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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复兴党的兴衰成败与现实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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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志斌　 薛亦凡

　 　 内容提要　 从文明交往理论来审视复兴社会主义的出现和伊拉克复兴党

的形成ꎬ 是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和阿拉伯传统文明互鉴而产生的一种新思潮和

实践成果ꎮ 复兴党在伊拉克兴起并执政 ３５ 年ꎬ 其 “因” 有四: 一是伊拉克复

兴党从首次执政经历获得重要启示ꎻ 二是扩大统治基础且建构 “魅力型统

治”ꎻ 三是推行石油国有化举措以实现经济独立ꎻ 四是利用石油美元加强对国

家的控制ꎮ 伊拉克复兴党衰败并倒台之 “训” 亦有四: 一是盲目发动两伊战

争削弱了复兴党治国理政的基础ꎻ 二是海湾战争受挫加剧了复兴党的颓势ꎻ
三是制度化权力的缺失弱化了伊拉克复兴党的执政根基ꎻ 四是复兴社会主义

理论与伊拉克的实践存在错位ꎮ 伊拉克复兴党的倒台对伊拉克本身、 域内外

局势均产生较大影响ꎮ 复兴党作为一种概念ꎬ 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像是活生生

的民众与具有边界的国家ꎬ 其阿拉伯民族统一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主张尽

管已经变得不切实际ꎬ 但作为民众的想象会一直印在阿拉伯民众的脑海之中ꎬ
并深刻规范着中东民族主义的发展轨迹与方向ꎮ 复兴党在未来发展中应以开

放的心态融入全球化文明大潮ꎮ
关 键 词　 伊拉克　 复兴党　 萨达姆　 复兴社会主义

作者简介　 韩志斌ꎬ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 教授、 博士生导师 (西
安　 ７１００６９)ꎻ 薛亦凡ꎬ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９)ꎮ

在中东政党理论与实践个案中ꎬ 伊拉克复兴党以其特殊的理念、 行为模

式、 严谨的政治组织体系和有效的治理方式而驰名于中东ꎬ 伊拉克复兴党政

治模式在阿拉伯世界颇有影响力和代表性ꎮ 伊拉克复兴党理论与实践作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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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东部落社会通史研究” (１５ＺＤＢ０６２) 以及陕西高校人文社科

重点研究基地项目 “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发展模式研究” (１３ＪＺ０４４) 的阶段性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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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民族主义发展史上重要的思想流派和社会运动ꎬ 是阿拉伯思想家哲学抽象、
理性认知与社会实践的产物ꎮ 反对西方殖民主义、 推动阿拉伯民族统一以

及经济上践行社会主义是其核心理念ꎬ 其特点则表现为付诸革命民族主义

与中东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与实践互动ꎬ 并对中东地区秩序、 国际秩序与当

代国际关系产生深远影响ꎮ 美国以反恐之名发动伊拉克战争致使伊拉克复

兴党倒台ꎬ 旋即发生的什叶派崛起和 “什叶派地带” 的形成、 阿拉伯变局

以及 “伊斯兰国” 肆虐等ꎬ 均与伊拉克复兴党倒台有千丝万缕的联系ꎮ
２０２１ 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ꎮ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ꎬ 中国的现

代化事业在百年征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ꎮ 在此历史语境下ꎬ 深入研

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特别是中东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伊

拉克复兴党的兴衰成败ꎬ 总结其成功经验ꎬ 吸取其失败教训ꎬ 挖掘其现实

影响ꎬ 梳理伊拉克复兴党的历史教训及影响ꎬ 对服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有

着深远的意义ꎮ
国外学者特别关注复兴党起源、 伊拉克复兴党政治、 经济治理ꎬ 以及历

史认同与阿拉伯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建构ꎮ① 国内学者则偏好在伊拉克历史变

迁的宏大叙事背景下考察伊拉克复兴党ꎬ 相比之下对复兴党本身的研究略显

薄弱ꎮ② 笔者从 ２００３ 年以来发表了一系列的著述ꎬ 对伊拉克复兴党的原初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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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１ꎻ [黎巴嫩] 穆罕默德苏伊尔塔库斯著: «伊拉克史 (近代与现代)» (阿拉伯文)ꎬ 圣

洁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ꎻ [伊拉克] 纳迪姆伊萨贾比著: «伊拉克共和国» (阿拉伯文)ꎬ 法迪拉研

