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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国家建构中的部落问题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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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志斌　 薛亦凡

　 　 内容提要　 约旦国家建构具有自己的独特性ꎬ 先后经历了内源型国家建

构———部落与费萨尔民族政府的合作ꎬ 外源型国家建构———部落与英国委任

统治当局的政治角力ꎬ 内外力量竞逐与合作下的国家建构———英国和以阿卜

杜拉为首的阿拉伯部落精英之间的合作、 较量与博弈三种形式ꎮ 在此期间ꎬ
部落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ꎮ 它既是巩固约旦国家建构的凝合剂ꎬ 也是消解约

旦国家建构的主力军ꎬ 关键在于约旦国家与部落之间逻辑互动的方式和程度ꎮ
部落首领将家族财富与哈希姆家族紧密相连ꎬ 既关系着约旦的平顺发展ꎬ 也

为国家的繁荣竭力付出ꎮ 换言之ꎬ 约旦部落和国家之间逐步形成一种共荣共

生、 相互扶持的逻辑关系ꎬ 并不断形塑着约旦的国家建构ꎮ
关 键 词　 国家建构　 约旦　 部落　 哈希姆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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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构 (Ｓｔａｔｅ －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是传统政治学国家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ꎬ 指

国家功能性的制度建设与政治机构的创设ꎮ 关于国家建构有 “内源型” 和

“外源型” 两大理论流派ꎮ 内源型国家建构理论的代表人物是查尔斯蒂利ꎬ
他认为国家建构等同于国家形成ꎬ 是指 “国家对于社会的权力强化过程”ꎮ①

外源型国家建构理论代表是弗朗西斯福山ꎬ 他认为国家建构是国家能力的

建设ꎬ 是由外部行动者实施的ꎬ 目的是建立新型的政府机构ꎮ② 由于族裔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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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教派林立ꎬ 加上独特的地理位置ꎬ 中东地区的国家建构具有复杂性与多

层次性ꎬ 而约旦的国家建构表现得尤为明显ꎮ 约旦国家建构先后经历了内源型

国家建构、 外源型国家建构和内外力量竞逐与合作下的国家建构ꎬ 兼具内源性

和外源性两大特点ꎮ 一方面ꎬ 约旦国家建构以阿拉伯人为主体民族ꎬ 以部落为

社会基础ꎬ 政治合法性来源于圣裔家族ꎬ 即约旦王国的缔造者哈希姆家族是先

知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及其丈夫阿里的后代ꎻ 另一方面ꎬ 作为外源性主体的

英国与约旦国家建构密不可分ꎬ 没有英国的介入ꎬ 约旦国家建构是不可能完成

的ꎮ 但不管是内源型还是外源型ꎬ 约旦的国家建构都与部落问题密切相关ꎮ
关于约旦的部落和国家建构问题ꎬ 国外已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ꎮ 一是关

注约旦部落的历史发展ꎮ 美国密歇根大学人类学教授安德鲁施洛克

(Ａｎｄｒｅｗ Ｓｈｒｙｏｃｋ) 曾在约旦和也门进行田野调查ꎬ 收集了较多一手资料ꎮ 他

融合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ꎬ 记录了约旦部落的历史变迁ꎮ① 约旦学者艾

布沙阿尔和信德哈塞努梳理了奥斯曼帝国时期约旦河以东的历史 (１５１６ ~
１９１８ 年)ꎮ② 瑞典学者拉尔斯瓦哈林 (Ｌａｒｓ Ｗａ ｈ̊ｌｉｎ) 从历史地理学出发ꎬ 对

约旦拜勒卡地区的部落进行了系统研究ꎮ③ 二是强调部落在约旦国家建构中的

作用ꎮ 美国学者保罗Ａ朱迪尼 (Ｐａｕｌ Ａ Ｊｕｒｅｉｄｉｎｉ) 和 ＲＤ 麦克劳林

(Ｒ Ｄ Ｍｃｌａｕｒｉｎ) 着眼于社会变革对约旦部落的冲击ꎬ 关注部落在国家建构中

发挥的政治作用ꎮ④ 美国人类学家琳达Ｌ莱恩 (Ｌｉｎｄａ Ｌ Ｌａｙｎｅ) 认为ꎬ 部

落在塑造约旦民族认同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⑤ 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乌

兹拉比 (Ｕｚｉ Ｒａｂｉ) 通过研究 “部落谢赫” 的地位ꎬ 分析了约旦国家政权

与部落联盟之间的关系ꎮ⑥ 约阿夫阿隆 (ＹｏａｖＡｌｏｎ) 对约旦的部落问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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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深入研究ꎬ 成果卓著ꎮ① 他探讨了约旦部落、 英国殖民主义力量对现代约旦

国家形成的影响ꎬ 认为部落主义是约旦民族认同的组成部分ꎮ② 相较之国外ꎬ
国内学者对约旦部落关注的较少ꎬ 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约旦民族国家建构、
约旦与巴勒斯坦的关系等问题ꎮ③ 本文主要利用阿拉伯文和英文的相关文献ꎬ
系统梳理部落在约旦国家建构中的历史流变、 发展脉络及其现实影响ꎮ

约旦部落的基本特征

约旦社会主要由部落构成ꎮ 直至 ２０ 世纪初ꎬ 约旦地区的民众仍过着游牧

半游牧的部落生活ꎬ 定居者寥寥ꎮ 约旦部落是建立在亲缘关系基础上的群体ꎬ
依靠父系血缘划分支系ꎬ 具有较强的凝聚力ꎮ 部落群体由一位部落首领领导ꎬ
重视集体荣誉ꎬ 团结一致ꎮ 部落为各分支分担生存压力ꎬ 提供社会生活所需

的安定环境ꎮ 约旦部落集中分布在约旦河东岸地区ꎮ 阿杰隆省、 拜勒卡省、
卡拉克省是部落人口的主要聚居地ꎬ 仅拜勒卡省就有 ３０ 多个部落生活于此ꎮ④

这些部落民大都信仰伊斯兰教ꎬ 也有一些小部落民信仰基督教ꎮ 规模较大的

部落有 ５ 个ꎬ 即萨克尔部落 (Ｓａｋｈｒ)、 胡维塔特部落 (Ｈｕｗａｙｔａｔ)、 阿德旺部

落 (Ａｄｗａｎ)、 马贾利部落 (Ｍａｊａｌｉ) 及哈桑部落 (Ｈａｓａｎ)ꎮ 萨克尔和胡维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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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是约旦最重要的部落ꎬ 它们规模庞大ꎬ 拥有独立武装ꎮ 胡维塔特部落的

活动范围从约旦中部的塔菲拉向南延伸ꎮ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ꎬ 部落民依靠

贩卖骆驼从英国人手里赚取黄金而身价倍增ꎮ① 其部落土地大多直接租给农

民ꎬ 而部落民本身则过着游牧生活ꎮ 萨克尔部落的领地在约旦北部ꎬ 部落民

以游牧为主ꎮ 整个 １９ 世纪ꎬ 萨克尔部落逐渐向阿拉伯半岛北部迁移ꎬ 最终选

择了约旦河东岸地区ꎮ 他们冬季居住在沙漠地带ꎬ 夏天则迁居至拜勒卡东部

以及阿杰隆地区ꎮ 是沙漠中最富庶、 最强大的部落之一ꎬ 拥有数千名部落战

士ꎮ② 从 １９ 世纪开始ꎬ 萨克尔的部落谢赫开始收购耕地ꎮ 到了 ２０ 世纪ꎬ 他们

控制了拜勒卡的大部分地区ꎮ 这些部落民放牧绵羊和骆驼ꎬ 将土地租给农民

耕种ꎬ 收取实物租金ꎮ 在外约旦时期ꎬ 萨克尔部落累积财富ꎬ 成为约旦地区

势力最强大的部落之一ꎬ 在安曼也极富影响力ꎮ 部落谢赫米斯卡尔法伊兹

(ＭｉｔｈｑａｌＦａｙｉｚ) 是全国最大的土地拥有者ꎬ 该家族也是哈希姆王室最亲密的部

落盟友ꎮ 这两大部落对约旦统治者意义重大ꎬ 能够获取他们的支持是国家稳

定的关键ꎮ
从整体上看ꎬ 约旦部落具有以下重要特征: 第一ꎬ 约旦部落属于在依附

原则下的平等型部落ꎮ 中东地区地域广阔ꎬ 不同的社会基于不同的历史、 政

治、 经济和文化条件ꎬ 形成了不同的部落类别ꎮ 按照查尔斯林霍尔姆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ｉｎｄｈｏｌｍ) 的观点ꎬ 这些国家的部落可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以阿拉

