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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中国和伊朗的国家发展存在诸多可比较之处ꎮ 两国均历经几

个兴盛的发展阶段ꎬ 都不止一次成为所在地区的强大国家ꎬ 这给两国民众植

下延续至今的大国之心ꎮ 近代以来中国和伊朗均遭受到欧美列强的侵略凌辱ꎬ
都为摆脱这种命运进行了艰苦斗争ꎬ 这使得两国在面对欧美时都情感复杂ꎮ
伊朗在波斯帝国时期就发展到国家历史的最高峰ꎬ 其后再度崛起的伊朗诸王

朝均没有再达到波斯帝国的世界影响力ꎻ 秦朝以来中国诸王朝的国际影响力

逐步提升ꎬ 至唐朝达到高峰ꎬ 之后长期维持在高位发展直至清朝 “康乾盛

世”ꎬ 这使得中国人的心理落差比伊朗人要小ꎮ 从现政权对国家复兴的贡献来

看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已经再次把民族国家复兴到一个历史高位ꎻ 伊朗伊

斯兰共和国非但没有把伊朗复兴到历史高位ꎬ 而且即使与被其推翻的巴列维

王朝相比它对国家的复兴贡献也没有优势ꎮ 中伊相似或相异的发展轨迹给当

下两国的互相认知造成一些影响ꎬ 并进而影响到双边关系的深度发展ꎮ 目前ꎬ
中伊之间存在发展更密切关系的积极因素ꎬ 两国恰当的自我和互相认知是今

后双边关系深化、 升华的关键因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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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家发展历程来看ꎬ 中国和伊朗①有诸多可比较之处ꎮ 就像中国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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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 “习近平总书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研

究” (１７ＪＺＤ００２) 阶段性研究成果ꎮ
尽管 “伊朗” 作为国家正式名称始于 １９３５ 年ꎬ 但是出于行文方便ꎬ 本文统用此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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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秦、 汉、 唐、 宋、 元、 明、 清等强大王朝和三国、 两晋、 南北朝、 五代

十国等分裂时期一样ꎬ 伊朗历史上也出现过阿契美尼德王朝、 帕提亚王朝、
萨珊王朝、 沙法维王朝、 巴列维王朝等时期的强盛ꎬ 以及亚历山大大帝的征

服和阿拉伯人统治后的分裂ꎮ 历史的一再起伏均给予两国自豪、 屈辱之感和

反抗之心ꎮ 中国与外部的大规模冲突特别是战争远远少于伊朗ꎻ 中国的文化

连续性也强过伊朗ꎻ 近半个世纪以来两国发展轨迹完全迥异ꎬ 等等ꎮ 国家历

史发展对社会心理的形成有不可忽视之影响ꎬ 社会心理对国家当下内政外交

亦有巨大之影响ꎮ 观察当前中国和伊朗双边关系时ꎬ 不能不重视各自历史发

展催生的双方社会心理ꎬ 不能不重视社会心理对两国交往的推进或钳制ꎮ 伊

朗和中国大半个世纪以来不同发展曲线造成的心理差异ꎬ 历史发展造就的相

同或不同的心态ꎬ 以及国际环境的新变化等因素ꎬ 影响到两国当代关系的更

好发展ꎮ 目前ꎬ 国内还鲜有通过两国长时段发展比较来深入观察当下双边关

系的研究成果ꎬ 本文拟从这一视角对中伊关系做一研究尝试ꎮ

伊朗和中国历史发展的相似性

伊朗和中国在历史上都曾屡次创造出自己的辉煌ꎬ 并由此催生了各自的

大国雄心ꎻ 两国皆曾经历被欧美列强凌辱的惨痛ꎬ 从而也具有相似的反对外

来压迫和干涉的抗争ꎮ
(一) 伊朗和中国都拥有基于历史辉煌的大国之心

伊朗有其璀璨历史ꎮ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亚、 欧、 非的波斯帝国就是伊

朗的阿契美尼德王朝 (公元前 ５５０ 年至公元前 ３３０ 年)ꎬ 该王朝直接造就了波斯

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ꎮ 在中国史书中被称为 “安息” 的是伊朗帕提亚王朝 (公
元前 ２４７—公元 ２２４ 年)ꎬ 该王朝终结了伊朗的所谓希腊化时期ꎬ 部分复兴了波

斯帝国赋予伊朗的荣耀ꎬ 并与遥远的中国建立了正式的官方关系ꎬ 开启了古代

丝绸之路ꎮ 紧随其后的是伊朗前伊斯兰时期的文化顶峰期———萨珊王朝 (２２４—
６５１ 年)ꎬ 该王朝是它那个时代的世界强国ꎬ 是继阿契美尼德王朝之后波斯人和

伊朗最为缅怀的历史发展阶段①ꎬ 也是 “伊朗” 成为地缘政治概念的开始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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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世纪初沙法维王朝 (１５０２—１７３６ 年) 宣告成立ꎬ 结束了伊朗长达数百年的历

史蛰伏ꎬ 再次成为强大的地区力量ꎮ 到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ꎬ 伊朗成为中东乃至

世界舞台上的发展明星ꎬ 那时伊朗正处于巴列维王朝 (１９２５—１９７９ 年) 发展

阶段ꎬ １９７７ 年伊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 ２ １４６ ６ 美元ꎬ 而当时的中国还不

足 ２００ 美元ꎮ① 在上述诸多时刻伊朗都是中东甚至世界大国ꎬ 这等荣耀不断催

生巩固了伊朗的大国雄心ꎬ 也使得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伊朗仍然自视

为波斯湾地区大国ꎬ 并努力从宗教和政治两方面彰显自己的地区领导者地位ꎮ
此外ꎬ 新千年以来中东持续的剧烈变动严重削弱了伊拉克、 埃及、 沙特、 叙

利亚等区域大国的影响力ꎬ 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获得进一步提升ꎮ 有历史辉煌

塑造的大国雄心ꎬ 有中东新局势带来的有利新环境ꎬ 这令 “伊朗崛起” 成为

近些年来伊朗内外很多人都在谈论的话题ꎮ
历史发展同样也赋予中国一颗大国之心ꎮ 秦始皇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第

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 (公元前 ２２１ 年至公元前 ２０７ 年)ꎬ 尽管存在的时间

短暂ꎬ 但秦朝带给中国人的统一、 强大之心理影响不言而喻ꎮ 秦朝之后中国

历史又迎来更为强大的两汉王朝 (西汉: 公元前 ２０２—公元 ８ 年ꎻ 东汉: ２５—
２２０ 年)ꎬ 而且这个时期中国还开启了对外交往的新篇章ꎬ 赫赫有名的 “丝绸

