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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中东的 “分而治之” 政策及其后果

田文林

　 　 内容提要　 “分而治之” 是一种十分古老的统治政策ꎬ 在近现代被西方

殖民国家 “发扬光大”ꎮ １９ 世纪到 ２０ 世纪前期ꎬ 英国作为塑造中东格局的最

重要外部力量ꎬ 在中东殖民统治主要采取 “分而治之” 政策ꎮ 这一殖民遗产

给中东带来多重负面影响ꎬ 具体而言ꎬ 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首先ꎬ 支持阿拉

伯人发动大起义ꎬ 借以分裂奥斯曼帝国ꎬ 中东缺乏 “核心国家” 导致该地区

群龙无首ꎬ 动荡不定ꎻ 其次ꎬ 在中东各国间制造纠纷ꎬ 同时在各国内部制造

分歧ꎬ 由此导致中东各国矛盾四伏ꎬ 中东国家治理困难重重ꎻ 再次ꎬ 扶植犹

太人在中东建国ꎬ 由此为 “世纪冲突” ———阿以冲突埋下祸端ꎬ 以色列与阿

拉伯世界矛盾愈演愈烈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二战后ꎬ 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中东新

霸主ꎬ 美国从维护自身霸权统治出发ꎬ 继续在中东推行 “分而治之” 政策ꎬ
由此使中东地区至今处在动荡之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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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００８１)ꎮ

引言: 英国在中东 “分而治之” 政策的缘起

“分而治之” 作为一种统治政策十分古老ꎮ 历史上ꎬ 罗马帝国、 埃及、 波

斯帝国以及拿破仑时期的法国都曾经实行过这种政策ꎮ① 英国是典型的海权强

国ꎬ 其基本地缘特征就是领土面积有限且远离大陆ꎬ 经济和商业主要靠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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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将其不连贯的领土连接在一起ꎮ 这使英国具有将欧亚大陆国家分裂为较

小单位的固有倾向———因为国家越小ꎬ 就越要依赖强国ꎬ 国家越小也越容易

被掌控ꎮ
英国统治者明确提出 “分而治之” 政策是在 １８５７ ~ １８５９ 年印度发生民族

大起义后ꎮ 莫拉达巴德地方驻军司令官琼柯克中校在一份文件里写道: “我
们的态度是尽力维护现存的宗教和种族分裂ꎬ 而不是使之融合ꎬ 分而治之应

该是印度政府的原则ꎮ” 孟买总督爱尔芬斯顿非常赞赏这种观点ꎮ 他在一份备

忘录中写道: “分而治之是古罗马的座右铭ꎬ 也应当是我们的座右铭ꎮ”① 因

此ꎬ 英国 “在每一个殖民地里进行分化ꎬ 利用这一部分去反对另一部分ꎮ”②

这就是英国在其殖民地统治中惯用的 “分而治之” 政策ꎬ 而这种统治方式也

被推广到其他的英国殖民地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二战后ꎬ 英帝国从其殖民地精

心撤退之后出现的印巴分治问题、 南非种族问题、 新马问题、 中东领土纠纷

及族群冲突等问题ꎬ 某种程度上与英国的殖民统治遗痕不无关系ꎮ
这其中ꎬ 中东地区就是英国 “分而治之” 政策的重要试验田和牺牲品ꎮ

国内学者围绕相关话题已有一些探讨ꎬ③ 但是专门研究这一议题的著述仍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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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集刊»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０９ ~ １１８ 页ꎻ 李献明: «试论 ‹巴尔福宣言› 发表的历史根源»ꎬ 载

«陇东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６０ ~ ６４ 页ꎻ 王伟: «试析一战初期英国的中东政策»ꎬ 载 «北京

理工大学学报» ２００３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８１ ~ ８３ 页ꎻ 肖文超: «一战后初期英国对伊拉克库尔德人政策的

衍变»ꎬ 载 «史学集刊» ２０１８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５５ ~ ６４ 页ꎻ 郭长刚、 杜东辉: «英国的库尔德斯坦政策

探析»ꎬ 载 «上海大学学报» ２０１８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７９ ~ ９０ 页ꎻ 陆保生: «从贝尔福宣言到白皮书: 试

论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的巴勒斯坦政策»ꎬ 载 «解放军外语学院学报» １９９３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１０４ ~
１１１ 页ꎻ 车效梅、 徐继承: «一战对中东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影响»ꎬ 载 «山西师大学报» ２００７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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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ꎮ 鉴此ꎬ 笔者不揣学浅ꎬ 尝试从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角度ꎬ 对该问题进行

深入探讨ꎮ

英国在中东 “分而治之” 政策的实施

１９ 世纪至 ２０ 世纪前期ꎬ 英国成为塑造中东地缘格局的最重要外部力量ꎮ
中东地处欧、 亚、 非三大洲接榫地带ꎬ 地理位置重要ꎬ 石油资源丰富ꎬ 人口

数量众多ꎮ 该地区如果将地理优势与人口优势有机结合而形成统一的国家ꎬ
则会成为世界性强国ꎬ 这种前景显然是英国所竭力避免的ꎮ 英国殖民者非常

清楚: “一个处在中东中心的巨大的军事强国ꎬ 可以随意打入欧洲、 亚洲或非

洲ꎻ 它也能够阻止这三大洲彼此合作ꎮ”① 要彻底消除伊斯兰世界复兴对欧洲

的威胁ꎬ 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 “分而治之”ꎬ 尽可能蚕食、 分裂、 肢解伊斯兰

世界的地缘版图ꎮ
而伊斯兰世界的地缘特征使之很容易被英国利用ꎮ 我们知道ꎬ 伊斯兰世

界 (主要以奥斯曼帝国为代表) 最主要的特征就是 “既统一又分裂”ꎬ 或者

说是 “有差异性的统一”ꎮ 萨米尔阿明曾指出ꎬ 伊斯兰世界 “商业立国”
的传统ꎬ 使各地区之间既是统一的ꎬ 又是割裂的: 商业文明使不同地方的居

民相互来往ꎬ 日渐形成统一的经济体系和语言ꎬ 就此而言ꎬ 伊斯兰世界是统

一的ꎻ 但商业文明存在的基础ꎬ 是对立商业城市之间的竞争ꎬ 就此而言ꎬ 伊

斯兰世界又是割裂的ꎮ② 伊斯兰世界的这一地缘政治弱点ꎬ 很自然被英国充分

利用和放大ꎬ 乘机在中东地区推行 “分而治之” 政策ꎮ 具体地说ꎬ 这主要体

现在依次递进的以下三方面ꎮ
(一) 蚕食、 分裂并最终瓦解奥斯曼帝国

英国在中东进行 “分而治之” 的第一步ꎬ 就是想方设法地分裂乃至瓦解

奥斯曼帝国ꎮ
奥斯曼帝国始建于 １３ 世纪末ꎬ 极盛时势力达亚欧非三大洲ꎬ 领有东南

欧、 巴尔干半岛之大部分领土ꎬ 北及匈牙利和斯洛文尼亚ꎬ 掌握东西方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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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线近 ６ 个世纪之久ꎮ “在没有发现通往印度的直接通路以前ꎬ 君士坦丁堡

是广泛贸易的中心ꎮ”① 从地缘政治角度看ꎬ 奥斯曼帝国一直是伊斯兰世界的

“核心国家”ꎬ 中东作为奥斯曼帝国的有机组成部分ꎬ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之下ꎬ
总体处于和平稳定的状态ꎮ

然而ꎬ 从 １７ 世纪开始ꎬ 奥斯曼帝国由盛转衰ꎬ 到 １８ 世纪已成为欧洲列

强任人欺凌的 “西亚病夫”ꎮ 当时ꎬ 欧洲外交界谈论颇多的所谓 “东方问

题”ꎬ 实际上就是 “对奥斯曼帝国怎么办” 的问题ꎮ “法兰西、 英吉利、 奥地

利甚至俄罗斯ꎬ 已经开始要求 ‘势力范围’ꎬ 而且它们用贪婪的眼光注视着

‘欧洲病夫’ 的财产ꎮ”② 英国和其他欧洲强国认识到ꎬ 谁能征服奥斯曼帝国

及其埃及属地ꎬ 谁就能控制通往东方的重要通道ꎬ 谁就能成为地中海、 黑海、
红海的主人ꎻ 谁能让 “东方问题” 的解决有利于自己ꎬ 谁就能巩固自己在欧

洲的地位ꎮ③

英、 法殖民者由此逐渐将伊斯兰世界作为蚕食和扩张的重点对象ꎮ 从地

理位置看ꎬ 地中海南岸的北非地区因更接近欧洲ꎬ 远离伊斯兰世界的中心和

心脏ꎬ④ 因而成为奥斯曼帝国最早丧失的领土ꎮ 标志性事件就是拿破仑于

１７９８ 年率军横跨地中海入侵埃及ꎮ 在法国人看来ꎬ 控制埃及会让法国恢复欧

洲与印度之间的苏伊士商路ꎬ 对抗日益增长的大西洋贸易的优势ꎮ 占据埃及

还会弥补法国在美洲殖民地的损失ꎬ 抑制俄国向奥斯曼帝国的推进ꎬ 威胁英

国占领下的印度ꎬ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外交和军事地位也会急剧削弱ꎮ⑤ 此后ꎬ
法国继续在北非扩张ꎮ １８３０ 年ꎬ 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登陆ꎬ １８ 年后法国宣

