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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海湾君主国的对外援助活动始于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ꎬ
其援助动因源于加强 “南南合作”、 增进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团结

等对外政策目标ꎮ 但在中东地区ꎬ 随着地区形势的发展变化ꎬ 海湾君主

国对外援助更多旨在应对两类地缘政治挑战: 频繁爆发的危机和地区影

响力竞争ꎮ 中东变局在西亚北非地区引发激烈的地缘政治冲突ꎬ 海湾君

主国以对外援助为手段ꎬ 结合外交、 军事干预等方式ꎬ 维持自身政权

稳定、 扩展地区影响力ꎮ 在此进程中ꎬ 海湾君主国在中东地区的对外

援助呈现某些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ꎬ 除更多服务于争夺地区影响力的

战略目标外ꎬ 其援助对象也逐步扩展到包括如叙利亚反对派等非国家

行为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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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底 ２０１１ 年初ꎬ 被称为 “阿拉伯之春” 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开始

席卷中东地区ꎬ 突尼斯、 埃及、 利比亚和也门先后发生政权更替ꎬ 步入国内

政治和地区格局转型阶段ꎮ 在此背景下ꎬ 美国和欧盟着手以对外援助为手段ꎬ
试图使有关国家的转型与西方在该地区促进民主的战略目标相一致ꎮ 与此同

时ꎬ 沙特、 科威特、 阿联酋和卡塔尔 ４ 个海湾君主国也积极在该地区展开对

外援助行动ꎬ 其援助对象不仅包括转型国家 (突尼斯、 埃及和也门等国)ꎬ 也

包括非转型国家 (摩洛哥、 约旦、 阿曼和巴林)ꎬ 甚至包括叙利亚内战中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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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派ꎮ① 海湾君主国是国际援助体系中的新兴力量ꎬ 近年来ꎬ 它们在中东地区

的援助活动及其他对外行为 (如外交、 军事等) 的发展变化日益引人注目ꎮ
考察海湾君主国在中东地区的对外援助活动的动机、 特点及近期发展趋势ꎬ
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和全面地认识沙特等海湾君主国近来在中东的对外战略

态势ꎮ

对外援助: 服务于海湾君主国国家利益的政策性工具

沙特阿拉伯、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科威特和卡塔尔 ４ 个海湾阿拉伯君主

国ꎬ 凭借其能源出口获得的巨大财富ꎬ 从 ２０ 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参与国际发

展援助ꎬ 现已成为国际援助体系中的重要力量ꎮ 其中ꎬ 沙特、 阿联酋和科威

特三国与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ꎬ ＤＡＣ)
保持密切联系ꎬ 在经合组织发援会文件中被称为 “阿拉伯捐献国” (Ａｒａｂ
Ｄｏｎｏｒｓ)ꎮ

作为外交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与其他援助国类似ꎬ 海湾君主国的对外

援助也是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的重要工具ꎬ 其对外政策与对外援助存在一致

性ꎬ 这是我们解释、 理解海湾君主国对外援助动因的基本出发点ꎮ 具体而言ꎬ
海湾君主国的外援动因主要基于以下两种因素考量:

(一) “南南合作” 论

海湾君主国凭借能源出口收入积累巨额财富ꎬ 但其自我认同仍然是 “南
方” 国家ꎬ “南南合作” 是海湾君主国对外政策重要目标ꎻ 实施对外发展援

助ꎬ 对南方贫穷国家慷慨解囊ꎬ 是它们对外政策目标的直接体现ꎮ 海湾君主

国领导人不断提及ꎬ 在依靠能源收入积累大量财富前ꎬ 他们的国家与其他南

方国家一样处于贫困和欠发达状态ꎬ 援助 “南方” 国家与增进 “南南合作”
是海湾君主国持续不断的义务ꎮ 阿拉伯国家及地区发展机构协调组 (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Ａｒａｂ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负责

人阿卜杜拉提夫艾尔 －哈默德 (Ａｂｕｄｕｌｌａｔｉｆ Ａｌ － Ｈａｍａｄ) 在 ２００３ 年曾指出ꎬ
海湾君主国历史上与 “南方” 国家有着类似的发展经历ꎬ 对 “南方” 国家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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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海湾君主国” 一般是指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 沙特、 科威特、 阿联酋、 卡塔尔、 巴林和

阿曼ꎮ 本文所谓的 “海湾君主国” 指在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文件中被称为 “阿拉伯捐献国” 的沙

特、 科威特和阿联酋ꎬ 以及积极参与对外援助活动的卡塔尔ꎬ 而不包括巴林和阿曼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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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发展问题和需求有着深刻和独特的理解ꎬ 这种类似经历使海湾君主国在

承担援助义务的同时ꎬ 能更有效地帮助其他 “南方” 国家ꎮ① 海湾君主国的

上述援助动机使其对外援助带有强烈的利他主义色彩ꎬ 这与其对外政策中的

理想主义成分密不可分ꎮ 但海湾君主国促进 “南南合作” 的对外政策也带有

现实主义因素ꎬ 以此为动机的对外发展援助难免带有某种利己主义色彩ꎬ 即:
提升海湾君主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威望和影响ꎮ②

(二) “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团结” 论

在认同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同时ꎬ 海湾君主国从宗教文化传统出发ꎬ 强

调其阿拉伯和伊斯兰认同ꎮ 伊斯兰教认为ꎬ 人道主义行为和责任是所有穆斯

林的宗教义务ꎬ «古兰经» 鼓励社会团结和赠与行为ꎮ 人道主义是穆斯林宗教

实践的基本要素ꎬ 非穆斯林也可以是援助受益者ꎻ 泛阿拉伯主义是某种强调

阿拉伯社会统一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运动ꎬ 就对外援助而言ꎬ 其影响突出地表

现为始于 ２０ 世纪初的阿拉伯国家间相互援助ꎬ 以及海湾君主国首要的援助对

象就是其他阿拉伯国家ꎮ 增进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团结、 提升其在伊斯

兰世界影响力ꎬ 也是海湾君主国重要的对外政策目标ꎮ 在这一目标驱动下ꎬ
海湾君主国对外援助受援国主要是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以及穆斯林在其国内

