ 当

然ꎬ 这些特征并不一定相互排斥ꎻ 的确ꎬ 它们可以被视为全球威权民粹主义

的特征”ꎮ② 这种既想代表人民发声ꎬ 但又不信任民众ꎬ 提防民众的做法明显

使民粹主义的效果大打折扣ꎮ 事实上ꎬ 这种反精英式的民粹主义在中东地区

并不具有普遍性ꎬ 土耳其和摩洛哥的民粹主义模式并非所有亲伊斯兰政党的

必由之路ꎮ 突尼斯复兴党在其短暂的执政期间ꎬ 没有转向民粹主义ꎬ 而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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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与各种政治力量合作ꎮ

中东民粹主义对中东政治生态的影响

当前ꎬ 中东地区以转型与动荡相互交织为特征的形势ꎬ 为中东民粹主义

的迅速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ꎮ 但这种带有宗教性质的民粹主义发展究竟会

为中东政治生态带来何种影响ꎬ 仍需保持清醒意识ꎬ 审慎视之ꎮ
第一ꎬ 冲击中东国家传统治理模式ꎬ 并促其转型ꎮ 关于这一点ꎬ 我们可

以从对中东地区政治格局带来深远影响的阿拉伯剧变中清楚地看出ꎮ 阿拉伯

剧变可以被视为当代最直接的民粹主义运动ꎬ 穆斯林民众在 “面包、 尊严和

社会正义” 的口号下发起了自下而上的运动ꎮ 在这场运动中ꎬ 突尼斯总统

本阿里下台并建立了民选政府ꎻ 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结束长达 ３０ 年的专制统

治ꎻ 利比亚在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开始爆发反政府抗议活动ꎬ 之后该国出现政权变

更ꎮ 除了埃及、 突尼斯、 利比亚、 也门和叙利亚之外ꎬ 其余的阿拉伯国家也

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ꎮ 阿拉伯剧变中所表现出来的 “个人能力和政治权

利的残留意识可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 ‘自由主义’ꎬ 但运动确实给那些参与其

中的人灌输了一种他们以前从未有过的权力感和可能性”①ꎮ 这里需要强调的

是ꎬ 领导人任期与 “民主衰退” 之间没有简单的因果关系ꎬ 独裁、 专制才是

民主的对立面ꎮ 这场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ꎬ 对防止极权政治具有一定意义ꎬ
同时也促使中东国家的政治精英认识到: 在未来的政治转型过程中ꎬ 需要建

立包容性政府ꎬ 不断改善民生ꎬ 夯实执政的合法性基础ꎮ
第二ꎬ 推动中东国家各类非政府社会组织的发展ꎬ 且在民间组织与政府的

沟通中起到了一定的协调作用ꎮ 非政府社会组织是一个多源的群体ꎬ 它包括私

营团体、 民间思想库、 俱乐部、 行业协会、 社区基层组织等ꎮ 学者们常把非政

府社会组织视为解决中东社会所遇困境的一种有效路径ꎮ 一些穆斯林学者把这

类社会组织与伊斯兰文化中一些传统概念相关联ꎬ 指出 “尽管非政府社会组织

这个词汇也许没有出现在伊斯兰教宗教经典中ꎬ 而更多用的是 “ａｄａｂ” (受过教

育) 和 “ｐｅｒａｄａｂａｎ” (教化) 这样的术语表达ꎮ 但在实践层面ꎬ 非政府社会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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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的核心价值观早在西方学者采用这个词汇前就已被伊斯兰信仰者所讨论、
运用并付诸实践”①ꎮ 从历史来看ꎬ 近代之前的阿拉伯世界的政治机制是围绕