布该国及其沿海一带为法国领土一部分ꎬ 成为第一个被分割出来的阿拉伯地

区ꎮ １８８１ 年ꎬ 法国又占领了突尼斯ꎬ 将其纳入法国的属国ꎮ １９０１ 年ꎬ 法国又

征服了摩洛哥ꎮ
英国在伊斯兰世界的扩张ꎬ 同样从征服地中海南岸的埃及开始ꎬ 并且

以此为跳板ꎬ 一步步向伊斯兰世界纵深扩张ꎮ 在殖民大国英国眼中ꎬ 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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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重要性不言而喻ꎮ “对大英帝国来说ꎬ 埃及的价值在于它保护着英国

至印度这颗帝国皇冠上的宝石的交通生命线ꎮ”① １８６９ 年开凿苏伊士运河

后ꎬ 埃及成为沟通欧洲与印度洋之间的海上捷径、 东西方贸易商路的中枢ꎬ
以及世界上最重要的地缘战略据点ꎮ② 英国政府很快买下苏伊士运河的多数

股份ꎮ 此后ꎬ 英国以保卫苏伊士运河为核心ꎬ 逐步向伊斯兰世界纵深扩张:
１８７８ 年ꎬ 英国将塞浦路斯作为海军基地ꎬ 用来保卫土耳其海峡和苏伊士运

河ꎻ １８８３ 年ꎬ 英国军队为镇压阿拉伯起义ꎬ 又占领了尼罗河谷ꎻ 同样为控

制苏伊士运河ꎬ 英国还夺取了阿拉伯半岛西南顶端的亚丁ꎬ 并在位于非洲

东海岸上的英属索马里兰建立了殖民地ꎮ 英国还与波斯湾国家的众多国王

签署条约ꎬ 并制造障碍阻止其他欧洲国家进入该地区ꎮ③ 英国首相艾德礼曾

公开说过: “欧洲在全球战略的优先次序中是第一ꎬ 从我们的观点看ꎬ 中东就

是第二ꎮ”④

英国还在远离奥斯曼帝国权力中心的海湾地区加大渗透力度ꎮ 英国在海

湾地区的核心政策ꎬ 就是确保从欧洲途经海湾到印度的航道安全ꎮ⑤ 为防止当

地出现威胁英国航道安全的地区大国ꎬ 英国在当地扶植起众多小国ꎬ 并与这

些小国签署各种条约ꎬ 相继将其纳为大英帝国的 “保护国”ꎮ⑥ １８２０ ~ １９４５ 年

期间ꎬ 英国通过签署一系列条约ꎬ 在海湾地区扶植了 ７ 个 “停战国家”
(Ｔｒｕｃｉａｌ Ｓｔａｔｅｓ)ꎮ 英国禁止这些酋长国与其他国家签署条约ꎬ 不允许其发展海

军ꎬ 还阻挠这 ７ 个酋长国团结联合ꎮ⑦ 这种 “小国林立” 的格局ꎬ 后来随着海

湾国家独立被延续和固定下来ꎮ
总体看ꎬ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ꎬ 英国在奥斯曼帝国的渗透和扩张是渐

进而有限的ꎮ 这是因为ꎬ 当时英国拥有海上霸权ꎬ 在奥斯曼帝国拥有商业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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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ꎬ 因此不允许俄国等欧洲列强瓜分奥斯曼帝国ꎬ 由此才使奥斯曼帝国得以

苟延残喘ꎬ 其寿终正寝的时间推迟了将近一个世纪ꎮ① 马克思当年就指出:
“英国想维持土耳其帝国ꎬ 并非根据任何同东方问题有关的考虑ꎬ 而是 ‘由于

它相信ꎬ 任何一个重大的东方问题被提出来热烈讨论ꎬ 都会成为西方纠纷的

源泉’ꎮ”②

１９１４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ꎬ 成为英国对奥斯曼帝国政策转变的转折

点ꎮ 一战爆发后ꎬ 奥斯曼帝国误判形势ꎬ 站在同盟国德、 意、 奥一边参战ꎬ
由此促使英国决意彻底瓦解奥斯曼帝国ꎬ 并重塑战后中东秩序ꎮ “当奥斯曼帝

国在 １９１４ 年 １０ 月开始敌对协约国时ꎬ 英国开始重新评估它的传统政策ꎬ 即

由保全奥斯曼帝国转向推动该帝国瓦解”ꎮ③ １９１４ 年 １１ 月 ５ 日ꎬ 英国正式吞

并了塞浦路斯ꎬ 并于同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在埃及建立保护国ꎮ 军事上ꎬ 英国开始

加紧装备埃及ꎬ 炮轰达达尼尔港口ꎬ 一支在波斯湾整装待发的远征军在美索

布达米亚南部登陆ꎮ④

为彻底削弱奥斯曼帝国ꎬ 英国处心积虑地策动阿拉伯人发动起义ꎬ 在奥

斯曼帝国的后院点起大火ꎮ 从 １９１５ 年 ７ 月到 １９１６ 年 １ 月ꎬ 英国驻埃及、 苏丹

高级专员麦克马洪与阿拉伯世界领导人谢里夫侯赛因共交换了 ８ 封信件ꎬ
史称 “麦克马洪 －侯赛因通信”ꎮ 英国承诺在战争胜利后建立一个北到亚历山

大勒塔ꎬ 东到伊朗边境ꎬ 南到波斯湾ꎬ 西接红海、 地中海的 “阿拉伯帝国”ꎮ
阿拉伯人信以为真ꎬ 随后便在 １９１６ 年 ６ 月 ５ 日发动大起义ꎬ 配合英军向奥斯

曼帝国发起挑战ꎬ 由此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失败命运ꎮ
但英国不可能帮助阿拉伯人实现这些承诺ꎬ 因为侯赛因的要求一旦梦想

成真ꎬ 中东地区将出现自阿拔斯王朝以来最大的帝国ꎮ 因此ꎬ 麦克马洪在回

复侯赛因时ꎬ 故意含糊其辞ꎬ 让双方对这份设计好的回复各有自己的解读ꎮ
英国与侯赛因谈判的同时ꎬ 英国的印度总督却推行截然不同的政策ꎬ 支持侯

１５

①

②

③

④

[英国] 佩里安德森: «绝对主义的系谱»ꎬ 刘北成、 龚晓庄译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１ 年

版ꎬ 第 ４１１ 页ꎮ
马克思: «秘密的外交函件的往来»ꎬ 载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１３ 卷ꎬ 人民出版社ꎬ １９９８

年第 ２ 版ꎬ 第 １６９ ~ １７７ 页ꎮ
Ｐａｕｌ Ｓａｌｅｍꎬ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Ｂｒｏｋｅ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Ｏｒｄｅｒ”ꎬ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Ｎｏ ９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８ꎬ ｐ ３
Ｄ Ｅｄｗａｒｄ Ｋｎｏｘꎬ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ａ Ｎｅｗ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ꎬ １９１７ － １９２５ꎬ Ｔｈｅ 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 Ｐｒｅｓｓ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 Ｃꎬ １９８１ꎬ ｐｐ ９ － １０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期

赛因的敌人沙特人ꎮ① 更关键的是ꎬ 英国还与其他列强暗中约定ꎬ 图谋在战后

将阿拉伯世界肢解ꎮ 一战期间ꎬ 英、 法、 俄、 意之间先后签订了 ４ 个秘密协

定: １９１５ 年 ３ ~ ４ 月的 «君士坦丁堡条约»、 １９１５ 年 ４ 月 ２６ 日的 «伦敦条

约»、 １９１６ 年 ４ 月的 «赛克斯 － 皮科特协定»ꎬ 以及 １９１７ 年 ４ 月的 «圣让
德莫里埃纳条约»ꎮ 这些条约不仅要瓜分阿拉伯诸行省ꎬ 还要瓜分安纳托利亚

的大部分地区ꎮ②

在这些密约中ꎬ 对中东地缘格局影响最大的就是 １９１６ 年由英、 法、 俄

(后因十月革命退出) 秘密签署的 «赛克斯 － 皮科特协定»ꎬ 它明确了英国、
法国和俄国的全部要求: 俄国得到已许给它的君士坦丁堡 (即伊斯坦布尔)
和土耳其海峡ꎬ 以及亚美尼亚、 库尔德斯坦部分领土和安纳托利亚北部地区ꎻ
英国将获得美索不达米亚和地中海港口海法和阿卡ꎻ 法国的势力范围将包括