伯贝都因部落和阿富汗普什图部落为代表的平等型部落ꎻ 另一种是以中亚、
土耳其和伊朗部落为代表的等级制部落ꎮ③ 约旦部落是阿拉伯部落的典型代

表ꎬ 属于查尔斯林霍尔姆所说的平等型部落ꎮ 约旦部落在依附原则下进行

结盟ꎬ 拥有自己的土地ꎮ 一些部落领地广阔ꎬ 实力雄厚ꎬ 也有一些部落领地

狭小ꎬ 人口较少ꎬ 需要依附大部落而求得生存ꎮ④ 在小部落依附大部落时ꎬ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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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Ｍａｒｙ 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 Ｗｉｌｓｏｎꎬ Ｋｉｎｇ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ꎬ Ｂｒｉｔａｉ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Ｊｏｒｄａｎ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０ꎬ ｐ ５８

Ｎｏｒｍａｎ Ｌｅｗｉｓꎬ Ｎｏｍａｄｓ ａｎｄ Ｓｅｔｔｌｅｒｓ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ａｎｄ Ｊｏｒｄａｎꎬ １８００ － １９８０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７ꎬ ｐ １２４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ｉｎｄｈｏｌｍꎬ “Ｋｉｎｓｈｉ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 ２ꎬ １９８６ꎬ ｐｐ ３３４ － ３５５ꎻ [美国] 托马斯巴菲尔德: «中
亚视域下的部落与国家关系»ꎬ 杨张锋译ꎬ 载 «中东问题研究» (现更名为 «中东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９９ ~ １２６ 页ꎮ

[约旦] 艾布沙阿尔、 信德哈塞努: «奥斯曼帝国时期约旦河以东的历史ꎬ １５１６ － １９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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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需要向后者缴纳一定的 “呼沃” (ｋｈａｗａ)①ꎬ 即 “保护费”ꎮ 这种 “保护

费” 又名 “兄弟税”ꎬ 实际上成了部落依附和亲缘关系的物质化象征ꎮ 但依附

并不意味着地位不平等ꎬ 部落内各分支在相互平等的原则下进行合作ꎮ 各部

落地位平等ꎬ 相互交往与互助ꎬ 共同使用部落土地和水源ꎬ 促进了地区内的

贸易交往和情感交流ꎮ
第二ꎬ 按照财富多少ꎬ 约旦的部落存在着不同的类型ꎮ 约旦部落中财富

最多的是养殖骆驼的游牧部落ꎬ 它们是部落中的贵族ꎮ 饲养绵羊和山羊的游

牧部落稍逊一筹ꎬ 财富最少的是从事农业和土地耕种的部落ꎮ② 山羊不适合长

途迁徙ꎬ 饲养山羊的部落仅能够在一个狭小的牧场放牧ꎮ 因此ꎬ 养殖骆驼的

部落处于财富金字塔顶端ꎬ 他们掌握更多生活资料ꎬ 拥有广阔的生存空间ꎮ
约旦游牧部落和定居人口的商业互动构成一种共生关系ꎮ 部落可以到邻近市

场销售畜产品ꎬ 所得收入用于购买诸如服饰、 粮食、 蔬菜、 水果等生活

用品ꎮ③

第三ꎬ 争斗与冲突是约旦部落间资源、 实力消长的重要路径ꎮ 部落间也

会产生对抗ꎬ 造成暴力冲突ꎮ 在干旱季节ꎬ 基于水源的缺乏和放牧需求会迫

使部落入侵对方的领地ꎬ 发生部落间冲突ꎮ 在此过程中ꎬ 牧场和水源频繁易

手ꎬ 部落由此参与自然资源的重新分配ꎬ 这也是部落的重要收入来源ꎮ 由于

不同部落间实力的差异ꎬ 实力较强的部落凭借冲突之机ꎬ 劫掠其他部落领地ꎬ
因此劫掠成为部落扩张自身势力、 建立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手段ꎮ

正由于约旦部落繁多ꎬ 社会结构复杂且不易控制ꎬ 部落冲突持续不断ꎬ
因此如何整合部落力量、 调和部落利益以及推动部落对国家的接受和认同ꎬ
成为约旦国家建构中难以逾越的难题ꎮ

部落与费萨尔民族政府的合作

现代约旦的创建者属于先知穆罕默德嫡系后裔哈希姆家族ꎮ １９０８ 年ꎬ 奥

２２１

①

②
③

[约旦] 阿巴迪艾哈迈德阿维德: «约旦部落» (阿拉伯文)ꎬ 资历发行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

版ꎬ 第 １３４ 页ꎮ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Ｒ Ｆｉｓｃｈｂａｃｈꎬ Ｓｔａｔｅꎬ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ａｎｄ Ｌａｎｄ ｉｎ Ｊｏｒｄａｎꎬ Ｌｅｉｄｅｎ: Ｂｒｉｌｌꎬ ２０００ꎬ ｐ １９
[约旦] 艾布沙阿尔: «约旦村镇历史研究ꎬ １８９０ ~ １９４６» (阿拉伯文)ꎬ 沃德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７５ 页ꎮ



约旦国家建构中的部落问题及其影响　

斯曼青年土耳其党执政后恢复了哈希姆家族成员侯赛因伊本阿里的圣裔

身份ꎬ 后者就任麦加谢里夫ꎮ 青年土耳其党实行独裁统治ꎬ 推行土耳其化政

策ꎬ 激发了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ꎮ 侯赛因希望在英国支持下建立一个独立

的阿拉伯国家ꎮ １９１５ 年 ３ 月ꎬ 侯赛因第三子费萨尔与英国签署 «大马士革议

定书»ꎬ 英国承认阿拉伯人独立ꎬ 二者建立防御同盟ꎮ① １９１５ 年 ７ 月 １４ 日至

１９１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ꎬ 谢里夫侯赛因与英国驻埃及高级专员亨利麦克马洪围绕

«大马士革议定书» 连通 ５ 封信件ꎬ 史称 «麦克马洪 － 侯赛因通信»ꎬ 前者要

求阿拉伯国家独立ꎬ 而后者仅是笼统地许诺ꎬ 避而不谈版图问题ꎮ 第一次世

界大战后ꎬ 英国违背昔日承认阿拉伯人独立的承诺ꎬ 占领阿拉伯人领土ꎮ
１９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ꎬ 英、 法签订了关于阿拉伯东方占领制度的协定ꎬ 对被占阿

拉伯领土的民政管理进行分割: 包括大马士革在内的东叙利亚和约旦归费萨

尔管理ꎻ 而 １９１９ 年的巴黎和会又以 “委任托管” 的方式将英、 法占领阿拉伯

土地 “合法化”ꎮ １９１９ 年 ６ 月ꎬ 叙利亚地区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代表