人口占较大比例的其他亚非国家ꎮ 此外ꎬ 沙特、 阿联酋和科威特 ３ 个 “阿拉

伯捐献国” 还为穆斯林曾在其国内人口中占重要比例的欧洲国家ꎬ 如阿尔巴

尼亚和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提供援助ꎬ 支持其战后重建ꎮ③

上述两种见解分别从海湾君主国的 “南方” 认同和宗教文化传统理解其

外交政策的两个层面ꎮ 单从海湾君主国 “南方” 认同及其推进 “南南合作”
的对外政策目标考察ꎬ 其对外援助无疑具有强烈利他主义成分ꎻ 进一步从宗

教文化传统和促进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团结的对外政策目标考察ꎬ 海湾

君主国对外援助的理想主义成分减少ꎬ 利己主义色彩渐浓: 以宗教文化传统

为出发点的对外政策目标驱使海湾君主国将其对外援助更多地向阿拉伯国家

和伊斯兰世界倾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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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此动因的驱动之下ꎬ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实践ꎬ 海湾君主国已成为

国际援助体系的重要力量ꎬ 除援助规模巨大外ꎬ 其援助方式和流向也有其自

身特点ꎮ 其一ꎬ 援助规模以 “慷慨” 著称ꎮ 其官方发展援助 (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ꎬ ＯＤＡ) 一直高于联合国大会于 １９７０ 年对发达国家提

出的援助额占国民总收入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ｃｏｍｅꎬ ＧＮＩ) ０ ７％ 的目标ꎮ①

１９７３ 年至 ２００８ 年ꎬ “阿拉伯捐献国” 的官方发展援助共计达 ２ ７２０ 亿美元ꎬ
占同期发展援助委员会官方发展援助总额的 １３％ ꎮ② 受油价波动影响ꎬ “阿拉

伯捐献国” 对外援助规模在这期间呈现一定起伏: 其官方发展援助从 １９７３ 年

的 ９３ 亿美元增加到 １９８１ 年的 ２２０ 亿美元ꎬ 但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和 ９０ 年代ꎬ “阿拉

伯捐献国” 对外援助规模呈下降趋势ꎬ 到 １９８９ 年时下降到不足 ３０ 亿美元ꎬ
而到 １９９９ 年则下降到 ５ 亿美元ꎮ 从 ２１ 世纪初期开始ꎮ 这一下降趋势得以逆

转ꎬ 到 ２００７ 年时回升到近 ３０ 亿美元ꎬ ２００８ 年增加到 ６０ 多亿美元ꎮ③

其二ꎬ 援助路径倾向于双边而非多边渠道ꎮ １９９５ 年至 ２００７ 年期间ꎬ “阿
拉伯捐献国” ８９％的对外援助通过双边渠道提供ꎬ 其余的 １１％ 通过下列类多

边机构提供: 各种阿拉伯金融机构 (４％ )、 世界银行 (４％ )、 联合国相关机

构 (２％ )ꎬ 以及非洲开发银行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ａｎｋꎬ ＡｆＤＢ) (１％ )ꎮ④

其三ꎬ 援助形式以赠款为主ꎬ 但贷款在海湾君主国官方发展援助中所占

比例近年来所有增加ꎮ １９７０ 年至 ２００８ 年期间ꎬ 在 “阿拉伯捐献国” 对外援助

中ꎬ 赠款和贷款占援助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６０％ 和 ４０％ ꎬ 其中 １９７０ 年至 １９７９
年期间的比例分别为 ６７％和 ３３％ ꎬ １９８０ 年至 １９８９ 年期间的比例分别为 ６４％
和 ３６％ ꎬ １９９０ 年至 １９９９ 年的比例分别为 ７０％ 和 ３０％ ꎬ 而在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０８
年期间则分别为 ３６％和 ６４％ 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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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 －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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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９ －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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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ꎬ 援助主要流向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ꎮ①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海湾君主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亚洲和拉美的援助比例有所提升ꎮ② 在

１９７３ ~ ２００８ 年间ꎬ 接受海湾君主国援助最多的 １０ 个国家依次是: 叙利亚、 埃

及、 约旦、 摩洛哥、 也门、 苏丹、 巴基斯坦、 巴林、 黎巴嫩和阿曼ꎬ 海湾君

主国向这 １０ 个国家提供的援助占其同期对外援助总额的 ８２％ ꎮ③

其五ꎬ 援助领域逐渐拓宽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和 ８０ 年代ꎬ 海湾君主国对外援助