提尔以北的叙利亚领土、 阿达纳省和安纳托利亚西南部的西里西亚地区ꎮ③ 曾

担任殖民事务部大臣的丘吉尔曾自我吹嘘说ꎬ 他 “在一个周日的下午用笔轻

轻一划ꎬ 就创造出约旦”ꎬ 约旦与沙特之间巨大的 “Ｚ” 字形边境线ꎬ 被称为

“温斯顿的打嗝” 或 “丘吉尔的喷嚏”ꎮ④ 有评论认为ꎬ “即使以当年的标准衡

量ꎬ 这种做法也堪称无耻ꎮ”⑤

«赛克斯 －皮科特协定» 等 ４ 个秘密协定ꎬ 与英国同侯赛因达成的建立统

一阿拉伯国家的协议显然相互矛盾ꎮ 英、 法用赛克斯在沙漠中划出的那条

线———从地中海沿岸的阿卡至波斯边界的基尔库克ꎬ 直接把英国高级专员承

诺给侯赛因的领土一分为二ꎬ 甚至连英国军方情报机构负责人也心怀歉疚地

抱怨说: “我们面对的状况就类似猎人在杀死黑熊前已经瓜分了熊皮ꎮ”⑥ 换

个角度看ꎬ 这些协议看似相互矛盾ꎬ 实则体现出西方列强控制中东伊斯兰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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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的一贯方略ꎬ 那就是 “一直分裂”: 先让阿拉伯世界从奥斯曼帝国中分裂出

来ꎬ 再将阿拉伯世界进一步分裂ꎮ 唯有如此ꎬ 才能便利于英、 法等殖民者驾

驭和控制中东伊斯兰世界这个庞然大物ꎮ
１９１７ ~ １９２５ 年是决定中东历史发展道路的关键时期ꎮ① １９１７ 年 １２ 月ꎬ 英

军攻陷耶路撒冷ꎮ 在法国的配合下ꎬ 英军沿地中海东海岸北进ꎬ 夺取了提尔、
西顿、 贝鲁特和的黎波里ꎮ 在约旦河东岸ꎬ 费萨尔领导的阿拉伯军队同艾伦

比率领的英军配合作战ꎮ １９１８ 年 １０ 月ꎬ 阿拉伯军队和英国军队同时进入大马

士革ꎮ 根据 «摩德洛斯协定» 条款ꎬ 奥斯曼土耳其在叙利亚、 黎巴嫩、 巴勒

斯坦、 伊拉克、 汉志、 阿西尔、 也门的行政当局被废止ꎬ 从而结束了奥斯曼

帝国对阿拉伯人 ４００ 多年的统治ꎮ②

一战结束后ꎬ 以英、 法为首的战胜国在 １９１９ ~ １９２２ 年期间确立起新的国

际权力体系ꎬ 即 “凡尔赛 －华盛顿体系”ꎮ 由于美国在战后重回孤立主义ꎬ 俄

国国内发生革命ꎬ 英、 法实际成了凡尔赛体系的主要操控者ꎮ 列强数量减少

使英、 法对中东地区的干预和控制力度比过去明显增大ꎮ 以英国和法国为主

宰的国际联盟决定在中东地区建立委任统治制度ꎮ 所有委任统治地被划分为

Ａ、 Ｂ、 Ｃ 三类ꎮ 前奥斯曼帝国属地伊拉克、 巴勒斯坦 (包括外约旦在内)、
叙利亚和黎巴嫩被划分为 Ａ 类委任统治地区ꎮ 根据国联盟约规定ꎬ Ａ 类委任

统治地可以暂为独立国ꎬ 但在行政管理方面须由受委任国予以指导和援助ꎮ③

费萨尔作为其父侯赛因国王及阿拉伯人的代表参加了巴黎和会ꎬ 令人失望的

是ꎬ 阿拉伯独立问题未被纳入此次会议的讨论内容ꎮ 侯赛因宣布自己为阿拉

伯国王ꎬ 但英国只承认他为汉志国王ꎮ
从后来中东历史的发展看ꎬ 该地区地缘版图正是根据英、 法的预谋发展的:

先是将战败的奥斯曼帝国彻底解体ꎬ 然后根据英、 法密谋达成的 «赛克斯 － 皮

科特协定»ꎬ 将原本可能成为世界性强国的阿拉伯世界分裂成若干 “委任统治

国”ꎮ 巴勒斯坦、 外约旦、 伊拉克、 南也门 (亚丁保护国)、 埃及和苏丹等是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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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控制的地盘ꎬ 黎巴嫩和叙利亚属法国的势力范围ꎬ 利比亚则由意大利控制ꎮ①

现代中东就是在一战废墟和自相矛盾的战后安排基础上诞生的ꎮ② 丘吉尔曾警

告说ꎬ 奥斯曼帝国的解体ꎬ 将会使潜在于阿拉伯世界的种族、 民族、 宗教等

矛盾喷薄而出ꎬ 把世界搅成一团糨糊ꎮ 这一结局被不幸言中ꎮ
(二) 在中东国家间制造纠纷和矛盾

英国对中东地区的 “分而治之” 政策ꎬ 并未因奥斯曼帝国解体而宣告终

结ꎮ 相反ꎬ 为了使新独立的阿拉伯国家臣服于西方强权之下ꎬ 英国刻意在中

东国家之间设法制造分裂ꎬ 播下冲突和不睦的祸种ꎬ 由此使英国可以从容实

现 “离岸平衡”ꎮ
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挑动海湾国家与伊朗、 伊拉克等地区大国内斗ꎬ 由此

为当前伊朗与海湾其他国家关系恶化埋下隐患ꎮ 为挑唆海湾其他国家与伊朗

关系ꎬ 英国煽动海湾部落首领侵占位于海湾的伊朗各港口和岛屿ꎬ 并于 １９０２
年宣布贾希姆部落对大通布、 小通布和阿布穆萨岛拥有主权ꎬ 将其并入沙加

和哈伊马角两部落所控制的领土ꎬ 由此使阿联酋与伊朗围绕三岛主权的纷争

一直延续至今ꎮ ２０１１ 年中东剧变后ꎬ 沙特等海湾国家与伊朗矛盾持续升温ꎬ
这与当年英国埋下的祸端不无关联ꎮ

英国还刻意在伊拉克与科威特之间制造领土纠纷ꎬ 最终为后来伊拉克的

悲剧性命运埋下祸根ꎮ １９１３ 年ꎬ 英国与奥斯曼帝国签署协议ꎬ 将伊拉克在波

斯湾的两个岛屿———沃巴岛 (Ｗａｒｂａ) 与布比延岛 (Ｂｕｂｉｙａｎ) 划归科威特ꎬ
由此使伊拉克唯一港口乌姆盖斯尔 (Ｕｍｍ Ｑａｓｒ) 失去直通波斯湾的航道ꎬ 并

受到科威特与伊朗两国的钳制ꎮ③ 伊拉克领导人抱怨说ꎬ 科威特的分离使伊拉

克几乎没有海湾的出海口ꎬ④ 伊拉克几乎成为一个内陆国ꎮ⑤ １９３８ 年ꎬ 科威特

立法委员会一致通过科威特重新和伊拉克合并的要求ꎬ 结果ꎬ 第二年英国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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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美国] 索尔科恩: «地缘政治学: 国际关系的地理学»ꎬ 严春松译ꎬ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ꎬ ２０１１ 年版ꎬ 第 ３７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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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靖韬: «石油、 伊斯兰与战争: 波斯湾风云内幕»ꎬ 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香港)ꎬ ２００５ 年版ꎬ

第 １９ 页ꎮ
[美国] 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 劳伦斯戴维森: «中东史»ꎬ 哈全安、 刘志华译ꎬ 中国出

版集团ꎬ ２０１０ 年版ꎬ 第 ４２２ 页ꎮ
[美国] 塔比特Ａ Ｊ 阿卜杜拉: «伊拉克史»ꎬ 张旭鹏译ꎬ 中国出版集团ꎬ ２０１３ 年版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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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了一次以此为目标的武装起义ꎮ① １９６１ 年科威特宣布独立不久ꎬ 伊拉克卡

塞姆政府企图入侵科威特ꎬ 科威特求助英国出兵ꎬ 迫使伊拉克知难而退ꎮ
１９９０ 年ꎬ 伊拉克强人萨达姆再次以这段历史为借口ꎬ 武力吞并科威特ꎮ 这场

战争本质上是英国殖民主义政策种下的祸根ꎮ② 正是这场战争ꎬ 使美国为首的

多国部队进入海湾地区ꎬ 将原本属于地区强国的伊拉克彻底打回原形ꎮ
事情并未到此为止ꎮ 即使在阿拉伯国家内部ꎬ 英国继续推行 “分而治之”