在大马士革召开国民大会ꎬ 要求承认包括巴勒斯坦在内的叙利亚为主权国家ꎮ
１９１９ 年 １１ 月ꎬ 叙利亚大马士革东部行政区成立 “国防人民委员会”ꎬ 由 ２５０
名代表组成ꎮ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 根据该委员会的提议ꎬ 宣告成立叙利亚第一届民族

政府ꎮ １９２０ 年 ３ 月ꎬ 叙利亚召开第二届国民大会ꎬ 叙利亚宣告成立ꎬ 并推选

费萨尔为国王ꎮ
约旦内源型国家建构的主体是费萨尔民族政府ꎬ 内容是它与部落的互动ꎮ

在 １９２１ 年外约旦建国前夕ꎬ 约旦民众以部落为基本单位生养作息ꎬ 遵循部落

的价值观和社会习俗ꎮ② 部落通过建立政治联盟控制土地和水源ꎬ 进行耕种和

放牧ꎮ 部落民按照习俗在不同季节进行迁徙ꎬ 保障成员安全ꎬ 制定部落内部

规则ꎬ 解决部落内部矛盾冲突ꎮ③

费萨尔政府掌权后与该地区的许多部落谢赫结成了联盟ꎮ 在阿拉伯大起

义期间ꎬ 许多部落曾与奥斯曼帝国政府合作ꎬ 费萨尔对此既往不咎ꎮ 这些谢

赫利用新政权的宽容政策逐步恢复了自身的地位ꎮ 胡维塔特部落的哈马德
本贾兹ꎬ 萨克尔部落的米斯卡尔法伊兹ꎬ 马贾利部落的鲁法凡马贾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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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卡拉克地区基督徒部落首领奥达卡苏斯都受益于费萨尔的这种宽容政

策ꎬ 势力逐渐壮大ꎮ
费萨尔政府给予部落财政支持ꎬ 并授予部落谢赫荣誉封号ꎬ 以赢得他们

的政治忠诚ꎮ 他授予部落首领为 “谢赫之王”ꎬ 并给予丰厚的薪水ꎮ 奥达卡

苏斯在回忆录中写道ꎬ 当费萨尔邀请卡拉克的显贵们前往大马士革时ꎬ 他和

鲁法凡马贾利作为费萨尔的客人在大马士革居住两个半月ꎬ 受到盛情款

待ꎮ① 费萨尔政府还成功调解了多起部落争端ꎮ
随着奥斯曼帝国的崩溃ꎬ 阿拉伯民族主义已成为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主导

意识形态ꎮ 在接连目睹英国占领巴勒斯坦和法国进军黎巴嫩后ꎬ 部落民众渴

望通过费萨尔政府对外约旦进行统治ꎮ 但费萨尔政府在外约旦的国家建构并

未持续太久ꎬ 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第一ꎬ 部落不再支持费萨尔政府ꎮ １９１９ 年 １２ 月 １ 日ꎬ 英国军队撤出叙利

亚后ꎬ 对阿拉伯政府的财政支持减半ꎬ 费萨尔政府没有财力补贴外约旦部落ꎮ
１９２０ 年 １ 月ꎬ 政府宣布强制征兵ꎬ 更遭到外约旦当地民众的强烈反对ꎮ 费萨

尔要求在大马士革与部落谢赫会面ꎬ 一些谢赫拒绝费萨尔的邀请ꎮ② 自此ꎬ 外

约旦政府的影响力仅限于少数城镇及其邻近地区ꎬ 比如萨拉特和安曼ꎮ 这些

城镇居民害怕游牧部落ꎬ 不想被它们控制ꎬ 仍然支持政府ꎮ
第二ꎬ 随着费萨尔政府在外约旦和叙利亚部分地区影响力的减弱ꎬ 部落

精英借机填补政治真空ꎬ 并引发部落之间的内斗ꎮ 部落从当地的村庄和城镇

收取保护费ꎮ 强大的部落努力扩大它们的领土ꎬ 而小部落和定居部落希望依

靠强大的盟友来保障他们的安全ꎮ
第三ꎬ 外部力量的干预促使部落保持独立和自治ꎮ 通过获得一个或多个

外部势力的支持ꎬ 部落首领的收入来源日渐多样化ꎬ 同时增强了他们在该地

区的个人权威ꎮ 在地区政治前景尚不明朗之时ꎬ 这些部落避免自己选边站队ꎬ
希望与该地区发挥作用的诸多国家均保持良好关系ꎮ 当时最活跃的是法国人ꎬ
他们试图通过资助部落谢赫ꎬ 来破坏费萨尔政权ꎮ 犹太复国主义者担心部落

袭击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定居点ꎬ 因此也会支付给部落谢赫一定的钱款资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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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因素削弱了费萨尔政府在外约旦的作用ꎬ 面对费萨尔政府控制力的

大幅减弱ꎬ 外约旦地区陷入无政府状态ꎬ 约旦内源型国家构建以失败而告终ꎮ

部落与英国委任统治当局的政治角力

弗朗西斯福山认为ꎬ 国家建构等同于国家能力的建设ꎬ 国家建构的方

式主要依靠 “外部行动者”ꎬ 即外源型国家建构ꎮ① 尽管福山提出的外源型国

家建构思想是针对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的发展中国家ꎬ 但这一概念用于约旦

国家建构实践也颇有启发意义ꎮ 约旦内源型国家建构失败后ꎬ 则进入了外源

型国家建构阶段ꎮ 外源型国家建构的 “外部行动者” 是英国ꎬ 内容则是英国

与部落的阶段性互动ꎮ
(一) 第一阶段: 提出塞缪尔计划

赫伯特塞缪尔是英国政府派驻的巴勒斯坦事务高级专员ꎬ “塞缪尔计

划” 是英国占领并直接管理外约旦的计划ꎬ 得到了一些外约旦部落的支持ꎮ
随着费萨尔政府的倒台ꎬ 英国担心法国在控制叙利亚局势后转而对英国势力

范围内的叙利亚领土产生兴趣ꎬ 同时也忌惮外约旦地区的乱局会蔓延到巴勒

斯坦ꎮ② 部落谢赫意识到ꎬ 费萨尔政府垮台后ꎬ 英国人会在各种利益博弈中发

挥关键作用ꎮ 许多部落谢赫前去耶路撒冷与塞缪尔会面ꎬ 有些部落成员甚至

提议英国在外约旦建立政府ꎬ 进行直接统治ꎮ③

由于部落谢赫的支持ꎬ 塞缪尔乐观地预计英国占领外约旦将受到所有外

约旦人的欢迎ꎬ 因此他产生了两种设想: 一是只需动用极少的军事力量就能

占领和管理整个外约旦ꎻ 二是只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税收制度ꎬ 外约旦就可以

实现自我供养ꎮ 一旦留出了外约旦行政当局的开支ꎬ 相当大的盈余将足以资

助当地的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ꎮ④ 但由于外约旦在英国中东战略上的边缘化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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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于春洋: «现代民族国家建构: 理论、 历史与现实»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３０ ~ ３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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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当局否定了塞缪尔占领外约旦的提议ꎬ 授权塞缪尔派遣四到五名英国官