究出版基金会ꎬ ２０１３ 年版ꎻ [伊拉克] 哈利勒杜莱米著: «来自监狱的萨达姆侯赛因» (阿拉伯

文)ꎬ 讲坛出版有限公司ꎬ ２００９ 年版ꎮ
相关成果参见: 王肪著: «巴比伦战车———伊拉克»ꎬ 时事出版社ꎬ １９９７ 年版ꎻ 陈德成主编:

«中东政治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探索»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００ 年版ꎻ 黄民兴著: «中东

国家通史伊拉克卷»ꎬ 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０２ 年版ꎻ 刘月琴编著: «列国志伊拉克»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版ꎮ 相关论文参见: 刘月琴: «伊拉克土地问题»ꎬ 载 «西亚非洲» １９８４ 年第 ５ 期ꎻ 刘

月琴: «伊拉克石油工业与国民经济的发展»ꎬ 载 «西亚非洲» １９８５ 年第 ３ 期ꎻ 联淳: «伊拉克理论家

艾勒亚斯谈伊拉克复兴党及其阿拉伯社会主义理论»ꎬ 载 «西亚非洲» １９８６ 年第 ４ 期ꎻ 刘月琴: «萨达

姆为什么还没有下台———伊拉克政权的五大支柱»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１９９２ 年第 １１ 期ꎻ 刘月琴:
«第二次海湾战争: 伊拉克得大于失»ꎬ 载 «西亚非洲» １９９５ 年第 ２ 期ꎻ 周云霞: «伊拉克复兴党丧失

政权的内部原因»ꎬ 载 «当代世界» ２００３ 年第 １０ 期ꎻ 李福泉: «复兴党执政时期的伊美关系»ꎬ 载

«江南社会学院学报» ２００４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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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政治认同、 历史认同以及全球化对其影响等相关命题进行了研讨ꎮ① 基于

此ꎬ 本文试图在前人及当代学者对伊拉克复兴党问题探究的基础上ꎬ 将伊拉

克复兴党纳入一个开阔的历史与地缘的时空背景下ꎬ 反省伊拉克复兴党兴衰

成败的历史经验和教训ꎬ 审视其对伊拉克国家本身、 中东域内外局势的深远

影响ꎬ 从而达到对相关命题的历史哲学思考ꎮ

一　 从复兴社会主义到伊拉克复兴党的成立

伊拉克复兴党的理论基础是复兴社会主义ꎮ 自从东西方文明发生碰撞以

来ꎬ 具有悠远历史的中东民族主义即不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 一方面ꎬ
爬梳和理顺西方文明的根源和脉络ꎻ 另一方面ꎬ 深思和挖掘阿拉伯—伊斯兰

文明的厚重传统ꎬ 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ꎮ 此二者的交往乃是复兴社会主义形

成的历史情境和现实缘由ꎮ②

(一) 复兴社会主义与复兴党的创立

从复兴社会主义到复兴党的创立ꎬ 历经一个复杂的过程ꎮ ２０ 世纪三四十

年代ꎬ 复兴社会主义在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影响下初步形成ꎮ 当时ꎬ 社会主义

流派纷呈ꎬ 主张各异ꎬ 复兴社会主义只不过是众多流派中的一支ꎮ 复兴社会

主义从理论到实践过程历经 ３ 个阶段ꎬ 其中阿弗拉克 ( Ａｆｌａｑ) 和比塔尔

(Ｂｉｔａｒ) 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第一阶段ꎬ 成立研究社团ꎮ １９４０ 年ꎬ 阿弗拉克和

比塔尔在大马士革建立名为 “阿拉伯复兴运动” 的研究社团ꎬ 每逢周五讲学ꎬ
并出版宣传册ꎮ 第二阶段ꎬ 发起 “阿拉伯复兴运动”ꎮ １９４３ 年 ７ 月ꎬ 阿弗拉

克首次将 “阿拉伯复兴运动” 的组织称为 “阿拉伯复兴党”ꎬ 将 “统一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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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独著 ( «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０ 年版)
合著 ( «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历史考察»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９ 年版) 以及学术论文

( «全球化对复兴社会主义的影响与特征»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ꎻ «民族主义建构中的政

治认同———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为个案考察»ꎬ 载 «世界民族»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ꎻ «两伊战争对伊

拉克复兴党政权影响新论»ꎬ 载 «唐都学刊» 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ꎻ «民族主义建构中的历史认同———伊

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个案考察»ꎬ 载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ꎻ «复兴党