主要用于受援国基础设施建设和抵消受援国成品油进口成本ꎮ ９０ 年代后ꎬ 海

湾君主国援助领域逐步扩大ꎬ 涉及农业发展、 自然资源开发、 社会发展、 债

务减免、 人道主义援助、 安全援助以及教育等ꎮ 尽管缺乏具体数据ꎬ 但总的

趋势是援助领域日益多样化ꎮ④

综上ꎬ “南南合作” 论以及 “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团结” 论影响下

的海湾君主国对外援助态势ꎬ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其对中东国家实施援助

的动因ꎬ 尤其可以解释海湾君主国为何以中东国家为主要援助对象ꎮ 但这两

种见解无法解释海湾君主国在该地区对具体受援国的偏好ꎬ 更不能解释海湾

君主国对该地区某些国家对外援助的突然增加或减少ꎬ 甚至中止ꎮ 这实际与

海湾君主国面临的国内政治发展议程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ꎮ

长期战略: 海湾君主国的地缘政治考量

过去 ５ 年来ꎬ 中东地区诸国爆发高烈度的民众抗议活动ꎬ 继而引发激烈

地缘政治冲突: 海湾君主国统治者着力应对突如其来的 “革命” 对其统治地

位的威胁ꎬ “遏制” 民众抗议浪潮在中东地区扩散一度成为其对外政策重要目

标ꎻ 中东变局促发该地区新一轮地缘政治竞争ꎬ 海湾君主国在其中扮演重要

９４１

①
②
③

④

喻珍: 前引文ꎬ 第 ５５ ~ ５７ 页ꎮ
Ｂｅｓｓｍａ Ｍｏｍａｎｉ ａｎｄ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Ａ Ｅｎｎｉｓ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６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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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ꎮ① 中东变局爆发以来ꎬ 在维护政权稳定、 阻挡 “革命” 扩散ꎬ 以及争

夺地区影响力的地缘政治冲突中ꎬ 对外援助是海湾君主国频繁使用的工具ꎮ
由此ꎬ 我们可以从地缘政治冲突角度进一步理解海湾君主国在中东地区的具

体援助行为ꎮ 海湾君主国将其大多数对外援助投向中东国家ꎬ 不仅源于其

“南方” 认同和宗教文化传统ꎬ 更源于该地区复杂、 动荡的地缘政治环境ꎮ 对

身处其中的海湾君主国而言ꎬ 应对该地区错综复杂的挑战或机遇ꎬ 是其最重

要的对外政策目标ꎮ 海湾君主国财力雄厚但军事实力存在缺陷ꎬ 对外援助成

为其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ꎬ 塑造地区影响力的重要工具ꎮ② 无论从历史经历还

是从近年中东变局的现实情况看ꎬ 对海湾君主国在中东地区对外援助动机产

生影响的地缘政治冲突主要有以下两大类:
(一) 应对危机或冲突的 “生存性对外援助”
当国家遭遇威胁其生存 (如政权稳定、 主权和领土完整等) 和其他重大

国家利益的危机或突发事件时ꎬ 应对此类危机或突发事件是这些国家对外政

策最重要的目标ꎬ 向他国提供援助则是其中一些国家应对此类危机的重要手

段之一ꎮ 它主要分为两种情形: 一是当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受侵犯或威胁

时ꎬ 该国以对外援助换取其他国家支持ꎻ 二是当某国所在地区的其他国家发

生革命或动荡ꎬ 且有可能波及该国、 威胁其政权稳定时ꎬ 该国以对外援助支

持革命或动荡发生国或潜在发生国政府ꎬ 以期将革命或动荡抵御于境外ꎬ 其

根本动机在于 “维持现状ꎬ 即防止受援国政权的解体和国内秩序的崩溃ꎬ 以

期保持国际力量对比的现状ꎮ”③ 为应对这两种情形的危机或冲突而提供的对

外援助相当于摩根索论及的 “生存性对外援助” (ｓｕｂ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ꎬ 其

最终目的在于维持或恢复 “现状”ꎮ④

从历史经验看ꎬ 在遭遇威胁其生存或重大利益的危机或突发事件时ꎬ 对

外援助往往成为海湾君主国应对此类冲突或危机的重要工具ꎮ 海湾君主国在

中东地区以此为动机的对外援助在具体实践中表现为ꎬ 对支持其立场的国家ꎬ

０５１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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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对外援助ꎬ 以示奖励ꎻ 对违反其立场的国家ꎬ 减少甚至取消外援ꎬ 以示

惩戒ꎮ 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君主国在相当一段时期里拒绝承认以色列在该地

区的合法生存权ꎬ 向对抗以色列的 “前线国家” (埃及、 叙利亚、 约旦和黎巴

嫩) 提供大量援助ꎮ １９７５ 年至 １９７９ 年ꎬ “阿拉伯捐献国” 向埃及提供的援助

高达 ２０ 亿美元ꎮ① 在埃及总统萨达特突然改变对以政策ꎬ 并于 １９７９ 年与以色

列签署和平条约后ꎬ “阿拉伯捐献国” 随即宣布对埃及实施 “抵抗” 政策ꎬ
取消对埃及的援助ꎬ 以 “惩罚” 其对阿拉伯事业的 “背叛”ꎮ 两伊战争期间ꎬ
海湾君主国视伊拉克为抵制伊朗 “输出伊斯兰革命” 的屏障ꎬ 向伊拉克提供

援助ꎮ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ꎬ 伊拉克占领并吞并科威特ꎬ 威胁沙特安全ꎬ 中东地缘政

治现实再次突变ꎮ 为赢得更多阿拉伯国家支持ꎬ 恢复科威特主权和独立ꎬ 科

威特和沙特联合其他海湾君主国ꎬ 以对外援助寻求他国支持ꎬ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１ 年

期间ꎬ 海湾君主国在西亚北非地区的援助增加了 ４ 倍ꎮ② 但在海湾战争期间ꎬ
少数阿拉伯国家 (如约旦) 和巴解仍然对萨达姆政权持同情或支持态度ꎬ 而

另一些原来与海湾君主国存有矛盾的国家 (如埃及、 叙利亚等) 则出人意料

地积极支持科威特恢复主权ꎮ 作为对前者的 “惩罚”ꎬ 科威特国民会议于

１９９２ 年决定取消对这类国家和巴解的援助ꎬ 沙特也做出同样决定ꎻ 另一方面ꎬ
作为 “奖励”ꎬ 埃及重新成为海湾君主国对外援助的重点国家ꎬ 摩洛哥、 叙利

亚也由于在此次冲突中的立场而从海湾君主国得到更多援助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 始于突尼斯的民众抗议浪潮迅速蔓延ꎬ 波及海湾地区ꎮ 沙特、