员ꎬ 帮助当地人建立地方政府ꎮ
(二) 第二阶段: 召开萨拉特会议

１９２０ 年 ８ 月ꎬ 塞缪尔在萨拉特召开会议ꎬ 与外约旦的许多知名人士会面ꎮ
塞缪尔表示ꎬ 英国将设法帮助他们建立地方政府ꎬ 巴勒斯坦行政当局不会直

接控制外约旦ꎬ 英方也无意征募或解除部落武装ꎮ① 他以为英国的计划将在外

约旦受到广泛支持ꎬ 但实际上大部分部落谢赫并未出席会议ꎬ 他们对塞缪尔

的提议存在着不同的看法ꎮ
英国人对外约旦政治形势的误判ꎬ 源于英国官员和当地部落谢赫之间巨

大的文化差异ꎬ 而这种文化差异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ꎮ 英国官员在报告和私

人信件中ꎬ 反复强调外约旦部落谢赫对他们的亲切态度ꎬ 认为这是对英国政

府的无条件支持ꎮ 实际上ꎬ 在阿拉伯礼仪文化体系中ꎬ 对客人的尊重和礼貌

并不意味着政治上认同或支持ꎮ② 那些强大的游牧部落大多不希望英国对外约

旦事务过度参与ꎮ③ 而那些主动接触他们的谢赫并非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精英ꎮ
他们接近英国人ꎬ 正是因为他们无法遏制实力更强的竞争对手对领地的侵蚀ꎬ
希望提升自己在部落中的地位ꎮ④ 这些谢赫缺乏自己的军事力量ꎬ 担心出现权

力真空ꎬ 只要部落能落得一定程度的自治ꎬ 他们欢迎任何政府的统治ꎮ
(三) 第三阶段: 成立地方政府

萨拉特会议之后ꎬ 英国派遣了 ６ 名官员在外约旦试图建立 ３ 个地方政府ꎬ
但均未能实现预期目标ꎮ

第一个是阿杰隆地方政府ꎮ 部落谢赫对英国人的热情使英国误解为谢赫

们接受了英方的条件ꎬ 着手组建地方政府ꎮ 但仅仅几天之后ꎬ 库拉、 巴尼
库阿伊德、 贾巴尔卡伊伦和杰拉什的谢赫纷纷要求自治ꎮ⑤ 英国官员随之采

取了分而治之的策略ꎬ 同意了他们的要求ꎮ 随之ꎬ 以部落谢赫为基础ꎬ 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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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 白萨姆阿卜杜萨利姆: 前引书ꎬ 第 ６４ 页ꎮ
[约旦] 穆哈发扎阿里: «阿拉伯大起义至外约旦时期的约旦政治思想ꎬ １９１６ ~ １９４６» (阿

拉伯文)ꎬ 约旦皇家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 年版ꎬ 第 ５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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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ꎬ 第 ７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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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ꎬ １４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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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１０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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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地区成立了一系列地方政府ꎮ 部落谢赫在约旦政治舞台上冉冉升起ꎬ 成为

本地区耀眼的政治领袖ꎮ
第二个是拜勒卡地方政府ꎮ 拜勒卡位于外约旦中部ꎬ 是游牧部落或半游

牧部落地区ꎮ 英国人自负地认为他们可以与这些部落达成共识ꎮ 与其他地区

相比ꎬ 拜勒卡地方政府利用了费萨尔时代遗留下来的基础设施ꎬ 表现出高度

的延续性ꎮ 实际上ꎬ 英国人在此建立政府ꎬ 不得不对付地区内几个最强大的

游牧部落ꎮ 在当地最具影响力的是阿德旺部落和萨克尔部落ꎬ 他们对英国所

建立的地方政府持截然不同的态度ꎮ 阿德旺部落支持英国ꎬ 他们需要依靠外

部力量ꎬ 防止萨克尔人侵占他们的领土ꎬ 以确保他们在地区内的领导地位ꎮ
萨克尔部落的态度则与之相反ꎬ 他们对自己的实力充满信心ꎬ 觉得没有必要

寻求英国的支持ꎬ 转而寻求一条更独立甚至对抗的路线ꎮ① 部落之间的矛盾和

不合作使得地方政府难以有效运作ꎬ 更无法控制地区局势ꎮ
第三个是卡拉克地方政府ꎮ 该政府与当地的部落谢赫达成了一种有效的

合作ꎬ 地方政府发挥了稳定局势的作用ꎮ 然而ꎬ 当政府开始征税ꎬ 部落谢赫

们则展开暴力对抗ꎬ 他们拒绝纳税ꎬ 南部城镇塔菲拉很快实现自治ꎮ
局势的变化使英国人意识到通过建立地方政府来管理外约旦是不可能的ꎮ

法国也在向英国施压ꎬ 要求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ꎬ 控制外约旦局势ꎬ 并清查

在外约旦避难的叙利亚流亡者ꎬ 否则法国将进行武力干预ꎮ② １９２０ 年 １１ 月ꎬ
阿卜杜拉本侯赛因抵达外约旦ꎬ 意味着约旦外源型国家建构的失败ꎮ

约旦国家建构经历了内源型和外源型的历史变迁ꎬ 尽管失败了ꎬ 但对现

代约旦国家建构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ꎮ 相关行政管理机构的建立ꎬ 虽然未

能有效运转ꎬ 但为阿卜杜拉政府治理国家打下了基础ꎬ 这些政治制度、 经济

体系与社会结构成为后来外约旦埃米尔国的核心与基础ꎮ

部落与半独立的阿卜杜拉政府的互动

从内源型国家建构到外源型国家建构ꎬ 都没有完成约旦国家建构的历史

任务ꎬ 约旦国家建构进入了第三阶段: 内外力量竞逐与合作下的国家建构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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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英国和以阿卜杜拉为首的阿拉伯部落精英之间的合作、 较量与博弈ꎮ
阿卜杜拉是谢里夫侯赛因的次子ꎬ 他与父亲一样ꎬ 渴望在地区内建立

独立统一的阿拉伯国家ꎮ １９２０ 年 １１ 月ꎬ 阿卜杜拉来到了外约旦边城马安ꎮ 阿

卜杜拉抵达外约旦的消息一经传出ꎬ 各方均开始采取行动ꎮ 法国担心阿卜杜

拉的到来影响法国在叙利亚的管理ꎬ 引起阿拉伯人与法方的敌对ꎬ 因此法国

敦促英国尽快武力占领约旦ꎮ 英国对此十分紧张ꎬ 本打算继续深入自己在这

一地区的影响ꎬ 最终将外约旦纳入巴勒斯坦政府的管辖范围ꎬ 阿卜杜拉的到

来势必会有碍这一计划ꎮ① 外约旦地区的部落谢赫和民族主义者却对阿卜杜拉

表现得很积极ꎬ 这些人清楚英国人的想法ꎬ 因此ꎬ 部落和民族主义者对阿卜

杜拉提供支持ꎬ 这成为阿卜杜拉日后掌权的基础ꎮ②

１９２１ 年 ３ 月ꎬ 以英国殖民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为首的英国殖民行政长官

在开罗召开会议ꎬ 会后丘吉尔与阿卜杜拉在耶路撒冷会面ꎮ 阿卜杜拉提出希

望将巴勒斯坦和外约旦合并ꎬ 置于同一位阿拉伯国王的领导下ꎻ 或者将伊拉

克和外约旦进行合并ꎮ 这两个提议均被丘吉尔回绝ꎮ③ 丘吉尔允诺英国不会在

外约旦驻军ꎬ 而是将外约旦交由阿卜杜拉统治ꎬ 英国每年向阿卜杜拉提供津

贴ꎮ 阿卜杜拉则需要承认英国在外约旦的权力ꎬ 并接受英国的援助ꎬ 自此英

国确立了对外约旦的委任统治ꎮ
外约旦地区既不像巴勒斯坦具有鲜明的战略意义ꎬ 也不像伊拉克拥有丰

富的石油资源ꎬ 因此英国并没有过多重视这片土地ꎮ 阿卜杜拉解散了由英国

人成立的地方政府ꎬ 并于 １９２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组建了第一届政府ꎮ 但阿卜杜拉对