之路” 即是明证ꎮ ５８１ 年崛起的隋朝结束了过往 ３００ 余年的分裂ꎬ 把中国重新

统一为世界强国ꎬ 接踵而来的唐朝 (６１８—９０７ 年) 更是把隋朝开启的辉煌推

到中国历史发展的高峰ꎬ 特别是在对外关系发展方面ꎬ 唐朝带给中国人强烈

的自豪感ꎬ 比如迄今在国外存有多处的 “唐人街” 即是明证ꎮ 此后宋朝的经

济、 元朝 (１２７１—１３６８ 年) 的疆域、 明朝 (１３６８—１６４４ 年) 的繁荣、 清朝

(１６３６—１９１２ 年) 的 “康乾盛世” 等均令中国在各自时期傲视天下ꎮ 当下的

中国又历经了改革开放以来持续高速的经济发展ꎬ 中国在经济层面已经发展

成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ꎬ 国际影响力也越来越大ꎮ 历史辉煌和现世成就

的叠加ꎬ 造就了当下中国大国地位的日益隆升ꎬ 也给中国人带来国家再度崛

起的强烈愿望ꎮ 近年来ꎬ 中国力推的上合组织和 “一带一路” 倡议的发展ꎬ
中国在世界银行等多个国际组织中话语权的不断提升ꎬ 中国在推动解决国际

热点、 难点问题上的努力与成效等ꎬ 均显现了中国当今的世界大国之地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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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伊朗和中国都拥有基于历史挫折的受伤之心

伊朗和中国除了都有历史辉煌及其带来的大国雄心外ꎬ 也均遭遇过历史

挫折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悲伤ꎮ 波澜壮阔的阿契美尼德王朝被亚历山大大帝

征服ꎬ 伊朗不得不接受希腊人的百年统治ꎻ 波斯文化发展至鼎盛的萨珊王朝

被新崛起的邻居阿拉伯人征服ꎬ 伊朗本土信仰和语言文化因此而丢失或饱受

摧残ꎻ 与奥斯曼帝国持续争斗的沙法维王朝国力日衰ꎬ 终被 “丧权辱国” 的

恺加王朝所取代ꎬ 大片国土的丧失把恺加王朝钉在伊朗历史的耻辱柱上ꎻ 豪

情万丈的巴列维国王曾把伊朗再次拉到世界的聚光灯下ꎬ 但是这偶尔一现的

昙花最终凋零于 １９７９ 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中ꎮ 历史带给伊朗人足够的悲伤ꎬ
中国人对此感同身受ꎮ 在统一强大的秦汉之前是春秋战国的纷争ꎬ 在兴隆的

隋唐前是三国魏晋南北朝的分裂ꎬ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两宋前是五代十国战乱ꎬ
孕育 “康乾盛世” 的清朝在后期曾遭受大片国土的丧失以及列强的轮番凌辱ꎮ

伊朗和中国也是带着相似的任务进入 ２０ 世纪———整肃内部政治、 摆脱外

来干涉、 推进国家发展ꎮ 饱受近代苦难的伊朗在 ２０ 世纪初期开展了立宪运

动ꎬ 该运动唤起了伊朗人民的觉醒ꎮ １９２５ 年巴列维王朝取代不得人心的恺加

王朝ꎬ 在新王朝缔造者礼萨国王的领导下伊朗进行了以世俗化和现代化为鲜

明特征的改革ꎬ 并取得一些发展成效ꎮ 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迫近和爆

发ꎬ 伊朗成为英、 苏、 德三国激烈角逐的战略要地ꎬ １９４０ 年英、 苏联合出兵

伊朗ꎬ 迫使不情愿把德国势力彻底赶出伊朗的礼萨国王下台ꎮ 继任的巴列维

国王面临的国际处境亦是不妙ꎬ 他不得不接受英、 苏、 美三大国共同驻军伊

朗的残酷现实ꎮ 二战后英、 美联手帮助伊朗把苏联势力赶了出去ꎬ 尔后借助

伊朗的石油国有化运动美国又逐步消减了英国在伊朗的势力存在ꎬ 美国积极

策划甚至是主导了伊朗 １９５３ 年政变ꎬ 这帮助巴列维国王重掌国家大权ꎬ 之后

伊朗逐渐步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期ꎬ 当然也是一个亲近美国的时期ꎮ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ꎬ 革命色彩浓厚的新伊朗不仅要面对国内政治动荡和

两伊战争带来的阵痛ꎬ 而且还要面对日益恶化的国际处境ꎬ 美国等国家对伊

朗延续至今的长期制裁严重影响了伊朗人民的生活ꎮ
中国进入 ２０ 世纪时清王朝已是 “病入膏肓”ꎬ 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仁

人志士们展开轰轰烈烈的救国运动ꎬ 最终于 １９１２ 年建立了 “中华民国”ꎬ 同

年清朝终结ꎮ 成立伊始的 “中华民国” 权力基本归于北洋政府ꎬ 在北洋军阀

混战连年后中国又历经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战争ꎬ 至 １９２８ 年国民政府才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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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ꎮ 但是当时中国并未摆脱西方列强的干涉ꎬ 日本更是

不断加强对中国的侵略与战争ꎬ 在长达 １４ 年之久的抗日战争结束后ꎬ 中国又

进入了四年之久的残酷内战ꎮ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ꎬ 开始了社会主

义革命与建设时期ꎬ 其中出现的一些政治发展波折干扰了国家经济社会的健

康发展ꎬ 给人民带来痛苦的记忆ꎮ

伊朗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差异性

就伊朗和中国历史发展的差异性而言ꎬ 有两点特别突出: 一是伊朗在强

盛时期与外部大国的冲突与战争是其对外关系的显要特征ꎬ 中国强盛时期则

注重非冲突性的国际交往ꎬ 与外部大国的关系表现得相对平和ꎻ 二是伊朗本

土文明 (比如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化) 曾因为阿拉伯征服而遭受严重摧残ꎬ 中