政策ꎮ 以伊拉克为例ꎮ １９１７ 年英国占领巴格达后ꎬ 根据殖民统治需要和经济

利益考虑ꎬ 重构该国政治版图ꎬ 将什叶派占主导的巴士拉、 库尔德人占主导

的摩苏尔ꎬ 以及逊尼派占主导的巴格达ꎬ 硬性组合在一起ꎮ 由此导致伊拉克

教派矛盾、 政治暴力蔓延ꎬ 与邻国边界争端延续至今ꎮ③

为达到有利于己的目标ꎬ 英国曾威胁要使整个巴士拉省脱离伊拉克ꎬ 除

非伊拉克政府赞成确保英国对伊拉克有效控制的条约ꎮ 英国还威胁要使库尔

德人居住地区和摩苏尔从伊拉克分离出去ꎬ 除非费萨尔国王把那里的石油控

制权交给英国ꎮ④ 伊拉克政治结构先天不稳ꎬ 要么是 “少数宗派统治多数宗

派” 的萨达姆式强权ꎬ 要么是体现教派多数意志的 “弱势民主”ꎬ 始终没有找

到适合本国的政治发展道路ꎮ
英国在中东 “分而治之” 的政策特点是如此鲜明ꎬ 以至中东地区流行一

种说法: “如果两条鱼在相斗ꎬ 背后一定有英国人在捣鬼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法国是英国对中东国家 “分而治之” 的主要帮凶ꎮ 法国

在 １９２０ 年击溃费萨尔的阿拉伯军队后ꎬ 控制了根据 «圣雷莫协定» 划归法国

进行 “委任统治” 的全部地区ꎮ 为满足自身统治需要ꎬ 法国还不遗余力地阻

挠当地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ꎬ 并着手肢解叙利亚ꎮ 尽管多数分割条款未能

行得通ꎬ 但有两项延续下来: 一是在 １９３８ 年将亚历山大瑞塔周边地区分割开

来ꎬ 并使其在第二年被土耳其正式吞并ꎻ 二是创造出黎巴嫩这一独立国家ꎮ⑤

在黎巴嫩地区ꎬ 法国采取 “分而治之” 做法ꎬ 将穆斯林逊尼派、 什叶派和希

腊东正教、 德鲁兹教派都纳入 “大黎巴嫩”ꎬ 但主要扶植基督教马龙派掌权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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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彼得高恩: «华盛顿的全球赌博»ꎬ 顾薇、 金芳译ꎬ 江苏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版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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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造成该国族群矛盾重重ꎬ 法国则从中坐享渔翁之利ꎮ①

(三) 扶植以色列在中东建国

为了确保殖民利益ꎬ 防止阿拉伯民族发展壮大ꎬ 英国还刻意在巴勒斯坦

地区扶植犹太人建国ꎮ 巴勒斯坦位于欧亚非三大洲交界处的地中海东岸ꎬ 北

邻黎巴嫩ꎬ 东接叙利亚、 约旦ꎬ 南与埃及的西奈半岛接壤ꎬ 战略地位十分重

要ꎮ 对英国来说ꎬ 巴勒斯坦既是英国连接埃及和印度的 “大陆桥”ꎬ 也是连接

英国的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的链条ꎬ 是从地中海往波斯湾运兵的通道ꎮ② 英国若

能控制该地区ꎬ 就能在运河的北翼建立起一道坚固的保护屏障ꎬ 大大加强自

己在运河地区的垄断地位ꎬ 还能同马耳他、 塞浦路斯、 直布罗陀等英国领地遥

相呼应ꎬ 控制地中海ꎬ 并将英国在两河流域直至波斯湾的势力范围同埃及联为

一体ꎮ 夺取巴勒斯坦ꎬ 英国就能更有效地维护它在整个中东的战略利益ꎮ③

一战为英国夺取巴勒斯坦提供了难得良机ꎮ １９１４ 年 ８ 月ꎬ 奥斯曼帝国刚

刚向英国宣战ꎬ 英国驻埃及总督就迫不及待地立即下令ꎬ 命令英军越过巴、
埃边界ꎬ 对巴勒斯坦的奥斯曼驻军进行袭击ꎮ 为掩盖夺取巴勒斯坦军事行动

的真实目的ꎬ 英国打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号ꎮ④ 英国认为ꎬ 如果在巴勒斯

坦有一个大规模的犹太居留地ꎬ 对英国重大利益正处于危机中的那个地区将

起到稳定作用ꎬ 并将有助于整个中东的新生ꎮ⑤ “只要公开支持犹太复国主义

理想ꎬ 把巴勒斯坦打造成犹太国家ꎬ 就可以既确保苏伊士运河东翼的利益ꎬ
又避开外界指责英国攫取领土ꎮ”⑥

«赛克斯 －皮科特协定» 签署后ꎬ 英国首相格雷马上指示英国驻巴黎大使

试探ꎬ 如果英国发表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声明ꎬ 法国会作何反应ꎮ 法国

起初对此嗤之以鼻ꎬ 但英国人清楚讨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诸多好处ꎮ 尤其是

１９１６ 年 ７ 月协约国在索姆河攻势受挫后ꎬ 英国认为必须依靠美国才能击败德

国ꎮ 美国有 ２００ 万犹太人ꎬ 只要赢得他们 (犹太人) 的支持ꎬ 就能把美国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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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战场ꎮ １９１６ 年 １２ 月ꎬ 劳合乔治取代格雷担任英国首相ꎮ 劳合乔治一心

想占领巴勒斯坦ꎬ 又担心引发批判帝国主义的浪潮ꎬ 于是决定支持犹太复国

主义者ꎬ 认为这既可挫败法国在中东的野心ꎬ 也能让主张当地实现民族自决

的美国总统威尔逊闭嘴ꎮ①

毕生致力于犹太复国的魏茨曼ꎬ 敏感地抓住英国意欲控制巴勒斯坦的图

谋ꎬ 向英国政府一再陈述帮助犹太人建国 “从而赢得犹太人支持的好处”ꎮ 他

宣称ꎬ 在英国保护下的 “一个与埃及的一翼接壤的强大的犹太社团的存在ꎬ
将对可能来自北方的任何危险形成有效的防御”ꎮ②

１９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 日ꎬ 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宣称ꎬ 英国政府同意在巴勒斯坦

地区建立一个 “犹太人的民族之家ꎮ”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贝尔福宣言»ꎮ
表面看ꎬ «贝尔福宣言» 包含了两个承诺: 一个对犹太复国主义者ꎬ 一个对巴

勒斯坦阿拉伯人ꎮ 实际上ꎬ 这两个承诺相互抵触ꎮ 早在贝尔福宣言发表前 ３
年ꎬ 英国便向阿拉伯人许诺ꎬ 可以有成立国家和获得自由的政治权利ꎮ 因此

贝尔福对阿拉伯人的许诺ꎬ 不过是装装样子罢了ꎮ 贝尔福在 １９１９ 年写给内阁

的备忘录中指出: “在巴勒斯坦ꎬ 我们没有打算ꎬ 甚至在形式上也不去征询这

个国家现有居民的愿望而犹太复国主义是扎根于悠久的传统、 当前的需

要和未来的希望之中的ꎬ 因而其意义远较目前居住在这块古老土地上的 ７０ 万

阿拉伯人的愿望和偏见要深刻得多ꎮ”③ «贝尔福宣言» 给欧洲犹太复国主义

者注入一剂强心针ꎬ 促使大批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迁徙ꎬ 由此为后来以色

列在阿拉伯领土建国铺平了道路ꎮ
英国抛出 «贝尔福宣言» 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从近期看ꎬ 俄国对协约国

的战争支持正在动摇ꎬ 英国需要得到俄国犹太人的支持ꎬ 迫使俄国继续参战ꎮ
从远期看ꎬ 则是借助犹太人增强苏伊士运河防卫力量ꎮ 一战时期ꎬ 土耳其曾

经从巴勒斯坦向整个西奈半岛上的协约国军队发动进攻ꎬ 这一事件使英国政

府意识到ꎬ 巴勒斯坦对于防卫有战略意义的苏伊士运河的重要性ꎮ④

更重要的是ꎬ 以色列在中东建国可用来抑制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壮大ꎮ
英国人很清楚ꎬ 阿拉伯民族主义一旦获得成功ꎬ 阿拉伯新政府将不允许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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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统治中东ꎬ 大国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肆意掠夺阿拉伯石油和战略财富了ꎮ
而犹太定居者人数远比阿拉伯穆斯林少得多ꎬ 其不得不依靠英国ꎬ 因而更愿

意帮助英国维护苏伊士运河安全ꎮ①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认为: “相比阿拉伯

人ꎬ 犹太人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多帮助ꎮ”② 殖民大臣丘吉尔认为ꎬ 巴勒斯坦的

犹太国能够充当英帝国在中东的一个堡垒和盟国ꎬ③ 犹太复国主义还是 “布尔

什维克主义邪恶行为” 的 “解毒剂”ꎮ④

英国鼓励犹太人建国ꎬ 并将犹太人作为中东代言人ꎬ 目的就是在阿拉伯世

界制造混乱与分裂ꎬ 确保英国长期控制中东这一战略攸关地区ꎮ 英国政府预测ꎬ
在阿拉伯人地区建立一个犹太人家园ꎬ 意味着两个民族声称拥有同一块土地ꎬ
由此使定居者与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不可避免ꎮ⑤ 这种冲突 “将非常有利于英国