民族主义原初理论初探»ꎬ 载 «史学集刊»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ꎻ «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建构进程中的

特点»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０９ 年第 ６ 期ꎻ «伊拉克哈希姆王朝的 “民主实践”»ꎬ 载 «世界历史»
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 等ꎮ

参见韩志斌、 蒋真: «复兴党民族主义原初理论初探»ꎬ 载 «史学集刊» 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７４ ~ ８２ 页ꎮ



伊拉克复兴党的兴衰成败与现实影响　

伯民族是永恒的使命” 作为复兴党的诉求ꎮ① 第三阶段ꎬ 成立合法政党ꎮ １９４６
年ꎬ 叙利亚独立后 “复兴党” 获准成立ꎬ «复兴报» 随之创刊ꎮ １９４７ 年ꎬ 复

兴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大马士革召开ꎮ 据官方资料记载ꎬ 包括大马士革大学

的黎巴嫩和约旦知识分子在内ꎬ 叙利亚共有 ２００ 名代表参会ꎮ② 大会选举阿弗

拉克为复兴党领导人ꎬ 其目标是实现 “统一、 自由和社会主义”ꎮ ４ 月 ７ 日ꎬ
复兴党发表了最后公报ꎬ 公报主要涉及复兴党在国际关系、 阿拉伯国家内外

政策等方面的政治立场ꎮ
(二) 复兴党组织结构的特点

正如美国已故学者 Ｖ Ｏ 凯 (Ｖ Ｏ ｋｅｙ) 所说: “复兴党组织存在的目的

是为了党员集体行动的方便ꎮ”③ 但复兴党的功能与西方政党所起的作用并不

一样ꎬ 因为二者有不同的发展环境ꎬ 其组织结构与西方政党大不相同ꎮ
第一ꎬ 复兴党具有十分严格的等级体制ꎮ 复兴党的基层是支部 ( ｃｅｌｌ)ꎬ

最高组织机构是 “民族指挥” 和秘书处ꎬ 构成了一种金字塔式组织结构ꎮ “民
族指挥” 是复兴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和决策机构ꎬ 经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ꎬ
其职责有二: 领导各国复兴党组织ꎻ 阐述复兴党对国际事务的立场ꎮ “地区指

挥” 是复兴党在阿拉伯各国设立分支机构和最高权力机关ꎬ 其职责主要是传

达执行 “民族指挥” 的决定ꎬ 向 “民族指挥” 汇报工作ꎮ “地区指挥” 以下

的复兴党组织机构分为支部 (ｃｅｌｌ)、 支队 (ｃｏｍｐａｎｙ)、 分支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和分

局 (ｂｒａｎｃｈ) 四级ꎮ④

第二ꎬ 复兴党严格把控党员的发展工作ꎬ 入党手续繁琐ꎮ 由 “支持者” “赞
助者” 到党员是入党必经阶段ꎬ 转为正式党员前尚需成为候补党员和实习党员ꎮ

第三ꎬ 复兴党纪律严明ꎬ 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ꎮ 复兴党各级别之间系

垂直联系ꎬ 不能越级ꎮ 党内纪律严明ꎬ 处分等级包括警告、 严重警告、 撤销

党内职务、 降低党内级别、 留党察看及开除出党ꎮ 各级别内部遵守民主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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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义: «阿弗拉克与复兴社会党及其复兴社会主义»ꎬ 载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

科学版) １９９４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０８ ~ １１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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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原则ꎬ 避免两种倾向: 既不能权力过分集中ꎬ 形成独裁ꎻ 也不是滥用民

主ꎬ 导致无政府主义和党内分裂ꎮ
(三) 伊拉克复兴党的成立

伊拉克复兴党是复兴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伊拉克并付诸实践的产物ꎮ 按

照安德森的观点ꎬ 民族主义是一种 “想象的共同体”ꎬ 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

相关ꎬ 植根于人类深层意识的心理建构ꎮ①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文化根源、 民族

意识、 移民、 语言模型、 殖民主义、 种族主义、 爱国主义有关ꎮ 伊拉克复兴

党的缘起也具有以上特点ꎬ 即通过阿拉伯地区的留学生ꎬ 将阿拉伯民族主义

文化意识与反对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ꎬ 将 “想象的共同体” 付诸实践行动ꎮ
复兴社会主义通过以下人员传入伊拉克: 一是在伊拉克学习或教学的叙利亚