国文明则保持了连续存在与发展ꎮ
(一) 伊朗在强盛时期与外部多有冲突和战争

伊朗历史特别是其强盛时期充斥着与外部的冲突和战争ꎬ 对伊朗尤为不

利的是ꎬ 其各个强盛时期的对手基本也都是当时世界或地区的豪强ꎮ
阿契美尼德王朝在给伊朗带来帝国荣耀的同时ꎬ 也给世界带来关于 “希

波战争” 的深刻记忆ꎬ 强大的波斯帝国对涣散的希腊城邦的臣服要求源于帝

国扩张的本性ꎬ 这场战争对东西方关系造成重大影响ꎬ 希腊著名史学家希罗

多德曾代表西方发问———他们 (东方) 为什么恨我们 (西方)?① 这场战争令

阿契美尼德王朝元气大伤ꎬ 从而加速了波斯帝国的衰落ꎬ 并最终被亚历山大

大帝所灭ꎮ 在波斯帝国之后ꎬ 领土和区域主导权的竞争又让帕提亚王朝和萨

珊王朝深陷与强大 (东) 罗马帝国的持续战争ꎬ 它们之间的冲突也被视为东

西方对抗的延续ꎬ 与 (东) 罗马的战争令伊朗这两个王朝的实力严重受损ꎬ
结果内外交困的萨珊王朝在面对新崛起的阿拉伯人时已经软弱无力ꎬ 最后不

得不再次吞下被他族征服的苦果ꎮ② 伊斯兰前时期伊朗的这两次亡国经历ꎬ 特

别是伊朗被波斯人一直鄙视的阿拉伯人所征服ꎬ 给伊朗和波斯人留下至今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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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萨珊王朝的兴衰ꎬ Ｓｅｅ Ｔｏｕｒａｊ Ｄａｒｙａｅｅꎬ Ｓａｓａｎｉａｎ Ｐｅｒｓｉａ: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ａｎｄ Ｆａｌｌ ｏｆ ａｎ Ｅｍｐｉｒｅꎬ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 ｉ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ｒａｎ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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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能消失的痛苦和愤恨ꎮ
１６ 世纪初伊朗的沙法维王朝建立时正值奥斯曼帝国的强盛期ꎬ 这两大邻

国围绕伊拉克和高加索地区的控制权进行了激烈争夺ꎬ 再加上什叶派和逊尼

派的伊斯兰教派矛盾ꎬ 战争遂成为沙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关系发展的常态ꎬ
沙法维王朝的都城从大不里士连续搬迁至愈加远离奥斯曼帝国的加兹温和伊

斯法罕ꎬ 就是两国战争带给沙法维王朝的深刻影响之一ꎮ① 与强大奥斯曼帝国

的竞争使得沙法维王朝甚至无法有效应对周边较小势力的挑战ꎬ 结果在内外

交困之中沙法维王朝于 １８ 世纪前期走到尽头ꎮ② 其后的伊朗恺加王朝实力有

限ꎬ 此时伊朗只能忍受领土的丧失和英、 俄等大国的欺凌ꎮ 由于相对第二次

世界大战而言伊朗地缘战略地位实在太突出ꎬ 无力自保的巴列维王朝成为二

战及其前后大国角逐的对象ꎬ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 苏、 美三大国的军队

都进驻伊朗ꎮ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反美、 反以色列成为伊朗的鲜明标

签ꎬ 与伊拉克则进行了长达 ８ 年的残酷战争ꎬ 伊朗迄今仍深陷还没有解决的

“核危机” 之泥潭ꎮ 伊朗在伊斯兰共和国时期再次落入与外部激烈战争与冲突

的发展轨迹ꎮ 纵观伊朗的历史发展ꎬ 可以发现强盛时期伊朗与外部大国的战

争、 冲突比较多ꎬ 有些战争和冲突还是伊朗的主动行为ꎬ 这给伊朗的历史发

展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ꎮ
(二) 中国在强盛时期与外部的关系较为平和

相比较而言ꎬ 自秦统一以来中国在强盛时期和其他大国的关系要平和很多ꎬ
中国更是少有因为势力扩张而主动发起的对其他大国的战争和严重冲突ꎮ 秦汉

时期中国与北方匈奴的连续作战体现出的防御性居多ꎬ 秦长城的修筑就是明证ꎮ
而一旦威胁解除ꎬ 中国则是走和平路线ꎬ 汉朝的 “丝绸之路” 也说明了这一点ꎮ
唐朝是中国领土快速扩大的时期ꎬ 但这并非唐朝与其他世界大国竞争的结果ꎬ
而且当时唐朝也不愿意与强大的阿拉伯帝国发生严重冲突ꎬ 比如伊朗萨珊王朝

请求唐朝出兵对抗阿拉伯人而被中国皇帝拒绝ꎮ 宋朝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时

期ꎬ 在经济、 文化、 科技等诸多方面取得长足进步ꎬ 但是该王朝始终笼罩在外

敌入侵的阴影下ꎬ 西夏国、 辽国、 金国和蒙古人可以说是宋王朝的梦魇ꎬ 最终

９４１

①

②

Ｓｅｅ Ｅｒｉｋ Ｙａｍａ Ｔｉｅｎｎｅꎬ Ｏｔｔｏｍａｎ － Ｓａｆａｖｉｄ Ｗａｒ (１６０３ － １６１８)ꎬ Ｔｕｒｂ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２０１１ꎻ Ｊａｎｅｋａ
Ａｎｅ Ｍａｄｉｓｙｎꎬ Ｏｔｔｏｍａｎ － Ｓａｆａｖｉｄ Ｗａｒ (１６２３ － １６３９)ꎬ Ｐｌｉｃ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２

关于沙法维王朝及其与同时期周边势力的冲突与战争ꎬ Ｓｅｅ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Ｅ Ｓｔｒｅｕｓａｎｄꎬ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Ｇｕｎｐｏｗｄｅｒ Ｅｍｐｉｒｅｓ: Ｏｔｔｏｍａｎｓꎬ Ｓａｆａｖｉｄｓꎬ ａｎｄ Ｍｕｇｈａｌｓꎬ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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疲于防御的宋王朝亡于蒙古大军的铁骑之下ꎮ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少数民

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ꎬ 持续时间不足百年ꎬ 在历经对周边地区和国家几次规模

不大且不成功的战争后ꎬ 元朝统治者就以安于现状的心态理政了ꎮ
明朝是继汉唐之后中国历史的又一个发展高峰期ꎬ 尽管国力强盛且有

“郑和下西洋” 之壮举ꎬ 但是明朝并没有对外扩张征服之政策ꎬ 而且国家还遭

受日本 “倭寇” 之骚扰ꎮ 哪怕是在 “康乾盛世”ꎬ 清朝对外关系重点之一也

是遏制沙俄对华领土的图谋ꎬ 而不是如正在崛起的西欧诸国那样侵略四方ꎮ
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力日益强大ꎬ 发展至今已经是世界的关键

力量之一ꎬ 中国的外交风格越来越主动ꎬ 但始终不持扩张性外交ꎬ 当下闹得

沸沸扬扬的中美冲突也主要源于美国对中国发展的遏制ꎮ 一言以蔽之ꎬ 从古

至今中国少有主动挑战其他世界大国的案例ꎬ 因为此等挑战而与大国陷入战

争的经历更是罕见ꎬ 中国与伊朗的历史发展在这一点上有显著不同ꎮ
(三) 伊朗和中国在文化发展方面的差异

伊朗与中国历史发展的另一个显著差异ꎬ 是阿拉伯人的入侵和征服改变

了伊朗的宗教信仰ꎬ 深刻影响了伊朗的语言文化发展ꎻ 而另一方面ꎬ 即使在

蒙古人和满族人一统天下时ꎬ 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脉络也没有被改变ꎮ
萨珊王朝把伊朗 (波斯) 文化发展到顶峰ꎬ 就文化发展程度而言ꎬ 波斯