政府的日常管理不感兴趣ꎬ 其施政重点是处理与部落的关系ꎮ
第一ꎬ 与部落谢赫建立亲密关系ꎮ 阿卜杜拉特别注意与强大的游牧部落

建立并保持联盟关系ꎮ 为此他将部落事务从中央政府的管理下独立出来ꎬ 由

他本人或由他的表兄沙克尔本扎伊德所领导的部落事务部进行管理ꎮ 其

结果是在外约旦出现了两种几乎完全不同的政府模式ꎮ 游牧或半游牧部落处

于阿卜杜拉的个人统治之下ꎬ 成为阿卜杜拉政府的合作伙伴ꎮ 定居人口则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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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 阿卜杜马吉德宰徳: 前引书ꎬ 第 １２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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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方式由中央政府控制ꎮ①

事实证明ꎬ 阿卜杜拉改善与部落谢赫亲善关系取得的效果十分明显ꎮ 外

约旦主要以部落为组织单位ꎬ 还没有经历快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ꎬ 通过

获得部落谢赫的支持和合作ꎬ 阿卜杜拉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整个国家ꎮ 每一

个村庄、 城镇或部落地区的路边石碑上ꎬ 部落谢赫的名字都赫然在目ꎮ② 阿卜

杜拉之所以依靠部落ꎬ 一是他本身的军事力量不足ꎬ 迫使他不得不依靠部落

的军事实力ꎻ 二是为了抵御外来威胁ꎬ 如 １９２２ 年以来瓦哈比运动的渗透ꎮ
第二ꎬ 通过 “国家计划”ꎬ 引导部落定居ꎮ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ꎬ 大国

在中东地区竞相角逐利益ꎮ 约旦部落地区的社会生态遭到破坏ꎬ 畜牧业产量

严重下滑ꎬ 部落经济的脆弱性暴露无遗ꎮ③ 尽管建国初期阿卜杜拉成功使部落

谢赫们宣誓效忠ꎬ 但国家对部落的控制仍然极为有限ꎮ １９２１ 年新建立的外约

旦埃米尔国完全以部落作为社会基础ꎬ 部落因素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ꎮ
１９３１ 年ꎬ 阿卜杜拉发起 “国家计划” 的目的是引导部落从游牧生活向定居生

活过渡ꎮ 具体措施包括: 一是鼓励部落人口改变原有的生活习惯ꎮ④ 二是外约

旦政府为贝都因人提供流动学校ꎬ 医疗服务ꎬ 并且在部落驻地附近挖掘水源ꎬ
确保部落民众的淡水供应ꎮ 三是协助部落首领将土地划归个人耕种ꎬ 同时分

发种子ꎬ 组织农业专家现场传授部落牧民农耕技巧ꎮ 通过这些手段ꎬ 部落内

部聚集地出现了一些村落ꎬ 在政府的扶持下ꎬ 部落民在取水点附近建房定

居ꎮ⑤ 四是通过登记地籍ꎬ 将土地交付给农民ꎬ 实现土地私有化ꎬ 吸引大批部

落人口定居ꎮ 通过上述措施ꎬ 土地所有权开始被视为社会权力和财富的来源ꎬ
但土地所有权并不一定会削弱部落主义ꎮ⑥ 自此ꎬ 外约旦政府有效地将部落游

牧经济转型为定居农业经济ꎬ 部落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有效力量ꎮ
第三ꎬ 依靠部落军队ꎬ 打击瓦哈比伊赫万运动的扩张ꎮ １９２２ 年夏ꎬ 沙特

阿拉伯的瓦哈比伊赫万军队推进至外约旦与沙特的边界ꎬ 直接威胁外约旦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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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部落的利益与国家稳定ꎬ 对新生的阿卜杜拉政府构成巨大的军事挑战ꎮ① 一

方面ꎬ 外约旦军事力量规模太小ꎬ 力量太弱ꎬ 仅有一支警察部队ꎬ 用来收缴

税收和维持社会秩序ꎮ 因此ꎬ 政府不得不依靠部落的军事支持ꎮ 另一方面ꎬ
游牧部落并非伊赫万的对手ꎬ 他们需要并恳求政府的帮助ꎬ 并希望政府可以

获得英国的支持ꎮ 由此产生了外约旦中央政府与几个大部落ꎬ 尤其是萨克尔

和胡维塔特部落、 鲁瓦拉部落之间的亲密合作ꎮ 阿卜杜拉动员各部落阻止沙

特阿拉伯的渗透ꎬ 这标志着部落开始主动融入国家ꎬ 有益于国家建构ꎮ②

１９２２ 年 ８ 月ꎬ 一支瓦哈比军队袭击了安曼以南 １２ 英里 (约合 １９ ３ 公里)
的两个萨克尔部落村庄ꎮ 经过两天鏖战ꎬ 在哈迪德部落的帮助下ꎬ 萨克尔人

击败了袭击者ꎮ １９２６ 年 ２ 月ꎬ 伊赫万对外约旦发动了更猛烈的进攻ꎬ 他们派

遣 ４ ０００ 人前往安曼袭击萨克尔和拜勒卡部落的村庄ꎮ 在英国皇家空军飞机和

装甲车的配合下ꎬ 伊赫万被击败ꎮ 由于萨克尔部落是瓦哈比伊赫万军队进攻

的主要目标ꎬ 而且他们控制了首都安曼周围地区的安全工作ꎬ 因而成为建国

初期约旦军队的主体部分ꎮ③ 在阿卜杜拉执政的最初几年ꎬ 十分依赖萨克尔部

落的军事支持ꎮ 作为回报ꎬ 阿卜杜拉政府赐给谢赫米斯卡尔大量封地ꎬ 并大

幅减免萨克尔部落的税收ꎮ
阿卜杜拉采取 “胡萝卜加大棒” 的两手策略对付部落ꎮ 一方面ꎬ 他依赖

一些势力较大的游牧部落ꎬ 尤其是萨克尔部落ꎮ 阿卜杜拉从强大的部落联盟

中选拔官员ꎬ 帮助维持这些部落的优势地位ꎬ 从而获得大部落的稳定支持ꎬ
维持部落和中央的权力平衡ꎮ④ 另一方面ꎬ 他对反政府的部落恩威并施ꎮ １９２１
年ꎬ 阿杰隆地区发生库拉起义ꎮ 起因是当地舒赖迪家族 (Ｓｈｕｒａｙｄｉ ｆａｍｉｌｙ) 所

在的部落拒绝被划归入伊尔比德省ꎬ 拒绝纳税ꎮ 在武力镇压失败后ꎬ 阿卜杜

拉通过与舒赖迪家族谈判ꎬ 最终化解了危机ꎬ 平息了叛乱ꎮ １９２３ 年ꎬ 约旦发

生阿德旺部落起义ꎬ 起义由部落首领艾布阿德旺 (ＡｂｕＡｄｗａｎ) 领导ꎮ 起义

原因是这支部落居住在首都安曼附近ꎬ 时常与萨克尔部落发生冲突ꎮ 但阿卜

杜拉屡次站在萨克尔一方ꎬ 因为二者相比ꎬ 萨克尔部落更加强大ꎬ 加之萨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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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部落捍卫着外约旦ꎬ 抵御沙特的伊赫万运动的挑衅ꎬ 故而萨克尔在阿卜杜