知识分子ꎮ 二是来自亚历山大塔勒地区的年轻人ꎮ １９３９ 年ꎬ 土耳其吞并亚历

山大塔勒地区后ꎬ 一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被迫到伊拉克学习或定居ꎮ 这些人

受到伊拉克哈希姆王朝的热情欢迎ꎬ 他们进入中学、 大学ꎬ 继续完成学业ꎬ
取得学位的学生担任学校教师ꎮ 三是来自阿拉伯其他地区的留学生ꎮ 例如ꎬ
阿布卡塞姆穆罕默德卡鲁 (Ａｂｕ Ｑａｓｉｍ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Ｋａｒｕ) 来自突尼斯ꎬ
在伊拉克就学时加入复兴党ꎮ

伊拉克复兴党创建者是阿卜杜拉赫曼达明 (Ａｂｄ ａｌ － Ｒａｈｍａｎ ａｌ －
Ｄａｍｉｎ) 和阿卜杜哈里格胡达里 (Ａｂｄ ａｌ － Ｋｈａｌｉｑ ａｌ － Ｋｈｕｄａｙｒｉ)ꎮ １９４７
年ꎬ 他们参加了复兴党第一次成立大会ꎬ 成为复兴党党员ꎮ １９４９ 年ꎬ 他们回

到伊拉克成立了复兴党支部ꎬ 达明为第一届秘书长ꎮ １９５１ 年ꎬ 伊拉克复兴党

成员有 ５０ 人ꎮ 到 １９５２ 年ꎬ 其成员翻了一番ꎮ②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初期ꎬ 艾哈迈

德哈桑贝克尔等军校学生加入复兴党ꎬ 成为骨干力量ꎮ １９５４ 年ꎬ 里卡比

成为伊拉克复兴党的秘书长ꎮ 在里卡比的领导下ꎬ 复兴党在伊拉克打下了稳

固的基础ꎬ 其学说在青年人中广为流行ꎮ 据当时警察局的档案记录ꎬ 到 １９５５
年ꎬ 伊拉克复兴党成员有 ２８９ 人ꎮ③ 早期的伊拉克复兴党人大都是什叶派以及

里卡比的亲朋好友ꎮ １９５８ 年 ７ 月革命后ꎬ 伊拉克复兴党活动公开化ꎮ 据里卡

８５

①

②
③

[美国]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ꎬ 吴叡人译ꎬ 上

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版ꎬ 第 １７ 页ꎮ
Ｐｈｅｂｅ Ｍａｒｒꎬ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ｒａｑꎬ Ｂｏｕｌｄｅｒꎬ Ｃｏｌｏ: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５ꎬ ｐ １８４
Ｍａｒｉｏｎ Ｆａｒｏｕｋ － Ｓｌｕｇｌｅｔｔ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Ｓｌｕｇｌｅｔｔꎬ Ｉｒａｑ ｓｉｎｃｅ １９５８: ｆｒｏｍ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ｉｃｔａｔｏｒｓｈｉｐ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ＫＰＩꎬ １９８７ꎬ ｐ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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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估计ꎬ 复兴党吸收了 ３００ 多个成员ꎬ 拥有 １２ ０００ 名支持者ꎮ①

按照约翰普拉默那茨 (Ｊｏｈｎ Ｐｌａｍｅｎａｔｚ) 的观点ꎬ 作为一种文化意义上

的民族主义ꎬ 它常常以政治形式出现在国际政治视野ꎬ 表现为两种类型: 即

西欧为代表的 “西方” 民族主义ꎬ 以及以东欧、 亚洲、 非洲和拉美地区为代

表的 “东方” 民族主义ꎮ② 但复兴社会主义不纯粹属于以上任何一种类型ꎮ
复兴社会主义的出现和伊拉克复兴党的形成是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传统文化

与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互动交往而形成的一种新思潮和实践成果ꎮ③ 正如鲍尔
斯穆德 (Ｐａｕｌ Ｓｉｇｍｕｎｄ) 所说: “现代民族主义是西方思潮影响当地传统社会

的结果ꎬ 也就是外来文化本土化的副产品ꎬ 不论是泛非主义、 泛美主义ꎬ 还

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等都是源于西方的ꎬ 不论其称呼是非洲、 阿拉伯或者亚洲ꎬ
他们的思潮实际上是西方的民主思想、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本土文化交往和融