人是那个时代中东的佼佼者ꎬ 非阿拉伯半岛居民所能比ꎮ 公元 ７ 世纪随着伊

斯兰教的诞生和阿拉伯人的迅速崛起ꎬ 阿拉伯人在短时间内征服了萨珊王朝ꎮ
阿拉伯人虽然是军事上的胜利者ꎬ 不过在文化上他们仍然无法比拟波斯人ꎬ
迄今在描述阿拉伯帝国文化时ꎬ 最流行的说法不是 “阿拉伯文化” 而是 “阿
拉伯 －伊斯兰文化”ꎬ 就是因为它囊括了多民族特别是波斯人的历史贡献ꎮ 尽

管如此ꎬ 阿拉伯征服还是严重摧残了波斯人的信仰、 语言和社会发展ꎬ 伊朗

以琐罗亚斯德教为主体的本土宗教信仰被强行以阿拉伯人的伊斯兰教所取代ꎬ
虽然在伊斯兰教什叶派发展过程中伊朗注入了大量自身元素ꎬ 但是这改变不

了伊斯兰教源于阿拉伯半岛的事实ꎮ 充满悲痛和反抗色彩的什叶派信仰之确

立ꎬ 几乎重塑了伊朗的社会发展特征ꎬ 用伊朗学者自己的话说ꎬ 这让波斯人

远离了快乐ꎮ①

０５１

① [伊朗] 贾利尔杜斯特哈赫: «阿维斯塔: 琐罗亚斯德教圣书»ꎬ 元文琪译ꎬ 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１２ 年版ꎬ “编者前言” 第 １９ ~ ２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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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ꎬ 随着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的进入ꎬ 以及阿拉伯统治者的特定

政策①ꎬ 阿拉伯语逐渐在伊朗流行起来ꎬ 一些波斯人也倾向于用阿拉伯语写作ꎬ
波斯语遭到毁灭性打击ꎮ 生活于公元 １０—１１ 世纪的波斯诗人菲尔多西用波斯语

创作了反映前伊斯兰时期的伊朗史诗 «列王纪»ꎬ 该书对波斯的语言保护、 历史

和文化传承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ꎬ 因此菲尔多西迄今仍然被伊朗人推崇、 尊重

有加ꎬ 这也反证出阿拉伯征服对伊朗语言和文化的历史性摧残ꎮ 时至今日ꎬ 波

斯语中仍然存在明显的阿拉伯语痕迹ꎬ 比如波斯语的 ３２ 个字母有 ２８ 个就是阿

拉伯语字母ꎮ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后ꎬ 由于伊斯兰教什叶派阶层掌握

国家权力ꎬ 阿拉伯语在该国中的地位再次提升ꎬ 它不仅是伊斯兰宗教教育的使

用语言ꎬ 而且和伊斯兰教知识一样ꎬ 也是伊朗高校入学考试的必考内容ꎮ
中国不像伊朗存在 “伊斯兰前” “伊斯兰后” 那样鲜明的基于文化特征

的历史分期ꎬ 而且中国文化通过不断吸收外部文化而更加丰富ꎮ 尽管历史上

与周边地区的多个势力发生过战争与冲突ꎬ 但即使在元、 清两朝ꎬ 中国原有

的文化和语言发展主线也未曾中断ꎻ 作为统治者而存在的蒙古人和满族人ꎬ
其文化也基本被融化到中原文化的汪洋大海中ꎬ 汉字更是中国历朝历代持续

使用的语言文字ꎮ 就宗教信仰层面而言ꎬ 尽管佛教、 伊斯兰教、 基督教等外

来宗教都传及中国ꎬ 但是这些宗教亦未曾发展成为中国的主流信仰ꎮ 一言以

蔽之ꎬ 中国本土语言文化一直得以传承并延续至今ꎬ 而不像伊朗那样存在伊

斯兰前、 后的鲜明分期ꎮ

伊朗和中国当代发展的时间错位性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ꎬ 特别是 １９５３ 年中国结束 “抗美援朝” 战

争及同期美国策划伊朗政变令巴列维国王权力失而复得后ꎬ 伊朗和中国的发

展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时间错位性———以 １９７９ 年为界ꎬ 之前伊朗具有相对发展

优势ꎬ 之后中国具有相对发展优势ꎮ
(一)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伊朗的快速发展

为了掌控伊朗与冷战的主要敌人苏联对抗ꎬ １９５３ 年美国策划主导了伊

１５１

① 比如公元 ８ 世纪初ꎬ 伍麦叶王朝哈里发阿布杜马立克 (６８５—７０５ 年在位) 就曾下令ꎬ 规定

阿拉伯语是帝国正式语言ꎬ 一切官方文件均需使用阿拉伯语ꎮ 参见 [埃及] 艾哈迈德爱敏: «阿拉

伯—伊斯兰文化史黎明时期»ꎬ 纳忠译ꎬ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８２ 年版ꎬ 译者序言第 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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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政变并推翻时任伊朗首相摩萨台ꎬ 之前大权旁落并出走他国的巴列维国

王顺利回归ꎬ 带领伊朗走上了亲美之路ꎮ 出于冷战考虑ꎬ 美国对巴列维国

王领导下的伊朗也重视有加ꎬ 这样伊朗和美国迎来一段双边关系的蜜月期ꎬ
借此伊朗得以从美国获得多方位的援助与支持ꎮ① 因为与世界头号强国、 西

方世界领袖美国的关系密切ꎬ 巴列维国王主政下的伊朗与其他西方大国的关

系也比较友好ꎬ 与埃及、 以色列等美国的中东盟友亦有不错的往来ꎬ 与伊拉

克的关系也因为在 １９７５ 年达成双边协议而获得极大改善ꎬ 这使得伊朗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 ７０ 年代获得相当优越的外部发展环境ꎮ 对伊朗更为有利的是ꎬ 进入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世界石油价格不断攀升甚至是急剧拉升ꎬ 作为石油出口大国

的伊朗外汇收入猛增ꎬ 这为伊朗的国家发展提供了财力支持与保障ꎮ
这一时期的伊朗领导者巴列维国王深具改革和发展精神ꎬ 他自称在位 ３７

年所有的政治抱负和执政理念都是 “为了使人民走上伟大文明的道路”②ꎬ 他

认为伊朗 “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是东西方的汇合点ꎬ 在东西方文明的结合上ꎬ 也