着一个政治权威哈里发而建立的ꎬ 其合法性来自于宗教神圣与世俗统治的结

合ꎬ 社会公共空间由乌莱玛、 商人、 行会、 苏非教团和教派共享ꎮ 其他团体ꎬ
尤其是部落ꎬ 有着相当自治性ꎮ 行会、 宗教派别和少数民族团体ꎬ 通过选举

或任命首领来管理大部分内部事务ꎮ 这些首领既要对统治当局负责ꎬ 又要对

自己的社团负责ꎮ 上述传统社会组织的领导者、 长老和魅力人物在前现代阿

拉伯社会治理中ꎬ 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除了管理社团内部事务和处理不同社团

的冲突外ꎬ 他们还担任统治者的顾问ꎮ 这些组织发挥着冲突 “解决者和黏合

剂”② (Ａｈｌｕ ａｌ － Ｈａｌ ｗａ ａｌ － ａｋｄ) 的作用ꎮ 这些社会组织也会相应地配合当政

者处理其团体事宜ꎬ 并使当政者的统治更具合法性ꎮ 事实上ꎬ 传统的阿拉伯

社会有着现代非政府社会组织的基本雏形和理念ꎬ 个人的身份和许多基本需

求都依赖于这些组织ꎮ 所以ꎬ 当代民粹主义的发展进一步巩固了中东地区非

政府组织中的各民间团体的作用ꎮ
第三ꎬ 片面强调不受约束的 “人民” 的权利ꎬ 易陷入极端自由主义的风

险ꎮ 中东地区的一些当权者借助于民粹主义方式登上权力舞台ꎬ 并一再强调

“人民意志” 的作用ꎬ 鼓吹 “一旦人民发表了意见ꎬ 就不应该限制其意志的执

行”③ꎮ 民粹主义者往往声称自己是同质、 统一、 真实的人民的唯一合法声音ꎬ
但这暴露了这种统一声音与非政府社会组织所要求的多元性原则之间的紧张

关系ꎮ 民粹主义者攻击 “腐败精英”ꎬ 称他们篡夺了人民的合法权利ꎬ 传播一

种不能容忍的价值观ꎮ 这些带有污名性的批判ꎬ 容易导致一些非政府社会组

织中的监督机制和批判性功能被滥用ꎮ 有情况表明ꎬ 一旦民粹主义者掌权ꎬ
可能会出现剥夺其他政党、 反对党以及 “腐败者” 的合法性ꎬ 剔除一些包括

妥协与合作、 批评与对立交替在内的政治原则ꎮ 因此ꎬ 过于强调民粹主义ꎬ
将破坏一些维系国家与社会正常发挥作用的公共机构ꎬ 以及分权体制、 议会

程序、 独立司法等政治机制ꎬ 从而走向不受法制约束的极端自由主义ꎮ 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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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剧变所暴露出来的问题ꎬ “在这场运动中ꎬ 民粹主义者的一些行为与他

们反对的 ‘专制政府’ 一样ꎬ 存在对法治的蔑视现象”①ꎮ 普林斯顿大学教授

维尔纳米勒对阿拉伯剧变中表现出来的民粹主义的总体看法是ꎬ 这里存在

着 “一个巨大的讽刺ꎬ 即民粹主义者一旦掌权ꎬ 就又形成并巩固一种新的排

除异己的专权政府ꎬ 而这正是他在其寻求取代的当权机构中ꎬ 民粹主义最反

对的”②ꎮ 由此看来ꎬ 中东国家要真正实现用完善而具有约束力的法治政府替

代人治政府的目标ꎬ 仍然任重道远ꎮ
第四ꎬ 民粹主义极端化易带来社会不稳定ꎮ 中东民粹主义在发展过程中ꎬ

尽管在政治话语上有很强的相似性ꎬ 但它们在政治效果上存在巨大差异ꎮ 带

有民粹主义特点的阿拉伯剧变的发生ꎬ 名义上是被称为自发的、 由挫折和愤

怒引发的 “自下而上” 的草根运动ꎬ 实际上则有不同的政治势力卷入其中ꎮ
这种因生存问题而引起的民粹主义运动与中东长期存在的教派问题、 民族问

题相结合ꎬ 很容易合流而引发 “政治共振效应”ꎬ 势必对中东政治格局带来难

以预料的影响ꎮ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ꎬ 宗教恐怖势力也常借用民粹主义思潮为

自己摇旗呐喊ꎮ 例如ꎬ 在曾经活跃于中东的恐怖组织 “伊斯兰国” (ＩＳＩＳ) 所

发行的刊物 «达比格» (Ｄａｂｉｑ) 就有着民粹主义的影子ꎮ “伊斯兰国” 的宣

传刊物 «达比格»ꎬ 在 “设计无可挑剔采用巧妙的手法扩大了 ‘伊斯兰

国’ 的招募基础ꎮ”③ 在 «达比格» 中ꎬ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民粹主义的这些

明显特质ꎬ 比如在这本刊物提到ꎬ 民粹主义包括 ５ 个关键性的话语要素———
“人民主权、 腐败的精英、 危险的他者、 纯洁的人民和赞美核心土地”ꎮ 该刊

物提到 “穆斯林们ꎬ 赶快去你们的国家ꎬ 因为叙利亚不属于叙利亚人ꎬ 伊拉

克也不属于伊拉克人这个国家是所有穆斯林的国家ꎬ 这片土地属于穆斯

林ꎬ 属于所有穆斯林”④ꎮ 毫无疑问ꎬ “伊斯兰国” 话语中的一个特点是将与

自己观点不同的对手ꎬ 刻画为敌人和 “危险的他者”ꎬ 且视为一种对抗状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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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状态下ꎬ “敌人” 或那些没有满足其自身要求的人ꎬ 都被视为不支持

“伊斯兰国” 的人ꎮ 该刊物还称ꎬ 领导层 (伊玛目) 对民粹主义和 ‘伊斯兰

国’ 至关重要”①ꎮ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ꎬ 民粹主义思潮中这种民众与统治精英

二元对立的观点有其固有的弊端ꎬ 往往被有政治野心的个人扩大化乃至极端

化ꎬ 并被利用作为政治修辞和动员手段ꎬ 成为中东地区非政府社会组织发展

的桎梏ꎮ
民粹主义作为体现一部分普通民众意愿的理想和价值取向ꎬ 对国家政

治发展的作用具有复杂多面性ꎮ 民粹主义既有一定的合理性ꎬ 又有很强的

负面作用ꎮ 当前中东国家正处于政治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ꎮ 美国等西方国

家的民粹主义思潮不仅在国内泛滥ꎬ 而且产生了溢出效应ꎬ 且刺激着全球

民粹主义思潮向极端化方向发展ꎬ 导致民粹主义成为异化和危险的政治思

潮ꎬ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东国家的内部政治发展及地区政治格局ꎮ 对此ꎬ
中东国家需防范非理性的民粹主义思潮与国内各种矛盾产生共振ꎬ 并引发