合的产物ꎮ”④ 彭树智先生也说: “世界社会主义潮流无疑是 ‘复兴党政治模

式’ 的大背景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的交往ꎬ 构成了民族主义

与社会主义在这种模式中的独特结合ꎮ”⑤ 所以ꎬ 复兴社会主义的出现和伊拉

克复兴党的形成ꎬ 只不过是当时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交往全球化延伸进

程中的一个现象ꎮ

二　 伊拉克复兴党兴起并长期执政之 “因”

从 １９６８ 年复兴党正式执掌伊拉克政权ꎬ 到 ２００３ 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

导致复兴党下台ꎬ 复兴党在伊拉克执政 ３５ 年ꎮ 在此期间ꎬ 复兴党全面复活了

伊拉克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ꎬ 成为民众思想统帅和生活意义的寄托ꎮ 在复兴

党的号召与理论家的证明之下ꎬ 复兴党演变成神圣的文化符号ꎬ 在民众中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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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ａｎｎａ Ｂａｔａｔｕꎬ Ｔｈｅ Ｏｌ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Ｉｒａｑ: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Ｉｒａｑ’ ｓ Ｏｌｄ
Ｌａｎｄ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ａｎｄ ｏｆ ｉｔ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ｓꎬ Ｂａ’ ｔｈｉｓｔｓ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Ｏｆｆｉｃｅｒｓ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７８ꎬ ｐ ８０８

[印度] 帕尔塔查特吉著: «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一种衍生的话语»ꎬ 范慕尤、
杨曦译ꎬ 译林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版ꎬ 第 １ 页ꎮ

韩志斌著: «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１ 年版ꎬ
第 ３８ ~ ３９ 页ꎮ

Ｐａｕｌ Ｓｉｇｍｕｎｄꎬ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ｓ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 Ａ Ｐｒａｅｇｅｒꎬ １９６３ꎬ
ｐ ４０

彭树智著: «书路鸿踪录»ꎬ 三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版ꎬ 第 ３５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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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了巨大的凝聚力ꎮ 伊拉克复兴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ꎬ 与国家政

治制度、 政治合法性交织在一起ꎬ 直接为国家权力服务ꎬ 最终成为伊拉克统

治性的社会、 政治、 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力量ꎮ① 复兴党能在伊拉克兴起并执政

３５ 年ꎬ 其 “因” 有四:
(一) 伊拉克复兴党从首次执政经历获得重要启示

１９６３ 年 ２ 月 ８ 日ꎬ 复兴党军官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发动起义ꎬ 这次

革命发生在穆斯林莱买丹月ꎬ 故称 “莱买丹革命”ꎮ 革命成功后ꎬ 复兴党成立

了革命指挥民族委员会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Ｃｏｍｍａｎｄ)ꎬ 任

命阿卜杜萨拉姆阿里夫 (Ａｂｄ Ｓａｌａｍ Ａｒｉｆ) 为临时政府总统ꎮ 但随后ꎬ 伊

拉克复兴党领导层出现分歧ꎮ １９６３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ꎬ 阿里夫借复兴党内部矛盾

之际发动政变ꎬ 复兴党民族与地区指挥成员被软禁ꎬ 标志着复兴党第一次执

政失败ꎬ 但它至少给伊拉克复兴党带来五方面启示:
第一ꎬ 需形成复兴党的内部团结ꎮ 当时伊拉克复兴党内部有三大派别:

一是右派组织ꎬ 要求延迟社会主义革命ꎬ 与其他民族主义力量合作ꎬ 坚信其

他民族主义者有朝一日会成为复兴党的一员ꎮ 二是左派组织ꎬ 坚决执行复兴

党的基本原则ꎬ 特别是社会主义ꎮ 该组织认为实行社会主义能够得到民众的

支持ꎬ 警告右派过分依靠军队中非复兴党成员的行为极为危险ꎬ 这些非复兴

党人总有一天会执掌政权ꎮ 三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中间派ꎬ 包括总理贝克尔ꎬ
主张协调左右两个派别ꎬ 希望双方在某些事情上合作ꎬ 保持伊拉克复兴党的

团结ꎮ １９６３ 年 １０ 月ꎬ 在复兴党第六次民族指挥会议上ꎬ 伊拉克复兴党内部的

矛盾达到白热化ꎮ 伊拉克复兴党内部的矛盾导致政权的垮台ꎬ “莱买丹革命”
功败垂成ꎮ 伊拉克学者瓦西姆拉法特阿卜杜马吉德对此有深刻思考:
伊拉克复兴党党内各派缺乏 “伊拉克国家至上” 的信念感ꎬ 他们在行政系统