应该具有同样的地位”ꎬ 因此ꎬ 尽管在伊朗推进改革会遇到许多阻碍ꎬ 但是 “为
了借鉴西方的新文明则应该忍受这种艰难困苦”ꎮ③ 作为曾经目睹和经历家国之

厄运的国家领导人ꎬ 巴列维国王深知武装力量之于国家的重要性: “我们绝对独

立的政策使我们有必要拥有军事实力ꎮ 伊朗整个古代和现代历史都清楚地表明

有这种需要ꎮ 当我们的武装力量软弱时ꎬ 我们的国家就遭到蹂躏ꎻ 当我们强大

时ꎬ 我们的国家就免遭外国侵略ꎮ 军事力量常常成为我们生存的唯一保证ꎮ”④

基于上述执政理念和伊朗的现实ꎬ 国内地位日益巩固的巴列维国王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期开启了 “白色革命”ꎬ 这是一场涵盖政治、 经济、 社会等各

领域、 希望能够全面推进伊朗现代化的从上至下的改革ꎬ 在推行的 １５ 年中总

共实施了 １９ 项现代化改革方案ꎮ “白色革命” 虽然有很多不足ꎬ 但的确也取

得了一些发展成就ꎮ 伊朗中央银行的数据显示ꎬ 伊朗在 １９６８ 年至 １９７８ 年经

济的平均增长速度是 １６％ ~１７％ ꎬ 人均收入从 １９６０ 年的 １７４ 美元骤升至 １９７８

２５１

①
②

③

④

参见范鸿达: «美国与伊朗: 曾经的亲密»ꎬ 社科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年版ꎮ
[伊朗]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对历史的回答»ꎬ 刘津坤、 黄晓健译ꎬ 中国对外翻译出

版公司  １９８６ 年版ꎬ 第 １８２ 页ꎮ
[伊朗]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我对祖国的职责»ꎬ 元文琪译ꎬ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７７ 年版ꎬ

第 ２６、 ２０８ 页ꎮ
[伊朗]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对历史的回答»ꎬ 第 １４２ ~ １４３ 页ꎮ



基于国家发展和社会心理比较的中国同伊朗关系　

年的 ２ ５４０ 美元ꎮ① 在强军方面ꎬ 巴列维国王花费巨资购买了大量美国等国的

先进武器ꎬ 使伊朗军队逐渐发展成为中东海湾地区的头号军事大国ꎮ
良好的国际环境、 快速发展的经济和不断提升的军事力量ꎬ 使得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后期的伊朗俨然是中东发展之明星ꎬ 这也刺激了巴列维国王对伊朗

更高国际地位的追求ꎬ 他不仅在欧佩克、 不结盟运动等国际组织中积极活动ꎬ
而且还在美国媒体上为自己和伊朗投放宣传性广告ꎮ 在巴列维国王倡导下

“西方化” 的生活模式在伊朗有鲜明体现ꎬ 而且随着经济发展赴国外旅行和读

书的伊朗人也为数众多ꎮ 那时电视、 汽车等在中国还被视为奢侈品的物件也

已经进入了伊朗寻常百姓家ꎮ
(二)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发展相对缓慢

１９４９ 年 １０ 月 １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ꎬ 中国从此进入国家发展的新

阶段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７０ 年代中国虽然逐步建立起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ꎬ 为改革

开放后的发展打下坚实基础ꎬ 但是客观来看ꎬ 由于国内外多种因素的钳制ꎬ
那一时期中国面临的发展困难显而易见ꎮ

新中国诞生之时ꎬ 以美、 苏对抗为特征的冷战已经展开ꎬ 中国在外交上

倾向苏联ꎬ 并且还进行了 “抗美援朝” 战争ꎬ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

缺乏友善ꎮ 后来中苏关系恶化ꎬ 即使中美在 ７０ 年代双边关系有所缓和ꎬ 就国

家发展的外部环境而言中国与那时的伊朗仍然不可同日而语ꎬ 苏联威胁仍然

存在ꎮ 再者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经战争和 “三大改造”ꎬ 至 １９５６ 年才

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制度ꎮ 毋庸置疑ꎬ 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诸多成就ꎬ
但是由于底子薄、 人口多ꎬ 再加上 “大跃进” “人民公社” “文化大革命” 等

运动和指导思想的负面影响ꎬ 彼时的中国可谓内外交困ꎬ 贫穷是当时中国最

突出的国家特征之一ꎮ 中国统计局官方网站统计信息显示ꎬ １９７７ 年中国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仅为 ３４１ 元 (人民币)ꎬ 进出口贸易额 ２７２ ５ 亿元ꎬ 全国出租车

仅有１ ７１４辆ꎬ 外汇储备仅有 ２３ ４５ 亿美元ꎬ 大学招生仅有 ２７ ３ 万人ꎬ 出国留

学生仅有 ２２０ 人ꎻ 直到 １９８５ 年ꎬ 才有中国私人汽车拥有量的信息ꎬ 之前皆为

零ꎮ②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与同期的伊朗相比ꎬ 国家发展程度的确有不

小差距ꎮ

３５１

①
②

转引自 [伊朗]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对历史的回答»ꎬ 第 １８３ 页ꎮ
«新中国六十五年 １９４９ －２０１４»ꎬ 载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ｚｔｊｃ / ｚｔｓｊ / ２０１５

０２ / Ｐ０２０１５０２１２３０８２６６５１４５６１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８ － ０８ － ０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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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１９７９ 年后伊朗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国

政治制度和重大举措的变化对国家发展带来的影响不可低估ꎬ １９７８ ~
１９７９ 年中国和伊朗各自内部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两个国家的发展轨迹ꎮ
１９７８ 年 １２ 月ꎬ 中国领导层推出改革开放和把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ꎬ 坚持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ꎬ 之后中国逐步进入经

济发展的快车道ꎮ 而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国王的统治ꎬ 伊斯

兰共和国取代了巴列维王朝ꎬ 国家发展导向也从世俗化、 西方化转向伊斯兰

化ꎬ 伊朗此后的发展道路相当曲折ꎬ 一直持续到今天ꎮ
中国和伊朗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发生的不同巨大变化ꎬ 给这两个国家的

发展带来巨大差异性影响ꎬ 比如 ２０１３ 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飙升为

４１ ９０８元ꎬ 进出口贸易总额高达 ２５８ １６８ ９ 亿元ꎬ 全国出租车 １ ０５３ ５８０ 辆ꎬ
中国私有汽车已经多达 １０５ ０１６ ８００ 辆ꎬ 外汇储备有 ３８ ２１３ １５ 亿美元ꎬ 大学