拉的扶持下得到了更多土地ꎬ 但纳税更少ꎬ 这使阿德旺部落倍感威胁ꎮ 阿德

旺部落揭竿而起ꎬ 要求减轻赋税ꎬ 否则将推翻阿卜杜拉的埃米尔之位ꎮ 最终

这场起义在英国的协助下遭到镇压ꎮ

部落整合与约旦的独立建国

约旦国家建构的第三阶段———内外力量合作与竞逐下的国家建构分为两

个时期: 即第一时期: 以阿卜杜拉政权为主ꎬ 英国为辅ꎮ 但阿卜杜拉扶植当

地大部落的政策ꎬ 不仅加剧了部落间的不平衡ꎬ 大部落得到政府的重视ꎬ 授

予高官且减免税赋ꎮ① 这样有失公允的做法招来了英国的反对ꎮ② 至此ꎬ 约旦

内外力量合作与竞逐下的国家建构进入第二时期: 即英国为主ꎬ 阿卜杜拉政

权为辅ꎮ 在英国看来ꎬ 部落起义对阿卜杜拉政府的威胁ꎬ 损害了英国在外约

旦的利益ꎮ 英国开始绕过阿卜杜拉ꎬ 在部落问题上采取行动ꎮ
英国不希望阿卜杜拉与部落的关系过于亲密ꎬ 但也不希望部落威胁阿卜

杜拉在外约旦的地位ꎬ 甚至认为部落是未来国家稳定的直接威胁ꎮ 换言之ꎬ
他们希望外约旦成为一个立法系统完善ꎬ 行政高效的国家ꎮ③ 英国控制阿卜杜

拉政府的所有开支并重组了行政系统ꎬ 取消了部落事务部ꎮ 这样一来ꎬ 阿卜

杜拉无法通过减税或增加财政补助的方式拉拢部落ꎮ
当时的阿拉伯军团长官皮克主张ꎬ 外约旦应该开展定居农业ꎬ 而非继续

推崇游牧部落ꎮ 皮克的政策聚焦于外约旦与巴勒斯坦附近的农耕区ꎬ 这里承

担着国家最沉重的赋税任务ꎬ 而与其毗邻的东部靠近汉志铁路的部落则可以

实行自治ꎮ 这一政策本身并不合理ꎬ 因为人口基数较小的少数群体却承担了

国家的税收基础ꎬ 他们无法上缴能够满足财政需求的巨大数额ꎬ 人口更多的

部落可以获得税赋减免ꎬ 长此以往自然会引起多方的矛盾ꎮ
皮克想要建立一支主要由农耕人口组成的军队ꎬ 这支军队将能够应对部

落对国家法律的挑战ꎮ 他还在外约旦与叙利亚和沙特边境建立了一支外约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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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防武装ꎬ 这支部队负责保卫约旦边境的安全ꎮ 皮克的行为使边境地区的部

落感到自己逐渐被架空ꎬ 不再受信任ꎬ 因而他们开始想要改投沙特阵营ꎮ 已

经建立的两支武装都未能收到理想的效果ꎬ 更无法有效管控边境ꎬ 最终还是

需要依靠部落的力量ꎮ 皮克将贝都因部落成员排除在国家建构之外ꎬ 从而使

得国家失去了一支重要的支持力量ꎮ 这种政策阻碍了人口占多数的部落对国

家事务进行有效参与ꎮ
１９３０ 年ꎬ 英国政府把约翰格拉布从伊拉克调至外约旦ꎬ 从而改变了皮

克的部落政策ꎮ 格拉布抵达外约旦后的两年间ꎬ 他采取措施逐步平息约旦部

落内乱ꎬ 恢复社会稳定局面ꎮ 第一ꎬ 取悦并赢得部落的信任ꎮ 具体措施: 一

是将皮克组建的外约旦边防武装调离沙漠ꎬ 使当地部落不再受到监管ꎬ 初步

取得了部落的信任ꎮ 二是结束皮克将部落人口排除在武装部队之外的做法ꎬ
着手建立一个由部落人口组成的武装力量ꎬ 这就是著名的阿拉伯军团ꎮ 而建

立这支武装的目的是与部落合作ꎬ 让部落感觉被政府信任ꎮ 此外ꎬ 格拉布精

通阿拉伯语ꎬ 对游牧生活有丰富的知识ꎬ 他甚至常居在胡维塔特部落ꎬ 并且

将自己的财物分给部落居民ꎬ 以缓解他们的物质短缺ꎮ
第二ꎬ 招募部落成员成立阿拉伯军团沙漠巡逻队ꎮ 这支军团成立于 １９３１

年 ２ 月ꎬ 当时有 ２０ 人报名参加ꎬ 并由伊拉克警察训练ꎮ 格拉布随后搬到萨克

尔部落领地ꎬ 几个月后他成功地招募了 ９０ 名士兵ꎮ 不久ꎬ 要求加入阿拉伯军

团的士兵人数就超过了所需人数ꎮ 沙漠巡逻队对部落成员很有吸引力ꎬ 部落

所推崇的战士精神在军队中得到了体现ꎮ 部落士兵进行突袭训练ꎬ 纪律严明、
勇于作战ꎮ① 军团薪饷较高ꎮ 一个士兵的月薪近 ５ 英镑ꎬ 在饥馑之年足以维持

整个家庭开支ꎮ 到 １９３１ 年中期ꎬ 格拉布的军团已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ꎮ
沙漠巡逻队的机动性很强ꎬ 拥有汽车、 骆驼、 现代武器ꎮ

第三ꎬ 开通部落与国家融合的渠道ꎮ 随着格拉布与各个部落之间建立联

系ꎬ 阿卜杜拉埃米尔不再是部落获得经济援助、 就业支持和教育资源的唯一

保障ꎬ 从而削弱了阿卜杜拉在部落事务中的影响ꎮ② 格拉布自己成了国家与部

落之间的中间人ꎬ 得到了部落的肯定ꎮ③ 阿拉伯军团吸纳了大量部落人口ꎬ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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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输国家主义意识ꎬ 部落逐步纳入中央的行政控制之中ꎬ 支持国家发展ꎮ 与

之相呼应ꎬ 部落也有了与政府进行对话、 获得生存资源的渠道ꎬ 改变了国家

发展威胁部落生计的传统观点ꎮ①

外约旦在阿卜杜拉和英国的双重治理下已经具有了现代国家体系的特征ꎬ
但由于英国委任统治仍未废除ꎬ 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主权国家ꎮ 作

为哈希姆家族的一员ꎬ 阿卜杜拉在阿拉伯大起义时的政治抱负一直植根于心

中ꎮ② 因此ꎬ 他多次向英国提出约旦独立的请求ꎮ １９４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ꎬ 外约旦

正式宣告独立ꎬ 并更名为外约旦哈希姆王国ꎬ 阿卜杜拉的头衔由埃米尔变为

国王ꎮ 刚刚独立的外约旦王国十分脆弱ꎬ 外部环境的和谐与国内局势的平衡

很快被巴勒斯坦地区的事态发展所打破ꎮ 一直以来ꎬ 阿卜杜拉国王都有意

将巴勒斯坦的部分领土纳入自己的王国ꎮ 第一次中东战争后ꎬ 外约旦成功

兼并了约旦河西岸地区ꎬ 并控制了耶路撒冷老城ꎮ １９５０ 年 ４ 月ꎬ 外约旦正

式宣布兼并约旦河西岸地区ꎬ 更改国名为 “约旦哈希姆王国”ꎮ 约旦河西岸

地区被兼并后ꎬ 巴勒斯坦人大量涌入约旦ꎬ 对地区政治生态和国际关系产

生了深刻的影响ꎮ 外约旦国家独立和兼并约旦河西岸标志着约旦国家建构

初步完成ꎮ

部落与约旦国家建构的双向影响

自从 １９２１ 年外约旦建国以来ꎬ 约旦政治体系就将哈希姆家族和部落紧密

相连ꎮ 这种共生关系为约旦的国家发展提供了广泛的社会支持ꎬ 并且在后殖

民时代确保了约旦的稳定ꎮ③ 这个所谓的 “人造国家”ꎬ 在从落后的游牧国度

发展成为具有现代国家意义上的君主制王国过程中ꎬ 部落始终在其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ꎮ
(一) 部落对约旦国家建构的影响