中未能真正发挥作用ꎬ 派系冲突优先于国家发展考量ꎬ 稳固政权让位于党同

伐异ꎮ②

第二ꎬ 需团结前政权的支持者ꎮ 首次掌权后的伊拉克复兴党镇压卡塞姆

政权的支持者ꎬ 逮捕巴格达大学的学生、 教师ꎬ 造成人心惶惶ꎬ 未被逮捕的

教师大都逃到科威特、 利比亚、 沙特阿拉伯等地ꎮ “莱买丹革命” 后的伊拉克

０６

①
②

韩志斌著: 前引书ꎬ 第 ６２ 页ꎮ
[伊拉克] 瓦西姆拉法特阿卜杜马吉德著: «伊拉克政变: 成功与失败 (１９２１ － ２００３)»

(阿拉伯文)ꎬ 贾瓦里之家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１３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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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缺乏ꎬ 教育水准低下ꎬ 只好从邻国聘请教师ꎮ
第三ꎬ 需积累政治经验ꎮ 复兴党领导人大都年轻而没有政治经验ꎬ 他们

只想着如何推翻卡塞姆政权ꎬ 但在如何治理国家方面并没有计划与蓝图ꎮ 当

他们发现梦想成真时竟不知所措ꎬ 只好求助于其他民族主义者来管理国家ꎮ
１９６３ 年ꎬ 一些复兴党成员在总结教训时写道: “在伊拉克ꎬ 复兴党作为动员力

量是成功的ꎬ 但是作为治理工具却是失败的ꎮ 其领导人在政治治理方面缺乏

经验ꎮ 复兴党从一个秘密组织一跃成为掌握大权的统治者ꎬ 忽视了统治技巧

与策略的重要意义ꎮ”①

第四ꎬ 需推进社会主义革命ꎮ １９６３ 年 “莱买丹革命” 后ꎬ 复兴党宣布社会

主义必须在阿拉伯民族统一后才能实现ꎬ 但其后来认为ꎬ 为吸引工人与农民的

支持ꎬ 革命需实行社会主义ꎬ 且将时间限定在 ５ 年之内ꎮ 复兴党党员在总结

“莱买丹革命” 失败的原因时指出: 复兴党还没有界定其社会主义基本原则ꎬ 上

台后没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ꎬ 同样他们也没有理解复兴党在伊拉克生存的条件ꎮ②

第五ꎬ 需处理好库尔德问题ꎮ 在推翻卡塞姆政权的过程中ꎬ 复兴党曾经

得到库尔德民主党的支持ꎬ 其条件是允诺库尔德人实行自治ꎮ 但是执政后复

兴党并未兑现诺言ꎬ 否认库尔德民族党的自治地位ꎮ 随之ꎬ 二者发生冲突ꎮ
库尔德问题的影响有三: 一是从军事、 经济上削弱了复兴党的力量ꎻ 二是与

库尔德人数月的持久冲突影响了伊拉克经济的有效运行ꎻ 三是造成复兴党没

有时间专注于国家治理ꎬ 失去了赢得民心的有效时机ꎮ １９６５ 年 ４ 月ꎬ 复兴党

在大马士革举行第八次民族指挥会议ꎬ 强调库尔德问题是伊拉克复兴党第一

次执政失败的主要原因ꎮ③

(二) 扩大统治基础且建构 “魅力型统治”
１９６８ 年 ７ 月ꎬ 伊拉克复兴党再次发动政变且推翻了阿里夫政权ꎬ 登上伊拉

克政治舞台ꎮ 第二次上台的伊拉克复兴党遇到的棘手难题是如何获得合法的统

治、 得到民众认同的政治合法性ꎬ 而其途径则是构建魅力型政府ꎮ 要想构建一

个魅力型政府ꎬ 复兴党政治精英就必须消除各种敌对力量ꎬ 树立自己的威信ꎮ
第一ꎬ 复兴党政府接连通过了两部临时宪法ꎬ 并多次对其进行修订ꎬ 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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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完善国家法律基础ꎮ① 宪法主要内容有: 一是界定伊拉克是阿拉伯国家ꎬ 是