科威特和阿联酋三国统治者不同程度地感受到国内民众要求实施政治、 经济

改革的压力ꎮ 小规模或酝酿中的民众抗议活动使海湾君主国统治者日渐不安ꎬ
突尼斯本阿里政权和埃及穆巴拉克政权相继倒台ꎬ 地区抗议浪潮愈演愈烈ꎬ
加重了这 ３ 个海湾君主国统治者的危机感ꎮ 沙特、 科威特和阿联酋政府迅速

采取措施ꎬ 增加公共开支和福利支出ꎬ 缓解就业压力ꎬ 以期缓和国内政治、
经济和社会矛盾ꎮ③ 更为重要的是ꎬ 为应对危机、 维护政权稳定ꎬ 以沙特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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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Ｅｓｐｅｎ Ｖｉｌｌａｎｇｅｒ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２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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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３ 个海湾君主国采取现实主义对外政策ꎬ 旨在支持该地区与己友好的政权

的生存ꎬ 防止中东变局引发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扩散到国内ꎮ① 为实现上述

地缘政治目标ꎬ 沙特、 科威特和阿联酋分别或联合采取多种手段ꎬ 而对外援

助是其中的重要手段之一ꎮ
突尼斯和埃及相继发生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后ꎬ 沙特、 科威特和阿联酋公

开支持本阿里政权和穆巴拉克政权ꎮ 在中东变局蔓延到摩洛哥和约旦后ꎬ 海

湾君主国统治者担心ꎬ 本地区任何一个君主制度的崩溃都会引发连锁反应ꎬ 危

及海湾君主国统治的合法性ꎮ 为维护阿拉伯君主制度的合法性ꎬ 以沙特为首的 ３
个海湾君主国力保摩洛哥和约旦君主政权的稳定ꎮ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ꎬ 沙特提议将摩

洛哥和约旦吸收为海湾合作委员会成员国ꎬ 使海合会成为西亚北非地区的 “君
主国俱乐部”ꎬ 以团结本地区君主国力量ꎮ 在该提议未得到实施的情况下ꎬ 海合会

秘书长阿卜杜拉提夫本拉希德艾尔—扎亚尼 (Ａｂｕｄｕｌｌａｔｉｆ ｂｉｎ Ｒａｓｈｉｄ Ａｌ －
Ｚａｙａｎｉ) 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宣布成立为摩洛哥和约旦提供援助的基金ꎮ 根据海合

会决定ꎬ 用于援助约旦的基金总金额为 ５０ 亿美元ꎬ 沙特、 科威特、 阿联酋和

卡塔尔各出资 １２ ５ 亿美元ꎬ 在 ５ 年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年) 时间里为约旦发展项目

提供资金ꎻ 与此相同ꎬ 用于援助摩洛哥的基金总金额也为 ５０ 亿美元ꎬ 沙特、
科威特、 阿联酋和卡塔尔各出资 １２ ５ 亿美元ꎬ 在 ５ 年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７ 年) 时间

里为摩洛哥基础设施建设和旅游业发展提供资金ꎮ②

更令上述海湾君主国担忧的是蔓延到阿拉伯半岛的民众抗议活动ꎮ 阿曼、
巴林和也门的国内局势日益动荡ꎮ 阿曼和巴林也是海合会成员国ꎬ 而巴林和

也门长期被沙特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ꎮ 为抵御发生在家门口的 “革命”ꎬ 海湾

君主国采取外交、 对外援助、 甚至武力干预等多种手段ꎬ 其中对外援助则是

应对阿曼、 巴林和也门局势普遍应用的手段ꎮ 巴林政府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开始也

为国内民众抗议活动所困扰ꎬ 鉴于巴林在政治、 经济和战略地位上对沙特的

重要意义ꎬ 沙特以海合会名义ꎬ 联合阿联酋ꎬ 于 ３ 月出兵巴林ꎬ 镇压巴林的

民众抗议活动ꎬ 科威特则派出海军到巴林海域ꎬ 配合沙特和阿联酋的行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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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ꎬ 海合会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决定ꎬ 由沙特、 科威特、 阿联酋和卡塔尔向