第一ꎬ 部落推动约旦完成国家建构ꎮ 部落自发参与国家建构ꎬ 最终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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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内源力量ꎮ 在部落的引导下ꎬ 部落民众逐渐融入国家机器ꎬ
支持统治家族并接受其政治秩序ꎮ 在这一过程中ꎬ 约旦国家对部落的整合过

程是在相对低水平的暴力或胁迫下实现的ꎬ 部落与国家建构形成了明确的利

益关系ꎮ 约旦国王一直想把这个国家塑造为一个大家庭ꎮ 哈希姆家族作为约

旦大家庭之首ꎬ 约旦人的身份认同始终围绕着他们而建构起来ꎮ 由于哈希姆

家族成员不多ꎬ 而且很少有人担任高阶政府官员或军事职务ꎬ 因此约旦实际

上是由哈希姆家族和部落组成的联盟政治ꎮ① 部落一方面推动着约旦国家建构

的完成ꎬ 另一方面推动着政治进程的完善ꎮ
第二ꎬ 部落对约旦建构具有政治稳定作用ꎮ 约旦的政治体系以各个部落

家族的共生关系为基础ꎬ 这些部落效忠哈希姆家族ꎬ 与哈希姆家族利益相通ꎮ
作为各部落的谢赫ꎬ 他们渴望在政府部门获得更高的官职ꎬ 与国王建立更密

切的私人关系ꎬ 并由此实现社会地位的提升ꎮ② 他们作为政府和部落民众之间

的媒介ꎬ 进一步扩展了自己在部落和国家层面的影响ꎮ 这些部落谢赫与哈希

姆家族之间的政治联盟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约旦国家的政治稳定ꎮ 在面对建

国后的种种复杂挑战时ꎬ 部落谢赫带领族人始终站在王权一侧ꎬ 使约旦在政

治变革中平稳向前ꎮ
第三ꎬ 部落的存在也妨碍了约旦国家建构的平衡发展ꎮ 部落首领代表各

自部落ꎬ 展开相互竞争ꎬ 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资源分配不均ꎬ 约旦政治也

具有部落政治的特点ꎮ 约旦的政治系统具有明显的循环性ꎬ 各个家族在权力

结构中实行轮转ꎮ 一方面ꎬ 它可以防止一个家族或部落过分壮大ꎬ 威胁到哈

希姆家族的统治ꎮ 另一方面ꎬ 可使各个家族都能参与国家政治进程ꎮ 因此ꎬ
即使部落首领费萨尔法伊兹推动的政治改革令国王满意ꎬ 他也不可能在首

相一职留任过久ꎮ 这种部落间的权力循环使得约旦的政治精英大多来自部落

首领家族ꎬ 这些家族从建国之初始终地位超群ꎬ 权柄作为政治资源在家族内

部传承ꎮ③ 这种模式无疑造成了政治资源分配严重不均ꎬ 阻碍了政坛新鲜血液

的流入ꎬ 其他阶层想要完成阶层进阶难上加难ꎬ 这也成为约旦部落社会未来

发展的不稳定因素之一ꎮ

４３１

①
②
③

[约旦] 穆哈发扎阿里: 前引书ꎬ 第 １２ 页ꎮ
Ｙｏａｖ Ａｌｏｎꎬ Ｔｈｅ Ｓｈａｙｋｈ ｏｆ Ｓｈａｙｋｈｓ: Ｍｉｔｈｑａｌ ａｌ －Ｆａｙｉｚ ａｎｄ Ｔｒｉｂ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Ｊｏｒｄａｎꎬ ｐ １５２
[约旦] 阿卜杜拉赫曼阿瓦德福瓦兹: «约旦社会» (阿拉伯文)ꎬ 哈米德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第 ５６ 页ꎮ



约旦国家建构中的部落问题及其影响　

(二) 政府对部落发展的影响

针对部落存在的问题ꎬ 约旦政府对部落的政策取向就是削弱部落力量ꎬ
防止部落成为国家建构的消解力量ꎮ

一方面ꎬ 约旦国家独立后ꎬ 政府成为管理社会事务的主体力量ꎬ 并承担

了昔日部落承担的诸多职能ꎬ 如提供社会福利ꎬ 保障秩序和安全ꎬ 部落的凝

聚力逐渐减弱ꎮ① 随着约旦阿拉伯军团的扩大ꎬ 部落中的优秀分子和部落精英

被军团招募ꎬ 部落军事力量下降ꎬ 对政府的威胁随之减少ꎮ 而从事农业的部

落人口增加ꎬ 则使部落流动性减弱ꎮ② 许多部落民开始独立于部落谋生ꎬ 在公

共部门为政府工作或长期服役ꎬ 部落的地位进一步下降ꎮ 尽管大多数约旦人

都具有部落的血统ꎬ 但对于那些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人群ꎬ 或者定居安曼的

人群ꎬ 部落的影响已经日益削弱ꎮ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ꎬ 他们依旧能在生活中

体会到部落的影响ꎬ 但对部落忠诚不再是日常生活的核心ꎮ 青年一代大多生

活在城镇ꎬ 接受过现代教育ꎬ 大都市现代生活稀释了他们的贝都因特性ꎬ 削

弱了他们对部落的忠诚度ꎮ③

另一方面ꎬ 约旦政府鼓励部落定居的政策极大地改变了部落社会结构ꎮ
随着经济的发展ꎬ 外约旦出现了许多新兴城市ꎬ 越来越多的部落人口开始向

城市定居ꎬ 原有的安曼、 萨拉特、 卡拉克、 伊尔比德等城市的规模日渐扩大ꎮ
这些部落人口改变了固有的 “逐水草而居” 的游牧生活ꎬ 开始参与农业生产ꎬ
由游牧民变为定居农民ꎬ 通过温和的方式鼓励部落人口定居ꎬ 推动了城市化

发展ꎮ④ 约旦政府依然向部落提供财政支持ꎮ 随着国家发展进程的加快ꎬ 政府

安居工程等政策的影响ꎬ 去部落化进程一直在约旦推进ꎬ 但部落认同始终是

维系约旦国家凝聚力的重要一环ꎮ 显然ꎬ 去部落化进程打破了原有对国家资

源和权力分配的既定模式ꎬ 影响着部落认同的存在ꎮ
(三) 部落与政府的互动合作

约旦政府的相关措施消除了部落对国家建构的消极因素ꎬ 约旦国家治理

与部落之间实现了良性的互动合作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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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 年版ꎬ 第 １５１ 页ꎮ

[约旦] 艾布费里达ꎬ 法伊兹艾哈迈德: «约旦与巴勒斯坦的部落历史» (阿拉伯文)ꎬ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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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 在部落的支持下ꎬ 约旦实现了王权的平稳过渡ꎮ １９５１ 年阿卜杜拉