对于犹太复主义者和当地阿拉伯分而治之的策略ꎬ 从而保证其对苏伊士运河

的控制ꎮ”⑥ 恩道尔也指出: “在相互割据、 争吵不休的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中ꎬ
由犹太人主导巴勒斯坦ꎬ 只有求助于英国的庇护才能勉强存在下去ꎮ”⑦

英国进行委任统治初期ꎬ 在巴勒斯坦的统治地位并不稳固ꎮ 为改变这一

状况ꎬ 英国奉行 “扶犹排阿” 政策ꎬ 在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刻意播下仇恨

的种子ꎮ 英国当局积极鼓励犹太人移入巴勒斯坦ꎬ 并规定希伯来语是同阿拉

伯语、 英语一样的官方语言ꎮ 在英国殖民当局的支持和鼓励下ꎬ 犹太人向巴

勒斯坦移民的规模迅速扩大ꎮ 据统计ꎬ １９１８ 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为 ５ ６ 万人ꎬ
占居民总数的 ７％ ꎬ １９２２ 年增为 ８ ３ 万ꎬ 占 １１ １％ ꎬ 到 １９３１ 年达到 １８％ ꎮ
１９３２ 年全球经济危机后ꎬ 由于德国大规模迫害犹太人ꎬ 同时美国移民数量缩

减ꎬ 大量欧洲犹太人涌向巴勒斯坦ꎮ “从 １９３３ 年起ꎬ 迁入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数目从涓涓细流变转为汩汩波涛ꎮ”⑧ 犹太移民从 １９３２ 年的 ９ ５５３ 人猛增到

８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Ｊａｍｅｓ Ｌ Ｇｅｌｖｉｎꎬ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Ｔｈｉ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１８８

[英国] 西蒙蒙蒂菲奥里: 前引书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５１２ 页ꎮ
[英国] 罗伯特斯蒂文思: «纳赛尔传»ꎬ 王威等译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１９９２ 年ꎬ 第 ３５ 页ꎮ
[英国] 西蒙蒙蒂菲奥里: 前引书ꎬ 第 ６００ 页ꎮ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Ｈｉｎｎｅｂｕｓｃｈ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３ꎬ ｐ １５５
[法国] 弗朗索瓦马苏里耶: «中东危机»ꎬ 李阳译ꎬ 三联书店 (香港) 有限公司ꎬ ２００４ 年

版ꎬ 第 ２５ 页ꎮ
[美国] 威廉恩道尔著: «石油战争»ꎬ 赵刚、 旷野等译ꎬ 知识产权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版ꎬ 第５２ 页ꎮ
[美国] 小阿瑟戈尔德施密特、 劳伦斯戴维森ꎬ 前引书ꎬ 第 ２９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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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３ 年的 ３０ ３２７ 人、 １９３４ 年的 ４２ ３５９ 人和 １９３５ 年的 ６１ ８５４ 人ꎮ 巴勒斯坦犹

太人的总人数从 １９１９ 年的 ６ ５ 万人上升到 １９３９ 年的 ４５ 万人ꎮ① 英国委任统

治当局还偏袒、 庇护犹太移民掠夺阿拉伯土地投资建厂ꎬ 英国甚至纵容犹太

人建立 “哈加纳” “伊尔贡” “斯特恩集团” 等地下武装组织ꎬ 还向其提供武

器弹药ꎮ 犹太社团俨然成为巴勒斯坦的国中之国ꎮ②

以色列移民的大量涌入激起了当地巴勒斯坦人的恐慌和强烈不满ꎮ １９１９
年参加叙利亚代表大会的巴勒斯坦代表团宣称: “犹太复国主义比法国人 (对
叙利亚) 的占领更为危险ꎬ 因为他们 (法国人) 还知道自己是外国人ꎬ 而犹

太复国主义者竟认为他们到巴勒斯坦来是回家ꎮ”③ 因此ꎬ 阿拉伯人对犹太人

的攻击愈来愈频繁和猛烈ꎬ 包括 １９２９ 年的哭墙骚乱、 １９３６ 年阿拉伯人 “民族

政治总罢工” 和 １９３８ 年的阿拉伯人大起义ꎮ 但这些起义终因内部分裂和英国

人镇压归于失败ꎮ 巴勒斯坦由此丧失了阻止犹太人继续移民的反抗能力ꎮ 到

１９４８ 年ꎬ 犹太人已经占到当地总人口的 １ / ３ꎮ 犹太移民武装也迅速发展ꎬ 奠

定了后来以色列军队的雏形ꎮ④

二战前夕ꎬ 英国眼见与德国交战的可能性愈来愈大ꎬ 所以必须尽快解决

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起义的问题ꎬ 并避免阿拉伯人倒向 “轴心国”ꎮ 为此ꎬ 英国

政府于 １９３９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发表了由英国殖民部拟订的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

«白皮书»ꎬ 即政府文件第 ６ ０１９ 号ꎮ 白皮书主要有三点内容: 一是澄清 “民
族之家” 不是 “把巴勒斯坦改变为一个犹太国”ꎻ 二是限制犹太人向巴勒斯坦

移民ꎻ 三是英国将禁止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ꎮ⑤ 这意味着英国从 “扶犹

抑阿” 转向 “抑犹扶阿”ꎮ 犹太人由此将矛头对准英国人ꎬ 频频针对英军目标

发动袭击ꎮ
英国对犹太人建国问题态度转变ꎬ 已无法改变以色列建国的大趋势ꎮ

１９４７ 年 １１ 月ꎬ 在联合国关于巴以分治决议的投票中ꎬ 美国和苏联均投下赞成

票ꎮ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以色列宣布成立后ꎬ 美国 １６ 分钟后就予以承认ꎬ 其速

９５

①

②
③
④

⑤

[美国] 斯塔夫里亚诺斯: «全球通史: １５００ 年以后的世界»ꎬ 吴象婴、 梁赤民译ꎬ 上海社科

院出版社ꎬ １９９２ 年版ꎬ 第 ６３１ 页ꎮ
香港文汇出版社: 前引书ꎬ １９９３ 年版ꎬ 第 ８７ 页ꎮ
[法国] 弗朗索瓦马苏里耶: 前引书ꎬ 第 ４９ 页ꎮ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Ｈｉｎｎｅｂｕｓｃｈ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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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保生: 前引文ꎬ 第 １１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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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之快使联大陷入一片 “惊奇和犹豫的混乱之中”①ꎮ ５ 月 １７ 日ꎬ 苏联宣布承

认以色列ꎬ 也属于最先一批在外交上完全承认犹太国的国家ꎮ 苏联在承认以

色列独立时ꎬ 斯大林曾说了一句话: “这个地方不会再有和平ꎮ”②

美国和苏联在全球各地对抗ꎬ 但在扶植以色列问题上则立场一致ꎮ 此举

看似费解ꎬ 实则一目了然: 美、 苏为了实现争霸目标ꎬ 都不希望中东实现和

平稳定ꎮ 因为只有中东动荡不定ꎬ 相互嫌隙ꎬ 矛盾重重ꎬ 外部大国才可能坐

收渔翁之利ꎮ 美、 苏既可以利用中东紧张和混乱的机会ꎬ 使中东国家牢牢地

依附于它们ꎬ 从而巩固和扩大它们在中东的势力范围ꎬ 又可以互相勾结ꎬ 在

必要时拿中东国家的利益做交易ꎬ 避免因其直接对抗ꎮ③

英国 “分而治之” 殖民遗产对中东的负面影响

英国在中东推行的 “分而治之” 政策ꎬ 极大改变了中东地缘格局ꎬ 基本奠

定了当代中东政治的地缘政治根基ꎮ 这些殖民遗产并未因民族解放运动兴起ꎬ
以及英国从中东黯然离场而随之消逝ꎮ 相反ꎬ 随着时间推移ꎬ 英国殖民遗产留

下的祸端ꎬ 在此后数十年中持续发酵ꎬ 至今仍是中东动荡不定的重要根源ꎮ
(一) 缺乏 “核心国家” 使中东地区陷入长期动荡

英国肢解奥斯曼帝国ꎬ 给中东地区带来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中东地区

缺乏 “核心国家”ꎬ 由此使中东长期陷入动荡和冲突ꎮ 我们知道ꎬ 核心国家是

维护地区秩序稳定的关键因素ꎮ 一般来说ꎬ 任何一个地区ꎬ 只有存在版图辽

阔、 幅员广大的核心国家ꎬ 该地区便总体可以维持稳定ꎻ 相反ꎬ “核心国家的

解体ꎬ 一般都意味着混乱和灾难ꎮ”④ 过去相当长时期ꎬ 奥斯曼帝国实际充当

了伊斯兰世界 “核心国家” 的角色ꎮ 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核心国家的长期存

在ꎬ 保障了中东的秩序与和平ꎮ 奥斯曼帝国除了与欧洲基督教国家ꎬ 东部的

萨珊帝国偶有冲突外ꎬ 内部各民族、 宗教间一直保持高度和谐ꎮ
然而ꎬ 英国强行肢解奥斯曼帝国ꎬ 乃至在阿拉伯世界进行委任统治ꎬ 导致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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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彭树智: «二十世纪中东史»ꎬ 高等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０１ 年版ꎬ 第 １７９ 页ꎮ
[俄罗斯] 奥列格格里涅夫斯基: «苏联外交秘闻»ꎬ 李京洲等译ꎬ 东方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版ꎬ