招生 ６９９ ８ 万人ꎬ 出国留学生 ４１３ ９００ 人ꎮ① 而且需要注意的是ꎬ 这些是截至

２０１３ 年的数字ꎬ 此后中国的发展脚步依然快速ꎬ 中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信

息显示ꎬ ２０１８ 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是 ６４ ６４４ 元ꎬ 货物进出口总额也

升为 ３０５ ０５０ ３６ 亿元ꎮ 此外ꎬ 在过去 ３０ 多年中ꎬ 中国的外部环境和国际地位

有了显著改善和提高ꎬ 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ꎬ 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

上最有活力和影响力的国家之一ꎮ
而在同一时期ꎬ 伊朗的经济发展持续推进ꎬ 但由于恶化的外部环境而困

难重重、 举步维艰ꎬ 这从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上就可见一斑ꎮ 伊朗伊斯兰共

和国 “不要东方、 不要西方、 只要伊斯兰” 的发展路线ꎬ 再加上它反美国反

以色列以及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的举措ꎬ 使其不仅少有朋友而且四处树敌ꎬ
“美国人质危机” “伊朗核危机” 等事件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至今一直处

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高压制裁之下ꎬ 国家面临的外部发展环境非常恶劣ꎮ

中伊发展历程对双边关系和各自外交的影响

伊朗和中国的发展进程比较引人深思ꎮ 客观而言ꎬ 当下伊朗和中国的确

４５１

① 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新中国六十五年 １９４９ －２０１４»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ｔａｔｓ ｇｏｖ ｃｎ / ｚｔｊｃ / ｚｔｓｊ / ２０１５
０２ / Ｐ０２０１５０２１２３０８２６６５１４５６１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８ － ０８ － ０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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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亟需从对方那里汲取养分ꎬ 伊朗要关注中国改革开放时代的经济发展之路ꎬ
研究中国如何从改革开放前的持续贫困落后到今天的小康社会ꎬ 这其中会有

正极度渴望经济发展的伊朗所需要的经验ꎮ 另一方面ꎬ 中国要重视看似繁荣

的巴列维国王年代为何会突然终结于伊朗伊斯兰革命①ꎬ 对照伊朗的既往经验

教训ꎬ 检验自己是否亦有某些发展隐患ꎬ 中国也会从中受益ꎮ
当代伊朗和中国的不同发展轨迹对两国民众心理和互相认知的影响不容

小觑ꎮ 巴列维国王主政下的伊朗在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获得快速发展ꎬ 这让伊

朗成为当时中东甚至世界的发展明星ꎬ 彼时的中国正处于国民经济严重困难

时期及 “文化大革命” 境况ꎬ 再加上冷战仍然进行得如火如荼ꎬ 国际社会关

于中国的负面报道为数不少ꎮ 面对如此之中国ꎬ 国际处境良好的伊朗人自然

比较容易产生优越心理ꎮ 不过ꎬ 在 １９７９ 年之后ꎬ 伊朗人和中国人的国内外处境

逐渐发生变化乃至反转ꎮ 在经历伊斯兰革命、 两伊战争、 核危机以及持续的美

国等国际制裁后ꎬ 伊朗非但不再是 ７０ 年代的地区或国际发展明星ꎬ 反而深陷内

外交困的泥潭ꎬ 再考虑到伊朗地处冲突甚至战争不断的中东ꎬ 这使得通过改革

开放快速发展起来的中国人对如是之伊朗逐渐产生优越感ꎮ 面对改革开放后已

经发展起来的中国和中国人ꎬ 此前不久还俯视中国的伊朗人心情复杂ꎬ 他们不

得不接受中国发展已经大幅度领先自己的现实ꎮ 但与此同时ꎬ 一些伊朗人对中

国的优越感仍然存在ꎬ 加之西方大国对中国的负面解读严重影响到现在伊朗人

的中国观ꎮ 即使是在西方国家制裁伊朗的当下ꎬ 都还没有改变一些伊朗人对中

国的固有看法ꎬ 长期存在伊朗人对中国认知不客观情况ꎮ 对于伊中国民之间存

在的误解、 猜疑、 隔阂、 忌惮心理特点ꎬ 我们既不能无视ꎬ 也要坚信伊中双边

关系不会因一时一事而受到影响ꎬ 更不会被某些势力的挑拨离间所干扰ꎮ
此外ꎬ 国家历史发展的差异导致伊朗和中国对外部世界的认知不同ꎬ 这

也影响到各自外交的开展ꎮ 自阿契美尼德王朝和秦王朝以来ꎬ 伊朗和中国都

自视为而且也的确是各自地区的大国或强国ꎬ 各自历史发展所呈现出来的一

再强盛令这两个国家滋生了大国心态ꎬ 不过从各自历史发展的起伏来看伊朗

和中国还是存在明显差异的ꎮ 迄今最受波斯人赞誉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萨珊

５５１

①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是伊朗快速发展时期ꎬ 同时也是巴列维国王的统治遭遇日益严重危机的时期ꎬ
当时伊朗的光艳和危机并存ꎬ 最终 １９７８ ~ １９７９ 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为巴列维国王的统治画上了句号ꎮ
关于这一时期的伊朗状况ꎬ 参见范鸿达: «伊朗与美国: 从朋友到仇敌»ꎬ 新华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版ꎻ 范

鸿达: «上帝也会哭泣———行走中东的心灵激荡»ꎬ 厦门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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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均被外族人征服所灭ꎬ 而且征服者从没有发展成为伊朗的一分子ꎻ 中国

历史的起伏基本是以连续的朝代更替为特征ꎮ 历史上与伊朗或波斯人对抗、
作战的周边势力目前基本都是他国之地、 之民ꎻ 而历史上曾与中国对抗、 作

战的很多势力或者已经成为中国之地、 之民ꎬ 或者业已消失在历史发展进程

中ꎻ 在希波战争中失利的波斯人不得不面对西方世界对其破坏东西方关系的

指责ꎬ 被阿拉伯人征服的波斯人不得不吞下本土信仰和语言文化沦丧之苦果ꎬ
国家发展的如是经历带给之后的伊朗更大伤害ꎮ 因此ꎬ 尽管同具大国心态的

中国和伊朗都曾有过历史挫折ꎬ 都有饱受西方列强欺凌的近现代历史ꎬ 但是

鉴于目前伊朗国家发展的困境ꎬ 导致当下伊朗在面对外部世界时仍然还深具

中国已经不甚明显的受害者之心和反抗之心ꎮ① 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当下伊朗的

官方宣示之中ꎬ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不会轻易向任何外部国家 “屈服”ꎮ 对于当