去世后ꎬ 其子塔拉勒顺利继位ꎮ 但塔拉勒身体状况一直不佳ꎬ 让位于儿子侯

赛因ꎮ １９５３ 年 ５ 月 ２ 日ꎬ 侯赛因加冕ꎬ 自此现代约旦掀开了历史发展的新篇

章ꎮ 为了追求国家统一ꎬ 侯赛因试图在 “大约旦” 的国家规划内ꎬ 将巴勒斯

坦人纳入约旦的国家框架ꎬ① 但是许多巴勒斯坦人拒绝成为忠诚的约旦公民ꎮ
实际上ꎬ 尽管巴勒斯坦人在约旦人口中占大多数ꎬ 但他们并未能真正撼动约

旦国家的根本走向ꎮ 在约旦的政治发展中ꎬ 部落逐步被纳入国家系统ꎬ 始终

是支持王权、 维护政局稳定的骨干力量ꎮ 侯赛因国王积极利用 “皇家法庭”
作为联系王权和贝都因部落的政治纽带ꎬ 确保部落的忠诚ꎮ② 皇家法庭只受国

王支配ꎬ 宪法没有提及该机构ꎬ 也无须对议会负责ꎬ 没有官方的行政权ꎬ 它

在国王与内阁之间起着调节作用ꎬ 有时会扮演影子内阁的角色ꎮ 皇家法庭作

为一个以顾问身份存在的执行委员会ꎬ 由国王最信任的政治人物组成ꎬ 这些

人往往身居高位ꎬ 大多来自部落ꎬ 代表了部落力量对君主的忠诚ꎬ 同时也增

强了部落在政治进程中的影响力ꎮ 皇家法庭设置了部落委员会ꎬ 其任务是联

系国王和贝都因人ꎬ 并鼓励部落对国家建设建言献策ꎮ③ 因此ꎬ 在使部落人口

依赖于国家机构的同时ꎬ 侯赛因国王能够赢得部落支持ꎬ 确保自己在政治治

理中处于优势地位ꎮ
第二ꎬ 部落传统成为约旦统治者治国方略的考量因素ꎮ 当侯赛因国王与

部落民众打交道时ꎬ 他的个人魅力突出表现出来ꎮ 国王的平易近人符合部落

的传统ꎮ④ 在侯赛因国王登基后ꎬ 他和家族成员一起周游全国ꎬ 以贝都因人特

有的方式升起国旗ꎮ 在他统治期间ꎬ 部落谢赫和他们的请愿书可以通过皇家

法庭的部落委员会直接上呈给国王ꎮ 国王还经常访问约旦的偏远地区ꎮ 侯赛

因国王在自传中这样描述对部落的访问: “我热切地盼望着定期到沙漠去访问

我的部落ꎮ 那是多么不同的生活啊! 我是他们的国王ꎬ 但和他们在一起我并

不感到孤独ꎬ 觉得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ꎮ 对他们来说ꎬ 我就是 ‘侯赛因’ꎮ 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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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旦] 泰里赛义德: «阿拉伯人视角下的约旦与巴勒斯坦» (阿拉伯文)ꎬ 沃拉古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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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礼仪是贝都因人的礼仪ꎬ 他们的生活基于三个概念———荣誉、 勇气和好

客ꎮ 我想我会特别留意贝都因人需要的任何东西ꎬ 贝都因人认为我是他们部

落的首领ꎮ”① 部落力量在国家与国王之间起到了 “安全阀” 的作用ꎬ 这有助

于约旦君主政体的存续ꎮ
第三ꎬ 部落力量构成了国家军队的核心ꎬ 也是捍卫王权的忠诚力量ꎮ 自

阿拉伯军团建立后ꎬ 军队一直以来都是政权的主要支柱ꎮ 在外约旦时期ꎬ 英

国长官格拉布大举从部落征兵ꎬ 将部落人口凝聚在一起ꎬ 并充分利用贝都因

人的部落忠诚、 勇于牺牲以及不畏艰苦的优点ꎬ 因势利导ꎬ 极大提升了军队

的战斗力ꎮ 格拉布通过现代化军事训练的方式将服役的部落人口一代代发展

为国家的军事政治精英ꎬ 增强了军队的纪律性、 原则性ꎬ 使这些贝都因人改

变了部落意识ꎬ 完成了社会阶层的蜕变ꎮ 从外约旦时期开始ꎬ 部落成员始终

是约旦军队中的基石ꎬ 为军队源源不断的输送着新鲜血液和有生力量ꎮ 部落

成员可以通过军功而得到擢升ꎬ 且福利丰厚ꎮ 约旦军队中的高阶军官大部分

都有部落背景ꎬ 身后有部落支持ꎬ 如势力较强的萨克尔部落、 胡维塔特部落、
索罕部落、 沙马尔部落等ꎮ

实际上ꎬ 委任统治结束后约旦军队仍然由格拉布指挥ꎬ 在联合防御委员

会的支持下受英方操控ꎮ １９５５ 年ꎬ 英国对约旦施加压力ꎬ 要求约旦加入巴格

达条约ꎬ 反对英国委任统治成为约旦军队的焦点ꎮ 格拉布存在成为约旦对英

国依赖的象征ꎬ 也是国王的政治负担ꎬ 民众对此不满ꎬ 要求军队 “阿拉伯化”
的呼声日益高涨ꎮ② １９５６ 年格拉布被解职ꎬ 一批年轻军官得到擢升ꎬ 他们受

到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潮的驱使ꎬ 企图发动政变ꎬ 颠覆君主制ꎮ③ 但部落力量不

参与政变ꎬ 积极维护王权ꎬ 迅速稳定了局势ꎮ 在政变后ꎬ 侯赛因国王依靠部

落的支持ꎬ 成为军队的真正领袖ꎮ 在扩充后的军队中ꎬ 精锐部队和指挥权基

本上属于部落ꎮ 在危急情况下ꎬ 由哈希姆家族的成员负责ꎬ 国王本人则与精

锐部队保持密切联系ꎮ④ 这些部落力量对约旦政权绝对忠诚ꎬ 防止并威慑对国

家权威的任何挑战力量ꎬ 保护政权和国家免受内外威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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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论

约旦国家建构先后经历了外源型、 内源型和内外力量竞逐下国家建构的

历程ꎮ 在此期间ꎬ 部落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ꎬ 既是巩固约旦国家建构的凝

合剂ꎬ 也是消解国家建构的生力军ꎬ 关键在于约旦国家与部落之间逻辑互动

的方式和程度ꎮ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ꎬ 在约旦也引发了一连串的反应ꎮ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９ 日ꎬ 约旦国民艾哈迈德马塔里纳 (Ａｈｍａｄ Ｍａｔａｒｎａｈ) 在约旦阿卜杜拉

二世国王王宫前自焚ꎬ 声称自己难以维持家庭生计ꎬ 以此抗议ꎮ 民众群情激

愤ꎬ 第一次开始批评阿卜杜拉二世的统治ꎬ 约旦哈希姆君主制王朝的政治稳

定面临着挑战ꎮ① 从国家建构视角看ꎬ 上述事件体现了约旦国家能力强弱以及

部落与国家整合的成败问题ꎮ
尽管 １９９９ 年上台时ꎬ 阿卜杜拉二世承诺进行政治改革ꎬ 但其权力基础仍

然是以部落忠诚作为统治基础的ꎮ 约旦退役将军阿里哈巴什内明确表示:
“约旦的部落是这个国家的捍卫者ꎬ 如果这些部落放弃这一角色ꎬ 约旦将岌岌

可危ꎮ”② 部落不仅反对国王的妻子拉尼亚王后插手政府事务ꎬ 而且多次批评现

政权的社会经济政策ꎮ 一些部落谢赫对国王推动国有资产私有化ꎬ 鼓励自由主

义经济政策感到不满ꎮ 他们担心政府在边远地区的支出减少ꎬ 公共部门无力吸

收过剩的部落劳动力ꎬ 部落与王室的亲密度降低ꎬ 最终影响自身特权阶层的地

位ꎮ 在阿拉伯变局发生后ꎬ 约旦境内的大部落诸如萨克尔部落、 哈桑部落等与

王室之间的利益捆绑更为紧密ꎮ 因此ꎬ 这些部落谢赫即使与国王意见相左ꎬ 也

不会轻易放弃与国王的合作关系ꎮ 他们的个人发展和家族荣耀与王权的稳固息

息相关ꎬ 部落的支持仍然是维持约旦政治秩序的重要基础ꎬ 政治整合的关键所

在ꎬ 更是国家能力强弱的决定力量ꎮ
总之ꎬ 约旦每每出现政局失衡ꎬ 都需要依靠以部落首领为首的政治力量来

稳定局面ꎮ 这些部落首领将家族财富与哈希姆家族紧密相连ꎬ 他们关系着约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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