巴林提供总额 １００ 亿美元、 为期 １０ 年的发展援助ꎬ 以帮助巴林政府缓解国内

矛盾ꎮ① 在也门国内局势因反对派与总统萨利赫僵持不下而持续恶化的情况下ꎬ
２０１１ 年底ꎬ 沙特为首的海湾君主国以海合会名义ꎬ 通过外交倡议和斡旋ꎬ 说服

萨利赫下台ꎮ 随后ꎬ 海合会于 ２０１２ 年决定向也门提供 ７９ 亿美元的发展援助ꎮ②

综上可以看出ꎬ 中东变局不仅迅速导致本阿里政权和穆巴拉克政权倒

台ꎬ 也使中东地区的君主政权面临不同程度的压力ꎮ 海湾君主国对中东变局

的反应首先是着眼于维持政权稳定ꎬ 在其对外政策上表现为防止友好国家政

权解体和国内秩序崩溃ꎬ 御 “革命” 于境外ꎬ 对外援助成为旨在实现此目标

的重要工具ꎮ 海湾君主国在此背景下向中东地区有关国家提供的援助ꎬ 以维

持政权生存为动机ꎮ 但海湾君主国的此类援助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维

持中东地区有关国家的政权稳定尚不明朗ꎮ 除也门目前陷入内战外ꎬ 上面提

到的受援国均在中东变局后保持相对稳定的国内政局ꎬ 但此局面是多种因素

综合作用的结果ꎮ 摩洛哥、 约旦和阿曼政府为维持国内稳定采取了一系列改

革措施ꎬ 海湾君主国对巴林局势的干预采用外交、 武力与外援相结合的方式ꎬ
更重要的是ꎬ 上面提到的援助多为 ５ 至 １０ 年的发展援助ꎬ 其有效性有待进一

步观察ꎮ 较为肯定的是ꎬ 在中东变局导致突尼斯和埃及政权更替、 大规模民

众抗议运动席卷整个地区的情况下ꎬ 海湾君主国公开宣称向有关国家提供大

规模援助ꎬ 以此表明对这些国家政权的支持ꎬ 向外界彰显抵御 “革命” 的保

守势力的存在和力量ꎬ 对遭遇民众抗议活动威胁的政权形成某种鼓励和支持ꎮ
(二) 追求地区影响力的战略性对外援助

对怀有地区抱负的国家而言ꎬ 扩展地区影响力是某种长期对外战略目标ꎻ
而遭遇他国抵制、 与他国竞争ꎬ 是追求此类目标进程中常见的现象ꎮ 在追求

地区影响力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中ꎬ 竞争者时常以对外援助为工具ꎬ 树立和

扩大自己的威望ꎬ 影响受援方对外政策倾向ꎬ 从而增进自己的影响力ꎮ 此类

外援具有战略对外援助的特性ꎬ 服务于援助国具有战略意义的政治、 经济、
军事和安全等目标ꎬ 是援助国实现其长远对外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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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看ꎬ 对外援助也是海湾君主国争夺地区影响力的重要工具ꎬ 沙特

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ꎮ 中东国家间争夺地区影响力的竞争由来已久ꎮ 伊

拉克战争后ꎬ 中东地区形成两大相互竞争的集团: 一个是由约旦、 埃及和海

湾君主国组成的 “温和阵营”ꎬ 另一个则是由伊朗、 叙利亚、 黎巴嫩真主党、
巴勒斯坦激进组织所代表的 “抵抗阵营”ꎮ 地缘政治竞争和逊尼 － 什叶教派冲

突是推动两大集团在该地区争夺影响力的重要动力ꎮ ２００６ 年黎巴嫩战争使两

大集团间的竞争更趋激烈ꎮ 这两大集团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沙特与伊朗间

的竞争ꎮ 作为伊斯兰教 “圣地” 看护者的沙特王国ꎬ 历来抱有在中东扩展其

影响的雄心ꎮ 为树立在阿拉伯世界的威望和影响ꎬ 沙特以对外援助支持与以

色列对抗的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 (或后来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ꎻ 沙特很大

程度上将也门视为其势力范围ꎬ 对也门的援助在沙特对外战略中占有特殊地

位ꎮ① 沙特王储苏尔坦本阿卜杜勒 － 阿齐兹 ( Ｓｕｌｔａｎ ｂｉｎ Ａｂｕｄｕｌ － ａｌ －
Ａｚｉｚ) 和王储纳伊夫本阿卜杜勒 － 阿齐兹 (Ｎａｙｉｆ ｂｉｎ Ａｂｕｄｕｌ － ａｌ － Ａｚｉｚ)
先后主持 “也门事务特别办事处” (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Ｙｅｍｅｎｉ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专

门处理对也门的政策及援助事宜ꎬ 其年度预算高达 ３５ 亿美元ꎮ②

进入 ２１ 世纪后ꎬ 卡塔尔在塑造其地区影响力方面异军突起ꎬ 对外援助是

其重要手段ꎮ 除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外ꎬ 卡塔尔积极从事外交斡旋和调停ꎬ 在

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等地促成一系列危机的和平解决ꎬ 以树立其威望ꎮ 卡塔尔

此类外交活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向冲突双方或其中一方承诺和 (或)
实际提供援助ꎮ③

基于此ꎬ 中东地区成为海湾君主国提供对外援助最多的地区ꎮ 该地区充

斥着错综复杂的民族矛盾、 教派冲突和国家间竞争ꎮ 在此地缘政治背景下ꎬ
就海湾君主国对外援助而言ꎬ 每当危机或冲突来临ꎬ 争夺地区影响力的竞争

加剧时ꎬ “加强南南合作”、 “促进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团结” 的理想主

义时常让位于维护国家生存、 争夺地区影响力的现实需求ꎬ 应对危机或冲突ꎬ
争夺地区影响力往往成为海湾君主国在该地区最重要的对外政策目标和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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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助动因ꎮ
在中东变局背景下ꎬ 中东地缘政治竞争更趋激烈ꎮ 尤其是美国的中东政策

调整加剧了中东国家争夺地区领导权的竞争ꎮ 在该地区有关国家看来ꎬ 奥巴马

政府相对低调的中东政策及美国政府有关 “亚太再平衡” 和 “能源独立” 的言

论ꎬ 意味着美国将逐步减少其在中东的义务ꎮ 此类认识促使中东国家ꎬ 尤其是

沙特在批评美国政策的同时ꎬ 加紧按自己的意愿塑造中东的地缘政治环境ꎬ 从

而使中东国家争夺地区影响力的竞争更加激烈ꎮ① 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ꎬ 海湾君主国对突尼斯的援助ꎬ 旨在扩展影响ꎮ 突尼斯是中东变局的