享有独立和领土完整的主权国家ꎮ 二是宣布伊斯兰教为官方宗教ꎬ 公民宗教

信仰自由ꎮ 三是突出了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则ꎮ 四是明确了政府组织机

构ꎬ 即革命指挥委员会、 国民大会、 总统和司法部ꎮ 宪法的颁布使国家权力

得以划分ꎬ 不同机构之间相互配合、 互相监督ꎮ
第二ꎬ 清除政敌ꎮ 一是清除党内分裂势力纳伊夫—达乌德集团ꎻ 二是镇

压 １９７０ 年的未遂政变ꎬ 消除前政府的军事力量ꎻ 三是挑拨军人内部角逐ꎬ 如

国防部长哈尔丹提克里特与内务部长马赫迪阿马什发生派系之争ꎬ 削弱

军方势力ꎬ 总统贝克尔控制国家ꎮ 卡扎尔起义事件是伊拉克复兴党内部萨达

姆为首的文官与哈尔丹为首的军方之间斗争的最高潮ꎬ 斗争结果是文官一方

取得优势ꎬ 军队力量被文官控制ꎬ 其首领就是贝克尔与萨达姆ꎮ
第三ꎬ 与伊拉克共产党合作ꎬ 成立民族进步阵线ꎮ 在伊拉克复兴党看来ꎬ

增加各方力量政治参与度既是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元素之一ꎬ 也是权威合理化

的标志ꎮ 复兴党与伊拉克共产党的合作是扩大参政力量、 争取政治合法性的

重要方式ꎮ １９７２ 年 ３ 月 ３ 日ꎬ 伊拉克复兴党政府和伊拉克共产党建立民族进

步阵线ꎮ 各政党与派别在阵线内进行自由讨论的同时ꎬ 也释放了被压抑的情

绪ꎬ 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各政党之间的紧张与敌对状态ꎬ 扩大了复兴党的治

理力量ꎮ 该阵线客观上巩固了复兴党的支持基础ꎬ 且赢得了巩固政权的时间ꎬ
塑造了和平建设的环境ꎮ

第四ꎬ 推动意识形态转型ꎮ 一是将复兴党昔日颂扬的阿拉伯统一转变为

强调构建以伊拉克为核心的阿拉伯国家ꎬ 突出伊拉克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

位ꎮ 阿拉伯世界的整体统一让位于接受单一国家在泛阿拉伯民族主义基础上

的合作ꎬ 其目标可以理解为成立各国都有自己行政机构的阿拉伯联邦国家ꎮ②

二是强调伊拉克领导人在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地位ꎬ “阿拉伯人的辉煌源于伊拉

克的辉煌ꎬ 这就是我们要把伊拉克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 不可征服的国家的

理由ꎮ”③ 三是将不同种族、 宗派的团体团结起来ꎮ 复兴党认为库尔德人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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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文明的一部分ꎬ 萨达姆曾经说过: “伊拉克库尔德人是 ６ ０００ 多年阿拉