下中国提出的 “一带一路” 倡议ꎬ 伊朗政府在态度上积极ꎬ 但对于两国战略

对接问题仍持谨慎和观望态度ꎮ 这是因为: 尽管中伊之间虽没有历史结怨和

现实冲突ꎬ 但历史上被侵略、 被殖民的苦难经历让伊朗人从来都对外来的一

切充满警惕和戒心ꎬ 防范其给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带来危害和影响ꎮ②

值得注意的是ꎬ 目前相当一部分伊朗人内心对欧美并没有那么排斥ꎮ 尽

管数十年来美国给伊朗带来严厉的国际制裁ꎬ 其他西方国家在此事上也与美

国多有配合ꎬ 但是伊朗人比中国人更关切、 更向往欧美国家和西方文化ꎮ 横

跨亚非欧三大洲、 与希腊人展开过厮杀的波斯帝国与欧洲交往之密切自不待言ꎬ
即使版图大大缩小以后地处欧亚交通要道的伊朗与欧洲也多有往来ꎬ 冷战爆发

后互有所需的美国和伊朗亦建立了密切关系ꎮ 伊朗的地缘战略地位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其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必然紧密存在ꎬ 尽管这种关系有时候表现的是友

好ꎬ 有时候表现的是敌对ꎮ 中国则地处亚洲东端ꎬ 文化自成体系ꎬ 历史上也少

有强大的邻国ꎬ “中央之国” 对外交往的动力长时期较弱ꎬ 与欧美在生活习惯、
语言、 文化等方面也有相当差距ꎮ 事实上ꎬ 就日常生活方式、 同属印欧语系的

语言甚至国民素养来讲ꎬ 伊朗人普遍认为他们更接近欧洲、 美国而不是中国ꎬ
他们认为中国与欧美的发展距离还很遥远ꎬ 与欧美交好更能促进伊朗的发展ꎮ

６５１

①

②

关于伊朗和波斯人的大国心态、 受害者心态和反抗心态之专门论述ꎬ 参见范鸿达: «从伊朗的

历史兴衰看其主体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特性»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１０ ~ １３４ 页ꎮ
陆瑾: «历史与现实视阈下的中伊合作: 基于伊朗人对 “一带一路” 认知的解读»ꎬ 载 «西亚

非洲»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５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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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中双边关系的发展很难摆脱伊朗人的这一理念之钳制ꎬ 那种认为处于美国重

压之下的伊朗必然会选择中国进行深度合作的想法还值得商榷ꎮ 假如伊朗必须

要软化自身坚持的原则而对外妥协ꎬ 迄今中国还不是它这样做的首选项ꎮ
事实上ꎬ 伊朗的一些举措也反映出该国当下对中国并非十分看重ꎮ 与伊

朗高校已经开设英、 法、 德、 俄等语种博士生培养相比ꎬ 迄今伊朗高校仅仅

能够培养汉语本科生ꎮ 伊朗针对中国的研究也非常薄弱ꎬ 比如德黑兰大学世

界研究院是伊朗高校中最具实力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ꎬ 也是伊朗政府最重要

的高校智库ꎬ 到 ２０２０ 年初研究院业已开展的研究生教育有英、 法、 德、 伊

朗、 北美、 俄、 拉美、 埃及、 伊拉克、 巴勒斯坦、 日本、 印度等 １２ 个国别 /
区域研究硕士项目和北美研究博士项目ꎬ 遗憾的是ꎬ 至今并没有专门的中国

研究力量ꎮ① 在面临美国日益加重的制裁和中东乱局时ꎬ 伊朗人也首选俄罗斯

作为其外交反遏制的外部倚重力量ꎬ 而不是中国ꎮ
简而言之ꎬ 在过去 ４０ 年中ꎬ 伊朗对中国虽有重视ꎬ 但中国还没能成为伊

朗外交的核心选择ꎻ 而伊朗在中国外交中的地位亦与其地区大国地位有落差ꎬ
而且中东区域和美国等因素有时也会影响中国对伊朗关系的开展ꎮ 两国的上

述情势使得中伊双边关系发展有待于进一步深入ꎮ

中国与伊朗关系展望

虽然历史发展的惯性不容忽视ꎬ 但是国际关系也并非恒久不变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伊朗ꎬ 双方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②ꎬ 积

极推进 “一带一路” 合作ꎬ 扩大民间和人文交流ꎬ 深化两国传统友谊ꎮ 中伊

关系的良好发展有赖于双方恰当的自我和互相认知ꎬ 以及外部国际环境的变

化ꎮ 从国家现有体量和发展趋势来看ꎬ 中国和伊朗是国际格局中不同层次的

７５１

①

②

但同时也需要注意的是ꎬ 德黑兰大学世界研究院在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举行了专门针对中国问题研究

的国际研讨会ꎻ 除了伊朗贝赫希提大学的中文学位教育已经走过 ２０ 年之外ꎬ 伊朗的伊斯法罕大学、 塔

巴塔巴伊大学和德黑兰大学的中文学位教育均是在 ２０１２ 年之后开设的ꎬ 从乐观的角度讲这些也可以算

是伊朗日益重视中国的一个证明ꎮ 关于伊朗高校的中文教育情况ꎬ 参见萨伊德扎林 ( Ｓａｅｉｄｅｈ
Ｚａｒｒｉｎ)、 范鸿达: «伊朗高校汉语学位教育现状的调查报告»ꎬ 载冀开运: «伊朗发展报告 (２０１７ －
２０１８)»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版ꎬ 第 ２７７ ~ ２８６ 页ꎮ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３ 日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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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ꎬ 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世界大国ꎬ 伊朗则是在西亚

特别是波斯湾地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地区国家ꎮ 世界大国和地区大国的发展

战略存在结构性差异ꎬ 因为面临与其他世界大国竞争的压力ꎬ 世界大国往往

更倾向于和地区大国发展更好的双边关系ꎮ 另则ꎬ 地区大国ꎬ 特别是在本地

区与其他国家存在 (激烈) 竞争的地区大国ꎬ 非常渴求世界大国对其区域地

位、 行动力和国家独立自主性的认可ꎮ 从中伊关系看ꎬ 双方本不存在结构性

利益冲突ꎬ 中国和伊朗从古至今也不存在实质性或重大的利益冲突ꎬ 所以随

着国际大势和两国具体国情的发展ꎬ 今后中国伊朗关系也可能会呈现出与以

往不同的特点ꎬ 尤其是在中国大力推进 “一带一路” 倡议和中伊两国都正在

遭受美国 “极限施压” 的背景下ꎬ 中伊关系发展更存在深化的空间ꎮ
今后在发展中伊关系时ꎬ 中伊双方需增进往来ꎬ 加强对彼此的客观认知ꎮ

对于中方而言ꎬ 一方面需要做好与伊方的释疑增信工作: 中国视伊朗为合作

伙伴ꎬ 而不是竞争对手ꎻ 中国不会处心积虑地做危及伊朗发展的事ꎬ 因此伊

朗政府和人民无需过分担忧来自中国的所谓 “威胁”ꎮ① 中国正在大力推进

“一带一路” 倡议在各沿线国家的落地ꎬ 地处 “一带一路” 核心地理位置的

伊朗是中国真正想与之深度合作的国家ꎬ 维护和发展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ꎬ
是双方的共同任务ꎮ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伊朗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ꎬ 还没有走出严重