始发地ꎬ 但由于其战略地位相对较低ꎬ 该国并非是中东地缘政治竞争的重要场

所ꎬ 因此ꎬ 在本阿里下台后近一年多时间里ꎬ 海湾君主国并未对转型中的突

尼斯及时提供援助ꎮ 随着中东国家间在该地区其他国家 (尤其是埃及和叙利亚)
的竞争日渐升温ꎬ 在其主要竞争对手———以伊朗为首的 “抵抗阵营” ———尚未

染指突尼斯国内转型的情况下ꎬ 海湾君主国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开始向突尼斯提供援

助ꎬ 希望借此对这个北非小国相对平稳的国内转型产生影响ꎬ 扩大自身的势力

范围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ꎬ 沙特率先向突尼斯提供 ５３０ 吨人道主义救援物质ꎻ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ꎬ 卡塔尔宣布将向突尼斯中央银行提供 １０ 亿美元贷款ꎬ 其中 ５ 亿美元于当

月到账ꎻ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ꎬ 阿联酋提议向突尼斯提供 ２ 亿美元援助ꎬ 用以复苏该国

医疗卫生系统ꎬ 两国还就阿联酋援助突尼斯农村发展、 公路建设和债务减免等

签署一系列协议ꎻ ２０１３ 年３ 月ꎬ 卡塔尔向突尼斯提供２ ９００ 万美元赠款ꎬ 以资助

后者的住房建设计划ꎻ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ꎬ 沙特、 科威特、 阿联酋和卡塔尔 ４ 个海湾

君主国为 “中东北非地区转型基金” 提供 ３８５ 万美元ꎮ②

海湾君主国旨在通过对外援助将影响力扩展到转型中的突尼斯ꎬ 在这一

进程中ꎬ 海湾君主国之间 (尤其是沙特和卡塔尔之间) 的竞争也初见端倪ꎬ
这主要体现在对非国家行为体的援助上ꎮ 卡塔尔向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

(ｔｈｅ Ｔｕｎｉｓｉａｎ Ｅｎｎａｈｄａ Ｐａｒｔｙ) 提供援助ꎬ 以期影响突尼斯国内政治进程ꎬ 而沙

特则出于类似动机向更为激进的原教旨主义团体提供援助ꎮ 海湾君主国的此

５５１

①

②

张帆: «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国家争夺地区影响力的竞争»ꎬ 载 «当代世界»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 期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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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分歧在其以援助影响埃及国内转型的活动中得以更充分体现ꎮ①

其二ꎬ 海湾国家对埃及的援助ꎬ 是中东国家间竞争的缩影ꎮ 穆巴拉克政权

倒台后ꎬ 埃及国内政局充满不确定性ꎬ 加上埃及在地缘和政治文化上占有极其

重要地位ꎬ 海湾君主国迅速向埃及扩展影响力ꎮ 针对伊朗军舰借道苏伊士运河、
伊朗与埃及总统互访等外交攻势ꎬ 海湾君主国毫不示弱ꎬ 将援助作为与伊朗在

埃及争夺影响力的工具ꎮ 穆巴拉克下台后ꎬ 沙特立即承诺向埃及提供 ４０ 亿美元

援助ꎬ 其中１０ 亿美元于２０１１ 年底存入埃及中央银行ꎬ 另有５ 亿美元于２０１２ 年５
月支付ꎻ 阿联酋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承诺向埃及提供 ３０ 亿美元援助ꎬ 用以支持埃及

中、 小企业和住房建设计划ꎻ 卡塔尔在 ２０１１ 年承诺向埃及提供 １００ 亿美元援助ꎬ
其中 ５ 亿于当年存入埃及中央银行ꎮ② 而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ꎬ 穆斯林兄弟会候选人穆

尔西赢得埃及大选并上台执政ꎬ 海湾君主国之间对埃及的政策产生分歧ꎮ 卡塔

尔积极支持穆尔西政权ꎬ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宣布向埃及提供 ２０ 亿美元贷款和 ５ 亿美

元赠款ꎬ 并计划购买 ２５ 亿美元埃及政府债券ꎻ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ꎬ 卡塔尔向埃及提供

２５ 亿美元低息贷款ꎮ③ 而沙特、 科威特和阿联酋则对穆尔西政权持反对态度ꎬ
其中科威特和阿联酋将穆兄会在埃及的崛起视为对其内部稳定的威胁ꎬ 阿联

酋和沙特也停止兑现其在 ２０１１ 年的援助承诺ꎮ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ꎬ 在埃及军方镇压穆兄会并迫使穆尔西政权下台后ꎬ 沙特、

阿联酋和科威特立即对埃及军方的行动表示支持ꎬ 并宣布分别向埃及提供 ５０
亿美元、 ４０ 亿美元和 ３０ 亿美元援助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ꎬ 埃及与阿联酋签署一项

发展援助协议ꎬ 即阿联酋向埃及提供 ２９ 亿美元援助ꎬ 用于 ２５ 座小麦简仓、
１００ 所学校和 ７９ 处医疗保健中心ꎮ ２０１４ 年初ꎬ 沙特和阿联酋承诺再向埃及提

供 ４０ 亿美元赠款和贷款ꎮ④ 除逐步兑现援助承诺外ꎬ 沙特与埃及开始强化反

恐合作ꎬ 阿联酋则在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与埃及举行联合军演ꎮ 与此同时ꎬ 卡塔尔与

埃及新政府的关系迅速恶化ꎬ 半岛电视台驻开罗办事处被勒令关闭ꎬ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ꎬ 埃及新政府将卡塔尔在埃及穆尔西政府时期存入埃及中央银行的 ２０ 亿

美元赠款ꎬ 退还给卡塔尔ꎮ⑤

６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ｏｈａｍｍｏｄ Ｎｕｒｕｚｚａｍａｎꎬ “Ｑａｔａ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Ｄｏｗ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ｌｏｐｅ ”ꎬ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ｒａｂ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８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２３４ － ２３５