第 ２ 页ꎮ
于江欣: 前引书ꎬ 第 ２８４ 页ꎮ
北京大陆桥文化传媒: «中东战火»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版ꎬ 第 １２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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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缘版图碎片化ꎮ 这种地缘版图碎片化使伊斯兰世界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

无序状态ꎬ 并葬送了阿拉伯人建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的梦想ꎮ 阿拉伯民族拥有

庞大的人口、 宗教、 历史和文化纽带ꎬ 本来有潜质建立统一国家ꎬ 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ꎬ 但由于英、 法对奥斯曼土耳其在一战后进行的委任统治ꎬ 使该地区

最终被分裂为 ２２ 个阿拉伯国家ꎮ
阿拉伯世界小国林立ꎬ 而且国家间政体、 意识形态、 外交政策乃至宗教

教派差异甚大ꎬ 各国间难以组建长久性联盟ꎮ 相反ꎬ 每个国家都唯恐地区局

势不利于己ꎬ 因此不约而同地采取 “相互制衡” 做法ꎬ 导致地区内耗不断ꎬ
地区安全困境加剧ꎮ 例如ꎬ 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ꎬ 沙特担心伊拉克、 叙利亚

和约旦在同属谢里夫家族的统治者下实现联合ꎻ 而埃及意欲成为中东地区的

领袖ꎬ 继续充当许多小国政府之间的仲裁者ꎬ 也反对这种联合ꎬ 因此与沙特

联手阻止伊拉克、 叙利亚和约旦三国联合ꎮ① 与此同时ꎬ 叙利亚和伊拉克均不

愿依附对方ꎮ 叙利亚出于被伊拉克吞并的担忧ꎬ 采用了依靠埃及甚至依靠俄

罗斯的外交取向ꎬ 以期获得两国的保护ꎮ 而黎巴嫩也颇为担心被叙利亚吞并ꎮ
在约旦与叙利亚之间ꎬ 开始是叙利亚怕被约旦吞并ꎬ 后来变成了叙利亚威胁

了约旦ꎮ “中东地区阿拉伯集团的分裂状况ꎬ 同它在土耳其人统治下的相对团

结形成了鲜明对比ꎮ”②

总之ꎬ 由于缺乏综合实力强大、 足以主导地区局势的 “核心国家”ꎬ 中东

至今没有形成稳定的地区结构 (包括地区安全机制)ꎬ 使其既无法实现自强ꎬ
也无力阻挡外部势力进入中东ꎬ 甚至主动邀请外部力量进入中东ꎬ 从而使地

区局势持续动荡ꎮ
(二) 基于殖民国家利益而形成的中东 “主权国家体系” 引发诸多政治

冲突

另外ꎬ 英、 法在中东实行 “委任统治” 留下的所谓 “主权国家体系”ꎬ
还使中东体系始终处在被质疑和挑战状态ꎬ 由此导致中东地区动荡持续不断ꎮ
由于中东地区的 “主权国家体系” 是英、 法殖民者从外部强加的ꎬ 因此该体

系始终没有得到阿拉伯民众普遍认可ꎬ 试图颠覆和重组地区秩序的诉求和力

１６

①

②

[英国] 约翰巴戈特格拉布: «英国和阿拉伯人: 五十年情况研究 (１９０８ － １９５８)»ꎬ 何新

译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１９６３ 年版ꎬ 第 ２８５ ~ ２８６ 页ꎮ
[美国] 斯塔夫里亚诺斯: «全球分裂» (下)ꎬ 迟越、 王红生等译ꎬ 黄席群、 罗荣渠校ꎬ 商务

印书馆ꎬ １９９５ 年版ꎬ 第 ６０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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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始终络绎不绝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６０ 年代中东流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ꎬ 以及 ７０
年代末兴起的伊斯兰复兴运动ꎬ 实际就试图分别按照 “阿拉伯民族” 和 “伊
斯兰教”ꎬ 重新整合地区版图ꎮ 每次图谋颠覆地区的政治社会运动ꎬ 都伴随着

持续的战争、 冲突和动荡ꎮ 由于中东现行国家与这种主权体系已经相互绑定ꎬ
改变地区版图阻力太大ꎬ 这些重塑地区体系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ꎮ

２０１１ 年以来ꎬ 中东发生自 １９１６ 年以来堪称 “百年一遇” 的大剧变ꎬ 利比

亚、 叙利亚、 也门等地区国家陷入动荡乃至濒临解体ꎬ 这意味着维护现行主

权体系的力量明显削弱ꎮ 在此背景下ꎬ 要求重划中东地缘版图的势力重新抬

头ꎮ 这其中ꎬ 最突出的就是 ２０１４ 年异军突起的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ꎮ “伊斯

兰国” 公开否定 １９１６ 年英、 法达成的 «赛克斯 － 皮科特协定»ꎬ 认为这是西

方人为制造的产物ꎬ 是非穆斯林的西方压迫伊斯兰世界的象征ꎬ 西方将伊斯

兰世界人为分割成不同国家ꎬ 破坏了在哈里发领导下的神圣统一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０ 日ꎬ “伊斯兰国” 在网上发布铲平叙利亚、 伊拉克边境的照片ꎬ 下面的

标题就是 “打破赛克斯 －皮科特边境”ꎮ① 但由于 “伊斯兰国” 的恐怖主义组

织属性ꎬ 其谋求推翻英、 法殖民者塑造的中东地区体系的努力注定失败ꎬ 唯

一留下来的是 “一地鸡毛”ꎬ 使中东地区更加动荡无序ꎮ
(三) 阿拉伯国家相互间纷争不断ꎬ 地区矛盾层出不穷

英、 法在中东国家间制造纠纷ꎬ 使原本可以团结统一的阿拉伯各国彼此

相互敌视ꎬ 以 “小国林立” 的地缘结构呈现在世界面前ꎮ 而英、 法殖民者在

一战后在这些国家之间埋下的冲突隐患ꎬ 最终随着时间推移日趋发作出来ꎮ
因领土、 种族、 教派分歧ꎬ 中东国家间始终纷争不断ꎮ 根据国际和平研究所

(ＰＲＩＯ) 的统计数字ꎬ 相比于世界其他地区ꎬ 中东地区更倾向于产生冲突ꎮ②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 “几十年来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边界冲突和领土争端ꎬ 是

委任统治时期的疆界划分埋下的祸根当前中东问题中最难解决的那些冲

突、 争端、 矛盾、 纷争ꎬ 大多与 ‘委任统治’ 有关ꎮ”③

２０１１ 年中东剧变后ꎬ 中东原本脆弱的地缘格局被彻底打破ꎬ 由此使中东

长期被压制的各种潜在矛盾日益爆发ꎮ 当前ꎬ 中东俨然进入 “一切人反对一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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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人” 的 “新蒙昧时代”ꎮ① 具体地说ꎬ 目前中东主要面临 ４ 种不同类型的战

争与冲突:
第一类是教派冲突导致的 “代理人战争”ꎮ 中东是伊斯兰世界核心地带ꎬ

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教派矛盾一直时隐时现ꎮ ２０１１ 年中东剧变以来ꎬ 中东