社会不稳定风险ꎮ

余　 论

通过对中东民粹主义的分析ꎬ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ꎬ 虽然

阶级的观点不能完全解释中东地区的社会思潮与运动ꎬ 但在理解中东国家的

意识形态、 政治活动的形成以及解释社会冲突方面ꎬ 阶级观念仍是有用的ꎮ
任何观念与思想并非独立于经济基础的一种超自然反映ꎬ 土耳其民粹主义政

党正发党的成功ꎬ 与其所采取的经济政策能吸引民众有着重要关系ꎮ “一些证

据表明ꎬ 经济因素对土耳其选民的政党选择起着重要作用”②ꎮ 第二ꎬ 中东地

区的民粹主义容易滋生魅力型统治ꎬ 这种魅力型人物的存在与民粹主义是相

伴相生的ꎮ 虽然魅力型统治让拥有者陶醉ꎬ 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安心ꎮ 但正

如马克斯韦伯所指出的ꎬ 魅力型统治是一种本质上不稳定的政治组织形式ꎮ
伊朗前总统哈塔米也曾从自身出发ꎬ 认为渴望成为一个魅力型人物是不可取

的ꎬ “这种渴望在政治上是危险的ꎮ 英雄崇拜是一种导致蛊惑人心、 民粹主义

００１

①
②

Ａｄｒｉａｎ Ｔａｒｉｎ Ｓａｎｚ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１５８ － １５９
Ｃｅｍ Ｂａşｌｅｖｅｎｔꎬ “Ｐａｒｔｙ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Ｖｏ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ｏｍｏｄ ｎｅｔ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 ｅｃｏｍｏｄ２００５ － ｍｅｎａ / ７２５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９ － ０７ － １７



中东民粹主义的特点及其影响　

和政治自负的疾病”①ꎮ 这或许是一种理性的、 完全现代化的立场ꎮ 第三ꎬ 民

粹主义并不一定需要 “根植于深深的不满”②ꎮ 那些对某种政治体系和经济纲

领持积极看法的人ꎬ 也可能持有强烈的民粹主义态度ꎬ 因为他们希望自己所

青睐的政党掌权ꎬ 并且以民粹主义为平台参与政治ꎮ 只要政治精英们继续在

政治上选择高度民粹主义的政治纲领ꎬ 我们就可以预测ꎬ 民粹主义的风潮将

在中东社会长期存在ꎮ 第四ꎬ 人权和法制是考察当代中东社会政治生态的重

要词汇ꎮ 民粹主义者可以分为不同群体ꎬ 他们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有分歧ꎮ
有的民粹主义者倡导权利ꎬ 而有的排斥、 厌恶女权主义的提法或表达出明确

的反人权议程ꎬ 这就要求人权观察者要重新思考许多长期存在的问题ꎮ 伊斯

兰世界涌现的许多人权学者本身也是民粹主义者ꎬ 他们的人权或政治学说在

研究中东民粹主义问题时ꎬ 也应该予以关注ꎮ 在这其中ꎬ 不容忽视的是ꎬ 民

粹主义者在反精英主义时是否真正代表民意? 是否走向极端自由主义? 第五ꎬ
了解中东民粹主义需注意身份政治在中东的深刻烙印ꎬ 身份政治曾经促进了

弱势群体权益的改善ꎬ 但身份政治强调一个个小群体的单独议题和关注点ꎬ
特别是它难以避免的分割、 封闭、 排他等属性ꎬ 必然导致中东民粹主义发展

过程中的分离和缺少凝聚力ꎮ 宗教身份常常被民粹主义领导人作为政治动员

的工具ꎬ “有时会对国家表现出一种排他主义的态度ꎬ 且他们所归属的社团价

值取向上表现出一种孤立主义的姿态ꎮ”③ 这种孤立主义不利于中东地区的国

家政治生态与社会稳定ꎮ 第六ꎬ 部分中东国家在国家治理失当、 民生福祉受

损的情况下ꎬ 民粹主义易走向极端化ꎬ 使社会安全陷入混乱ꎮ
综上ꎬ 从中东的具体情况来说ꎬ 把西式民主理想化和绝对化的做法ꎬ 褒

扬这种体制外的、 非投票的直接民主的民粹主义ꎬ 在理论与实践中都是不可

行的ꎮ 如果将民粹主义置于世界历史进程中来考察ꎬ 我们就会发现ꎬ 非理性

或民粹主义的极端化会对国家政治和社会发展造成危害ꎮ 所以ꎬ 如何推进中

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ꎬ 解决好民主和民生问题ꎬ 防止极

端民粹主义泛滥成灾ꎬ 仍需深入研究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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