疫情阴影的中国立即对伊朗开展了多方位援助ꎬ 就充分表明了中国对中伊关

系的重视ꎮ 中国和伊朗是全面战略伙伴ꎬ 总是在彼此困难之际相互支持帮助ꎮ
伊朗政府在中国抗击新冠疫情的关键时刻ꎬ 率先公开声援中方ꎬ 并捐赠 ２００
万只口罩ꎮ 同样ꎬ 面对伊方疫情加剧的情况ꎬ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１ 日ꎬ 中方已

援助伊朗 １ ２５０ 万只口罩、 ３１ ３ 万件防护服、 ３ ７５ 万副防护镜、 １０ 万顶医用

帽、 １ ８１６ 个温度计和 ５００ 个预制医院房等物资ꎬ 并派出中国红十字会志愿专

家团来到伊朗ꎬ 与伊朗同行分享诊疗和防疫经验ꎮ② 另一方面ꎬ 中国也要加强

对伊朗的客观认知ꎮ 如果中国意识不到伊朗目前的发展困难是暂时的ꎬ 意识

不到伊朗有强大的再复兴能力ꎬ 意识不到伊朗较为独特的国家和民族特性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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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受伊朗伊斯法罕大学邀请和厦门大学委派ꎬ 两度到伊斯法罕大学任教ꎬ 在访学期间和

一些学生交流较多ꎬ 结果这些学生就被某些同学抱怨对笔者说了太多的伊朗情况ꎬ 甚至怀疑对伊朗怀

有浓厚兴趣的笔者是否另有图谋ꎬ 这件事儿让笔者感觉有点儿震惊ꎮ 虽然笔者理解 “革命” 和 “意识

形态” 对国家和民众的影响力ꎬ 但是仍然认为当下伊朗在对中国认知方面还存在很大的调整空间ꎮ
«伊朗驻华大使: 中国运送 １ ２５０ 万口罩ꎬ 不允许有伤害中国人民的言论»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３６０ｋｕａｉ

ｃｏｍ/ ｐｃ / ９ｂｃａ７３ａ９ｂ３４３６９ｆ０６? ｃｏｔａ ＝３＆ｋｕａｉ＿ ｓｏ ＝１＆ｓｉｇｎ ＝３６０＿５７ｃ３ｂｂｄ１＆ｒｅｆｅｒ＿ ｓｃｅｎｅ ＝ ｓｏ＿ １ꎬ ２０２０ －０４ －１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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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强烈的自尊心ꎬ 那么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对伊朗外交很可能会招致对方的

一些负面反应ꎮ 同样ꎬ 如果伊朗还是经常借助西方视角来认识中国ꎬ 还是不

能恰当认识中国的发展现状ꎬ 那么伊朗在此基础上开展的对华外交也很难得

到中国的恰当和积极回应ꎮ① 由此ꎬ 夯实民意基础、 加强民众对彼此的客观认

知有利于推进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ꎮ
影响今后中伊关系走向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自身的发展程度ꎮ 一般而

言ꎬ 地区大国倾向于和更强大的世界大国发展更为友好的双边关系ꎮ 随着中国

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继续提升ꎬ 中国的自信力和自主性会进一步增强ꎬ 那

么中国对伊朗的吸引力会更大ꎬ 而且享有此等国际地位的中国也需要关键区域

的关键国家伊朗的友好合作ꎬ 这样中伊关系很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ꎮ 伊朗同美

欧关系也是决定中伊关系发展高度的关键因素ꎬ 如果中国在今后大国的博弈中无

法取得优势ꎬ 那么中国就难以建立起对包括伊朗在内的中小国家的强烈吸引力ꎮ
所以ꎬ 透过中伊关系看到的不仅是两国交往的热度ꎬ 而且也是中国发展的高度ꎮ

就当下而言ꎬ 中国和伊朗都有互相靠拢的较大推动力ꎮ 从中方看ꎬ 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已经被写入中国共产党的党章ꎬ 这表明 “一带一路” 是中

国发展的长期倡议ꎮ 地处 “一带一路” 核心地带的伊朗自然是中国希望与之

紧密合作的对象国ꎬ 中国在能源进口、 商品出口、 (国内) 地区安全、 国际支

持、 反制美国等方面都有与伊朗合作的空间ꎮ 从伊方看ꎬ 伊朗已经遭受美国

倡导的长达 ４０ 年的国际制裁ꎬ 目前又承受着来自特朗普政府的 “极限施压”ꎬ
伊朗也亟需发展与中国的更好关系ꎬ 而且已经采取了一些主动之举ꎬ 比如伊

朗对中国游客单方面推出免签证、 加大对中国研究的力度、 频繁派高级政府代

表团访华、 中国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立即给予中国积极援助等等ꎮ 从中、 伊外

部因素看ꎬ 美国是影响中国伊朗双边关系发展的一个因素ꎬ 目前特朗普政府同

时对中国和伊朗实施 “极限施压”②ꎬ 这让两国对美国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ꎬ 也

让中国和伊朗有了更多的共同利益考量ꎮ 但是ꎬ 中国对于中伊更好关系的构建

不能太看重美国这个外部因素ꎬ 因为伊美关系是一个变量ꎬ 中国还是要更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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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而言ꎬ 我们需要注意到伊朗国内对发展与中国关系的不同意见ꎮ 在鲁哈尼政府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４ 日至今) 内部ꎬ 有一些政治精英更倾向于发展与欧洲国家关系ꎮ 况且ꎬ 在伊朗精英阶层中留

学欧美或与欧美有更多关系的人仍然是主流ꎬ 再考虑到历史上伊朗与西方更密切关系的存在ꎬ 所以当

下伊朗在推进与中国关系方面还会面临一些内部阻力ꎮ
范鸿达: «美国特朗普政府极限施压伊朗: 内涵、 动因及影响»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９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３ ~ ２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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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伊自身挖掘推进双边关系发展的积极因素ꎮ 而且ꎬ 中国在看待中伊关系发

展时ꎬ 既要有长远眼光ꎬ 也要关切当下现实ꎬ 短期考虑要尽量服务于长远利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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