Ｓａｌｌｙ Ｋｈａｌｉｆａ Ｉｓａａｃ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４１７ － ４１８
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海湾君主国对中东国家对外援助动因的发展变化　

海湾君主国对埃及的穿梭援助ꎬ 可见它们在埃及影响力此消彼长的变化ꎮ
利用对外援助和半岛电视台的宣传活动ꎬ 卡塔尔在穆尔西时期的埃及建立起

较大影响力ꎮ 穆尔西政府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被废黜后ꎬ 沙特联合科威特和阿联

酋ꎬ 趁机扩展其在埃及的影响力ꎬ 它们为此提供的援助具有 “一箭双雕” 的

作用: 抵制伊朗影响ꎻ 逆转与卡塔尔竞争的不利局面ꎮ 在美国国内因埃及军

事政变着手中断对埃及的援助时ꎬ 沙特外交大臣沙特艾尔 － 费萨尔 (Ｓａｕｄ
ａｌ － Ｆａｉｓａｌ) 坚称ꎬ 如果美国停止对埃及援助ꎬ 沙特和其他海湾君主国 (科威

特、 阿联酋) 会以对外援助及时填补因此产生的空缺ꎬ 表达三国联合以对外

援助支持埃及军方举动的决心ꎬ① 而此类援助更多地具有分别抵制、 削弱伊朗

和卡塔尔在埃及影响力ꎬ 从而扩展自己在埃及影响的战略动因ꎮ
其三ꎬ 海湾君主国对叙利亚反对派的援助ꎬ 缘于与伊朗的竞争ꎮ 沙特、

科威特和阿联酋与卡塔尔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争夺中虽存在竞争关系ꎬ 但这 ４
个海湾君主国对叙利亚内战的干预有着相同的目标ꎬ 即推翻叙利亚巴沙尔政

权ꎬ 遏制伊朗的地区影响力ꎮ 海湾君主国在叙利亚面临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伊

朗ꎮ 伊朗 －叙利亚 －黎巴嫩真主党轴心是伊朗在中东阿拉伯世界发挥其影响

力的重要支柱ꎬ 如果巴沙尔政权垮台ꎬ 伊朗不但将失去叙利亚这一重要盟友ꎬ
其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援助也难以有效实施ꎬ 这也将意味着伊朗 － 叙利亚 － 黎

巴嫩真主党轴心崩溃ꎮ 因此ꎬ 海湾国家致力于以资金和武器支持与叙政府军

作战的各色武装团体ꎮ
与伊朗主要通过革命卫队下属的 “圣城军” 为叙利亚政府军提供指导甚

至直接参与作战方式不同ꎬ 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君主国除向叙利亚难民提供人

道主义援助外 (海湾君主国在 ２０１３ 年承诺提供 １５ 亿美元ꎬ 卡塔尔和沙特于

２０１４ 年分别承诺提供 ６ 亿美元)②ꎬ 积极干预叙利亚内战ꎬ 通过提供资金ꎬ 在

美、 英等西方国家协调下采购武器ꎬ 再经叙利亚邻国土耳其和约旦输送到叙

利亚反对派手中ꎬ 以抵消伊朗直接派遣海外干预部队所具有的优势ꎮ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ꎬ 卡塔尔首相哈默德本贾西米艾尔 － 塔尼 (Ｈａｍａｄ ｂｉｎ Ｊａｓｓｉｍ ａｌ －
Ｔｈａｎｉ) 声称: 卡塔尔和其他海湾君主国将竭尽所能ꎬ 帮助叙利亚反对派ꎬ 包

括向他们提供武器ꎻ 沙特外交大臣沙特艾尔 －费萨尔随后指出ꎬ “武装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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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反对派是 (海湾君主国) 的责任”ꎮ① 沙特等海湾君主国期望通过对叙利亚

反对派的援助ꎬ 抵制伊朗在叙利亚的影响ꎬ 以扩展本国在叙利亚的影响ꎬ 服

务于其扩展地区影响力的战略目标ꎮ
由此可见ꎬ 中东变局引发该地区新一轮地缘政治竞争ꎬ 对外援助成为海湾

君主国参与这场竞争的重要工具ꎮ 但此类战略性对外援助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

有助于扩展海湾君主国在突尼斯、 埃及和叙利亚的影响力尚值得观察ꎮ 影响力

的建立、 扩展和深化是一种长期演进的过程ꎬ 而海湾君主国对突尼斯和埃及提

供的援助也需要经过一定时期才能兑现或产生作用ꎮ 更为重要的是ꎬ 突尼斯和

埃及在接受海湾君主国援助的同时ꎬ 也接受美国、 欧盟和其他国际多边机构援

助ꎬ 换言之ꎬ 海湾君主国以援助在突尼斯和埃及赢得影响力的战略面临美国等

西方国家类似战略的竞争ꎬ 其结果目前难以预料ꎬ 比较肯定的是ꎬ 海湾君主国

公开宣布向突尼斯和埃及对外援助ꎬ 至少在短时期内有助于加强中东地区内部

海湾君主国与地中海沿岸国家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治、 经济联系ꎮ 在叙利亚ꎬ 海