主权国家意识淡化ꎬ 部族教派等原生性矛盾凸显ꎮ 尤其沙特与伊朗的地区影

响力凸显ꎬ 使中东教派矛盾空前加剧ꎮ 叙利亚内战就是典型的带有教派色彩

的 “代理人战争”ꎮ
第二类是争夺地区霸权引发的侵略战争ꎮ 中东地区小国林立ꎬ 没有哪个

国家具有绝对支配权ꎬ 因此各国争夺地区主导权的博弈十分激烈ꎬ 经常 “城
头变幻大王旗”ꎮ ２０１１ 年中东剧变后ꎬ 沙特凭借 “福利换稳定” 等一系列安

抚措施ꎬ 成功躲过政权更迭潮ꎬ 并取代埃及成为阿拉伯世界新的 “领头羊”ꎮ
新背景下ꎬ 沙特地区野心膨胀ꎬ 尤其将 “遏制伊朗” 和什叶派阵营扩张作为

核心目标ꎬ 也门战争就是这种情势下的产物ꎮ
第三类是打击 “伊斯兰国” 的反恐战争ꎮ 中东一直是极端恐怖势力高发

地带ꎮ 尤其 ２０１１ 年中东剧变后ꎬ 中东国家转型不畅ꎬ 地区安全真空增大ꎬ 为

恐怖活动滋生蔓延提供了丰厚土壤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异军

突起ꎬ 由此使反恐战争成为中东新的主要矛盾ꎮ
第四类是因库尔德分离运动引发的反分裂斗争ꎮ 库尔德人是除了阿拉伯

人、 土耳其人和波斯人以外的中东第四大民族ꎬ 总人口约 ３ ０００ 万ꎬ 但始终没

有自己的统一民族国家ꎮ ２０１１ 年中东剧变后ꎬ 中东地缘格局根基动摇ꎬ 库尔

德人武装乘机发展壮大ꎬ 由此使中东伊拉克、 叙利亚和土耳其等国面临反对

国家分裂的新问题ꎮ
中东内部纷争不止ꎬ 使外部大国成为最大受益者ꎮ 尤其是海湾小国没有

实力同伊朗、 沙特这样的地区大国较量ꎬ 为确保自身安全和保全领土ꎬ 这些

小国不得不引入第三方势力ꎬ 借助外力平衡地区大国ꎮ “阿拉伯小国准备从美

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寻求安全保障ꎬ 以此防范他们的阿拉伯兄弟ꎮ”② １９９０ 年伊

拉克吞并科威特ꎬ 科威特正是靠美国出兵才得以复国ꎮ 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３６

①

②

这一概念是相对于 “蒙昧时代” 而言ꎮ 在公元 ７ 世纪伊斯兰教创立前ꎬ 阿拉伯半岛精神信仰

混乱ꎬ 政治势力四分五裂ꎬ 彼此相互征战ꎬ 这一时期被后世穆斯林称为 “蒙昧时代”ꎮ
Ｂａｒｒｙ Ｒｕｂｉｎꎬ “ Ｔｈｅ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ｎｄ Ｃｒｉｓｉｓ ”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ＭＥＲＩＡ)ꎬ Ｖｏｌ ２ꎬ Ｎｏ ３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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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加坚定了海湾小国依靠 “外援” 的决心和立场ꎮ １９９１ 年海湾战争后ꎬ 阿

曼、 卡塔尔、 巴林、 阿联酋、 科威特等先后与美国签署 «防务合作协定»ꎬ 允

许美国使用本国的军事基地ꎮ 这些小国在安全上依附西方ꎬ 同时也自觉不自

觉地充当了西方在中东拓展霸权的马前卒ꎮ
中东国家间冲突不断、 外部列强频频干涉ꎬ 看似是中东国家自身的问题ꎬ

但从根源看ꎬ 则是英国 “分而治之” 殖民遗产留下的恶果难辞其咎ꎮ
(四) 阿以冲突成为中东的 “世纪争端”
英国在阿拉伯地区扶植以色列建国ꎬ 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借以色列遏制阿

拉伯民族崛起态势ꎮ 对于以色列而言ꎬ 该国身处敌对的阿拉伯世界包围之中ꎬ
其要想在中东地区立足乃至建立 “大以色列”ꎬ 基本前提就是阿拉伯世界进一

步碎片化ꎮ 曾任以色列外长的奥代德伊农 (Ｏｄｅｄ Ｙｉｎｏｎ) 于 １９８２ 年 ２ 月曾

提出所谓 “伊农计划”ꎮ 该计划认为ꎬ 现行阿拉伯世界是由英、 法等外部殖民

者随意划分成 １９ 个国家ꎬ 根本没考虑居民的意愿ꎬ 不同教派和种族混居ꎬ 因

而这些国家像 “临时建筑” 一样不结实ꎮ 以色列要想确保在中东的生存安全ꎬ
必须将整个地区分成若干小国ꎬ 尤其将所有现存的阿拉伯国家进行分解ꎮ 按

照伊农的设想ꎬ 黎巴嫩将被分成 ５ 个省ꎻ 叙利亚按照种族或宗教被分成几个

部分: 沿海地区的什叶派阿拉维、 阿勒颇地区的逊尼派ꎬ 大马士革的逊尼派、
戈兰高地的德鲁兹人等分别组成不同国家ꎻ 伊拉克将分裂为巴士拉、 巴格达

和摩苏尔 ３ 个国家ꎮ 如果埃及被分成许多小国ꎬ 利比亚、 苏丹等北非国家也

将群起效仿ꎮ①

事实表明ꎬ 正是以色列在中东搅局ꎬ 才使阿以问题 (后来是巴以问题)
成为中东肌体上难以愈合的溃疡面ꎻ 力促阿拉伯国家团结联合的阿拉伯民族

主义ꎬ 也最终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失败而半路夭折ꎮ 当前ꎬ 中东地区大部分

战争、 冲突和矛盾ꎬ 都与以色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ꎮ 冷战期间ꎬ 阿以至少

爆发了 ５ 场地区战争: １９４８ 年的阿以战争、 １９５６ 年的苏伊士运河战争、 １９６７
年的赎罪日战争、 １９７３ 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 １９８２ 年的黎巴嫩战争ꎮ 冷战

后ꎬ 以色列至少针对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区、 黎巴嫩发动过 ３ 次大规模进攻ꎮ
持续多年的阿以冲突将阿拉伯世界搅得周天寒彻ꎬ 各国军事负担沉重ꎬ 难以

４６

①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ｈａｈａｋꎬ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Ｉｓｒａｅｌ: Ｔｈｅ Ｚｉｏｎｉｓｔ Ｐｌａ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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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进行经济建设ꎮ
近年来ꎬ 随着阿拉伯世界整体衰落ꎬ 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乃至整个中东

地区的扩张态势更加咄咄逼人ꎮ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ꎬ 以色列仅因真主党绑架了 ２
名以色列士兵ꎬ 就大举入侵黎巴嫩ꎬ 造成黎巴嫩 ５ ０００ 多人伤亡ꎬ １００ 万

人流离失所ꎻ ２００８ 年底至 ２００９ 年初ꎬ 以色列借口哈马斯向以色列境内发

射火箭弹ꎬ 在加沙大开杀戒ꎬ 造成巴勒斯坦 ５ ０００ 多平民伤亡ꎮ 此外ꎬ 以

色列还持续侵占巴勒斯坦土地ꎬ 同时残酷镇压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ꎮ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０ 日ꎬ 巴勒斯坦人发起 “愤怒日大游行” ꎬ 以色列军警对手

无寸铁的巴勒斯坦抗议群众悍然开枪ꎮ 在不到 ３ 个月的时间里ꎬ 至少造成

１３５ 人死亡ꎬ １４ ０００ 人受伤ꎬ 其中 ７ ８００ 人住院ꎮ① 在叙利亚问题上ꎬ 以色

列无视叙利亚领土主权ꎬ 频频对叙利亚境内军事目标发动军事打击ꎮ 此外ꎬ
以色列还竭力渲染 “伊朗威胁论”ꎬ 称伊朗在中东扩大影响使 “黑暗正在降

临”ꎮ 正是在以色列竭力鼓动下ꎬ 美国在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ꎮ
而伊朗也由此开始重启核计划ꎬ 这使原本平息下来的伊核问题再次出现

“硬着陆” 危险ꎮ
以色列在中东建国和发展壮大ꎬ 还导致它与伊朗、 土耳其等非阿拉伯国

家冲突日趋激烈ꎮ 伊朗不属于阿拉伯世界ꎬ 与以色列也无领土争端ꎬ 但出于

意识形态、 地缘政治、 安全竞争等多重考虑ꎬ 伊朗自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后ꎬ
始终将以色列视为中东稳定的最大威胁ꎮ 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将美国称为

“大撒旦”ꎬ 将以色列称为 “小撒旦”ꎬ 中断了与以色列的各领域合作ꎮ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上台的内贾德总统同样极端反以ꎮ 他上台后频频发表反犹极端言论ꎬ
如宣称 “以色列应该从地图上抹掉”ꎬ 以色列像 “一棵干枯、 腐烂的大树”ꎬ
认为犹太人大屠杀历史是 “神话”ꎬ 建议将以色列迁往欧洲或阿拉斯加等等ꎮ
与此同时ꎬ 随着 ２００３ 年伊核问题曝光后ꎬ 两国对抗增加了新的矛盾点: 伊朗

执意推进核计划ꎬ 以色列则竭力渲染 “伊朗核威胁”ꎬ 屡屡扬言对伊核设施动

武ꎬ 双方关系数度到达几乎爆发战争的程度ꎮ
土耳其作为北约成员国和美国盟友ꎬ 原本与以色列相处和睦ꎮ 但近年来ꎬ

随着土耳其外交重心从 “向西看” 转向 “向东看”ꎬ 土耳其开始高调介入阿

５６

① Ｊｏｅｌ Ｂｅｉｎｉｎꎬ “Ｆｒｏｍ Ｇａｚａ ｔｏ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ｔｏ Ｉｒａｎ”ꎬ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ｊｅｃｔꎬ
Ｊｕｌｙ １２ꎬ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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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问题ꎮ 埃尔多安不仅在国际场合严厉谴责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权益ꎬ 还废

除两国长达 １０ 多年的协议ꎬ 禁止以空军进入土耳其领空训练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ꎬ
土耳其派遣救援船救援加沙ꎬ 在遭到以军袭击后ꎬ 土耳其召回驻以色列大使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ꎬ 特朗普政府提出 «新中东和平计划» 后ꎬ 土耳其明确表示反

对ꎬ 其调门甚至比许多阿拉伯国家还高ꎮ 土以关系恶化ꎬ 为本就不太平的中

东局势增添了新变数ꎮ
总之ꎬ 以色列在中东建国和发展壮大后ꎬ 频频引发的阿以冲突延续至今ꎬ

以色列与伊斯兰世界矛盾持续升温ꎬ 由此导致中东地区陷入持久动荡ꎬ 乃至

多次爆发战争或面临战争风险ꎮ 从表面看ꎬ 这是以色列的安全战略与阿拉伯

或伊斯兰世界安全战略冲突所致ꎬ 是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的结果ꎬ 但从历史

根源看ꎬ 正是当年英国扶植犹太人在中东建国ꎬ 才为中东动荡埋下 “世纪争

端” 的祸根ꎮ 在 ２０１７ 年 «贝尔福宣言» 发表 １００ 周年之际ꎬ 有媒体撰文指

出: “巴勒斯坦被占领ꎬ 这是英帝国在亚非世界制造的最大的领土纷争之一ꎮ
一百年后ꎬ 这些事件仍余祸未消ꎮ”①

余　 论

英国在中东地区实施 “分而治之” 政策的动因及后果表明ꎬ 西方大国在

伊斯兰世界频频分疆裂土ꎬ 归根到底是霸权逻辑的必然产物ꎮ 一个软弱、 分

裂的阿拉伯世界ꎬ 显然有利于西方大国对中东的霸权统治ꎮ 只要霸权主义存

在一天ꎬ 中东地缘版图分裂就可能持续下去ꎮ 事实也是如此ꎮ 二战后ꎬ 美国

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ꎬ 并基本继承了英国的地缘传统ꎮ 美国作为孤悬于欧

亚大陆之外的海权国家ꎬ 其在欧亚大陆的主要目标就是防止出现潜在挑战者ꎬ
阻止欧亚大陆内部整合ꎮ 为此ꎬ 美国总是想方设法在欧亚大陆制造纠纷、 动

荡、 冲突ꎬ 以便使美国从容扮演 “离岸平衡手” 角色ꎮ
冷战时期ꎬ 美国主要针对欧亚大陆 “巨无霸” 苏联采取遏制政策ꎬ 并最

终通过鼓动民族分离的方式ꎬ 促成苏联轰然解体ꎮ 冷战结束后ꎬ 布热津斯基

等战略家又希望 “欧亚大陆巴尔干化”ꎬ 使从北非到中东到高加索到中亚再到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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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欧亚大陆ꎬ 变成相互征战的黑洞ꎮ①

在这种情况下ꎬ 伊斯兰世界成为美国新的遏制和分裂对象ꎮ 尤其 ２００１ 年

“九一一” 事件发生后ꎬ 美国更是将该地区锁定为 “改造” 对象ꎮ “分而治

之” 就是惯用伎俩之一ꎮ ２００３ 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后ꎬ 美国高层曾多次萌

生肢解伊拉克的念头ꎮ ２００６ 年ꎬ 美国国会的一个独立委员会建议ꎬ 伊拉克应

实行由 ３ 个自治区组成的联邦制度ꎻ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ꎬ 美国前常驻联合国代表博

尔顿公开声称ꎬ 美国已不再需要伊拉克的领土完整ꎬ 计划将其一分为三ꎬ 最

终完全攫取其石油资源ꎻ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ꎬ 美国高层秘密流传一份 “计划 Ｂ”ꎬ 核

心就是把伊拉克分为什叶派国和库尔德国两个国家ꎬ 人口占少数的逊尼派要

么归于什叶派国ꎬ 要么归于库尔德国ꎻ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ꎬ 两名美国学者提出将分区

计划ꎬ 将伊拉克分为 ３ 个主要地区ꎻ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ꎬ 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不具约

束力的决议案ꎬ 建议将伊拉克分为库尔德族、 什叶派与逊尼派 ３ 个实体分治ꎮ
据传美国高层还秘密流传过一份瓜分沙特的中东新地图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ꎬ 在西方

支持下ꎬ 苏丹南部通过公投宣布 “独立”ꎬ 苏丹这一非洲领土面积最大的阿拉伯

国家ꎬ 由此一分为二ꎮ ２０１１ 年中东剧变后ꎬ 各国教派和部族矛盾凸显ꎬ 西方武

力干涉又使利比亚和叙利亚陷入乱局ꎬ 中东再度面临地缘版图碎片化趋势ꎮ
需要指出的是ꎬ 中东地缘版图的破碎化ꎬ 固然使西方大国进入中东的门

槛和阻力变小ꎬ 但与此同时ꎬ 由于中东矛盾错综复杂ꎬ 各种政治力量林立ꎬ
使外部大国很难找到可以依赖、 长久稳固的战略支撑点ꎮ 艾森豪威尔曾感叹

说: “由于民族主义精神的觉醒和高涨ꎬ 这个地区出现了一些独立的ꎬ 然而是

不稳定的政权ꎬ 它们彼此猜疑ꎬ 并且都是朝不保夕地建立在反复无常、 日趋

贫困的民众基础之上的这样一口充满了政治动乱和频繁的 ‘边境’ 战争

的沸腾的大锅ꎬ 结果必然使美国很难把这个地区作为一个整体来开展和坚持

一项稳定而广泛的政策ꎮ 即使是美国与各个个别国家的双边关系也要考虑到

各种急骤的变化ꎬ 因为邻邦之间的对立往往如此强烈ꎬ 以致对某一国的友谊

竟自动地造成另一国的敌意ꎮ”② 在某种程度上ꎬ 中东政治就像流沙一样ꎬ 成

为诱惑大国称霸ꎬ 进而又埋葬大国霸权的坟墓ꎮ

７６

①

②

Ｍａｈｄｉ Ｄａｒｉｕｓ Ｎａｚｅｍｒｏａｙａꎬ “Ｉｒａｑ ａｎｄ Ｓｙｒｉａ ａｒｅ Ｂｕｒｎｉｎｇꎬ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Ｃｈａｏｓ ’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Ｂｒｏａｄｅ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ｔｏ Ｃｏｎｑｕｅｒ Ｅｕｒａｓｉａ”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Ｊｕｎｅ ２３ꎬ ２０１４

[美国] 德怀特Ｄ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回忆录» (三)ꎬ 樊迪、 静海等译ꎬ 东方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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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ｉｔａｉｎ’ｓ “Ｄｉｖｉｄｅ ａｎｄ Ｒｕｌ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Ｔｉａｎ Ｗｅｎｌ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ｉｖｉｄｅ ａｎｄ ｒｕｌｅ ” ｉｓ ａ ｖｅｒｙ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ｒｕｌ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ｂｙ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ｉｓｔｓ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ｉｍ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１９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ａｓ ｔｈｅ ｌａｒｇｅｓｔ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ｆｏｒｃｅ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ｒｕ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ｍａｉｎｌｙ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ｄｉｖｉｄｅ ａｎｄ ｒｕｌｅ”. Ｔｈｉｓ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ｌｅｇａｃｙ ｈａｓ ｈａｄ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ｌｌｙꎬ ｉｔ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Ｆｉｒｓｔ ｏｆ ａｌｌꎬ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 ｆｏｒ ｓｐｌｉｔ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ｔｔｏｍ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ꎬ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 ｃｏｒ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ｏ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ꎬ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ａｎｄ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ｗｈｉｃｈ ｌｅｄ ｔｏ ｍａｎ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ａｎｄ ｍａｎｙ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Ｔｈｉｒｄｌｙꎬ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ｓｕｐｐｏｒｔｅｄ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Ｊｅｗｉｓｈ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ｗｈｉｃｈ ｈａｓ ｌａｉｄ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ｒａｂｓ
ａｎｄ Ｉｓｒａｅｌｉｓꎬ ａｎｄ Ｉｓｒａｅｌ ｉｓ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ｌｙ ｔｈｒｅａｔ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ｒｅｐｌａｃｅｄ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ｓ ｔｈｅ ｎｅｗ ｈｅｇｅｍｏｎ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ｉｔｓ 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 ｒｕｌｅꎬ ｔｈｅ Ｕ Ｓ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ｔｏ ｐｕｒｓｕｅ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 ｄｉｖｉｄｅ ａｎｄ ｒｕ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ｔｈｕ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
ｔｕｒｍｏｉｌ ｔｏ ｔｈｉｓ ｄａ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ꎻ Ｂｒｉｔａｉｎꎻ “Ｄｉｖｉｄｅ ａｎｄ Ｒｕｌｅ”ꎻ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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