湾国家 “战略性对外援助” 的有效性首先取决于此类援助能否帮助叙利亚反对

派在叙利亚内战中占得先机ꎬ 叙利亚内战的胶着状态为评判海湾君主国对叙利

亚反对派援助的有效性增加了难度ꎬ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ꎬ 海湾君主国为叙利亚

反对派提供援助ꎬ 其短期效果则是促成叙利亚内战白热化ꎮ

结　 语

中东变局业已引发该地区新一轮的地缘政治冲突ꎮ 在海湾君主国看来ꎬ

中东变局爆发之初的民众抗议活动对其政权稳定构成威胁ꎬ 其对外政策以应

对危机、 防止 “革命” 蔓延到本国为目标ꎮ 它们通过对外援助ꎬ 支持友好国

家或君主制国家政权ꎬ 这种 “生存性援助” 的动因在于应对危机、 维持政权

稳定ꎮ 随着中东变局给该地区带来深刻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变化ꎬ 海湾君主

国从转型或内战国家的乱局中看到扩展其地区影响的机会ꎬ 除在突尼斯外ꎬ
海湾君主国在埃及和叙利亚扩展影响的努力均遭遇伊朗竞争ꎬ 而且在埃及ꎬ
海湾君主国之间———沙特、 科威特和阿联酋与卡塔尔之间———也为争夺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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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而展开竞争ꎬ 在这场争夺地区影响力的竞争中ꎬ 对外援助成为海湾君主国

的重要工具ꎬ 此类着眼于长期对外战略目标的 “战略性对外援助”ꎬ 其动因在

于扩展或竞争地区影响力ꎮ 在中东变局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背景下ꎬ 海湾君

主国在中东地区的对外援助动因有其鲜明的利己主义或现实主义色彩ꎬ 呈现

出一些新的特点ꎬ 这些特点对于考察未来一段时期海湾君主国在西亚北非地

区的对外援助ꎬ 具有一定启迪意义ꎮ
首先ꎬ 无论提供 “生存性援助” 或 “战略性援助”ꎬ 海湾君主国尤其是沙

特、 科威特和阿联酋ꎬ 更多地持相同立场或以 “同一声音” 说话ꎮ 除面对共同

的 “生存” 威胁外ꎬ 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东变局后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现实ꎬ
即: 沙特 －伊朗竞争日益成为该地区国际关系的主线ꎬ 为对抗以伊朗为核心的

伊朗 －叙利亚 －黎巴嫩真主党轴心ꎬ 沙特、 科威特和阿联酋日益加强合作ꎮ 尽

管卡塔尔与沙特、 科威特和阿联酋在对待埃及穆兄会问题上存在分歧ꎬ 并因此

一度在埃及存在竞争关系ꎬ 但就抵制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影响而言ꎬ 卡塔尔的立

场与沙特、 科威特和阿联酋并无差异ꎮ 随着沙特 －伊朗竞争日益加剧ꎬ 海湾 ４ 个

君主国会在抵制伊朗的地区影响力方面采取更加合作的立场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 由沙

特与伊朗断交引发的科威特、 巴林、 阿联酋等国的连锁反应也印证了这一点ꎮ
其次ꎬ 在美国逐步减少对中东事务进行直接干预的情况下ꎬ 海湾君主国

会更多地依靠自身力量参与地区竞争ꎬ 而对外援助则是这些国家可资借用的

重要竞争手段ꎮ 因此ꎬ 从发展趋势上看ꎬ 海湾君主国会更多地借用战略性对

外援助ꎬ 但援助规模取决于诸多因素ꎮ 除受油价因素影响外ꎬ 叙利亚和也门

内战前景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海湾君主国的对外援助规模ꎮ 叙利亚和也门

内战久拖不决会逐步加重海湾君主国财政负担ꎬ 使其对外援助尤其是在中东

地区的战略性对外援助难以大规模维持ꎮ
再次ꎬ 无论是应对危机、 维持政权稳定的 “生存性援助”ꎬ 还是旨在扩展

或争夺地区影响力的 “战略性援助”ꎬ 在应对中东变局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

时ꎬ 对外援助只是海湾君主国借助的手段之一ꎬ 外交、 文化甚至军事手段与

对外援助的并用ꎬ 成为海湾君主国近期积极参与地区事务的重要特征ꎮ 随着

海湾君主国与伊朗 －叙利亚 － 黎巴嫩真主党战略竞争的加剧ꎬ 海湾君主国会

更加重视其他手段的作用ꎬ 且会进一步强调其他手段与外援的配合ꎮ 沙特近

期在也门的军事行动表明ꎬ 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君主国不会满足于单纯靠对外

援助参与地区竞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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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ꎬ 为应对中东变局引发的地缘政治竞争ꎬ 海湾君主国除向有关国家

政府提供援助外ꎬ 还向非国家行为体提供援助ꎬ 如卡塔尔对突尼斯伊斯兰复

兴运动党的资助、 沙特向突尼斯某些原教旨主义团体的资助ꎬ 以及海湾君主

国———尤其是沙特和卡塔尔———对叙利亚反对派的资助和武器供应ꎬ 此类援

助就援助对象和援助内容而言ꎬ 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发展援助的范畴ꎮ 随着海

湾君主国与伊朗 －叙利亚 － 黎巴嫩真主党竞争的加剧ꎬ 这种以非国家行为体

为援助对象、 以武器供应或政党资助为内容的援助在海湾君主国对外援助中

的比例会进一步上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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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ｒｅ ｈａｓ ｅｍｅｒｇｅｄ ｓｏｍｅ ｎｅｗ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ｅｎｄ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Ｍｏｎａｒｃｈｉｅ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ａｉｄ ｆｕｎｄｓ ｗｉｌｌ ｂｅ ｍｏｒｅ ｕｓｅｄ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ꎬ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ａｉｄ ｆｕｎｄｓ ｗｉｌｌ ｆｌｏｗ ｔｏ ｎｏｎ － ｓｔａｔｅ
ａｃｔｏｒｓꎬ ｌｉｋｅ ｓｏｍｅ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ꎻ Ｇｕｌｆ Ｍｏｎａｒｃｈｉｅｓꎻ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Ｔｕｒｍｏｉｌꎻ
Ｇｅ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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