伯民族文明发展的一部分ꎮ”① 四是突出萨达姆的个人地位ꎮ １９８２ 年召开的复

兴党第九次地区会议将复兴党在伊拉克的革命分为两个阶段: 萨达姆执政前

与执政后ꎮ 萨达姆的发言与小册子成为该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文件ꎬ 是伊

拉克集体意识与认同的代表ꎮ
(三) 推行石油国有化举措以实现经济独立

伊拉克实行石油国有化原因有三: 一是复兴党在 １９６８ 年通过政变上台ꎬ
但其民众支持基础并不稳固ꎬ 复兴党对政敌的严厉打击造成了恐怖统治的形

象ꎮ 由于没能控制石油资源ꎬ 复兴党在经济上毫无建树ꎬ 而国有化则是复兴

党改善其政治形象、 实现其民族主义经济功能的主要路径ꎮ 二是国有化也是

复兴社会主义理论所坚持的 “社会主义” 中应有的内容ꎮ 三是通过国有化措

施获取滚滚而来的石油美元ꎬ 不仅可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ꎬ 还可以改善民众

生活ꎬ 构建福利型社会ꎬ 增加政治精英的自信感ꎮ
实际上ꎬ 复兴党的石油国有化举措取得了积极成效ꎮ 第一ꎬ 复兴党政府

完全控制了石油的产量和销售ꎬ 石油收入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ꎮ 石

油部门国有化之后ꎬ 伊拉克复兴党政府通过改进石油设施ꎬ 开发新油田ꎬ 石

油产量快速增加ꎮ 到 １９７９ 年ꎬ 伊拉克石油产量比 １９６５ 年翻了一番ꎮ 伊拉克

国民收入从 １９７３ 年的 １４ 亿伊拉克第纳尔增加到 １９７６ 年的 ４４ ７ 亿伊拉克第纳

尔ꎮ② 伊拉克石油财富的涌入推动了经济发展ꎬ 实现了经济繁荣与社会富强ꎬ
其影响深远ꎮ

第二ꎬ 产生了相当深远的政治意义ꎮ 石油国有化举措意味着复兴党完全控

制了伊拉克物质财富ꎬ 完成了卡塞姆、 阿里夫政权一直想完成而未尽的事业ꎬ
其 “革命” 与 “进步” 意义表现得更为明显ꎮ 复兴党在国内赢得了左翼党派

(如伊拉克共产党) 等党派力量的有力支持ꎻ 在国际上ꎬ 伊拉克得到了阿盟和欧

佩克成员的广泛拥护ꎬ 欧佩克为协助伊拉克出售石油ꎬ 禁止成员国超产ꎮ
第三ꎬ 石油国有化使得国家财富骤增ꎬ 在伊拉克出现了一个与领导层关

系密切、 与石油行业密切相关ꎬ 并依附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的利益阶层ꎮ 这些

人主要来自提克里特、 拉马迪 (Ｒａｍａｄｉ) 与摩苏尔地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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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利用石油美元加强对国家的控制

１９７３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ꎬ 阿拉伯国家高举石油武器ꎬ 导致国际油价

飙升ꎮ 伊拉克石油出口收入 １９５８ 年为 ２ ４４ 亿美元ꎬ １９６８ 年为 ４ ８８ 亿美元ꎬ
到 １９７９ 年增加到 ２１４ 亿美元ꎮ① 这次石油涨价对伊拉克复兴党的生存起到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ꎮ 石油价格的飞速增长ꎬ 使伊拉克复兴党牢牢控制了政权ꎮ
第一ꎬ 行政机构人员增加ꎬ 军队规模与费用迅速膨胀ꎮ １９７３ 年后ꎬ 政府

行政支出的费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增加ꎬ 使政府有足够的资金来扩大

行政机构和人员ꎮ 政府雇员的数量从 １９６８ 年的 ２７６ ６０５ 人 (占整个劳动力的

１１％ ) 增加到 １９７８ 年的 ６６２ ８５６ 人 (占整个劳动力的 ２０％ )ꎮ 军队规模从

１９７０ 年的 １０ 万人增加到 １９８０ 年的 ２５ 万人ꎮ② 一位分析家由此得出以下结论:
“政府收入的 １ / ５ 用于军队事务ꎮ”③

第二ꎬ 复兴党力量壮大ꎮ １９７３ 年ꎬ 复兴党简化了入党程序ꎬ 复兴党党员

的人数从 １９６８ 年的 ５ ０００ 人增加到 １９７８ 年的 ５ 万人ꎬ 有 ５０ 万的追随者ꎮ 到

１９８４ 年ꎬ 复兴党党员和支持者分别达到 ２ ５ 万人和 １５０ 万人ꎬ 成为复兴党控

制伊拉克社会的一支基本力量ꎮ④ 复兴党在乡村地区 (包括库尔德和南部什叶

派地区) 都有分支存在ꎬ 控制了工会、 学生会与妇女联合会ꎮ⑤

第三ꎬ 培养青年才俊ꎮ １９７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ꎬ 萨达姆在伊拉克青年联盟会议

上呼吁全社会 “爱护阿拉伯民族的未来ꎬ 让青年人健康成长ꎮ”⑥ 伊拉克学生

入学率提高ꎬ 其中 １９８０ 年的小学学生入学率比 １９５０ 年增加了 ５ 倍ꎬ 中学生增

加将近 １０ 倍ꎮ
第四ꎬ 注重提高民众福祉ꎮ 复兴党政权实行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义务教育ꎮ

１９６８ 年人均医生拥有量为 １ / ４ ２００ꎬ 到 １９８０ 年为 １ / １ ７９０ꎻ⑦ 人均寿命也由 ４６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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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到 ５７ 岁ꎻ 人均收入增加了 １０ 倍ꎮ １９６９ ~ １９７１ 年ꎬ 复兴党采取一系列措施

改善工作条件ꎬ 促进劳工的社会福利ꎮ 新法设定了工人工作的最长、 最短时间ꎬ
禁止雇佣童工ꎬ 反对随意解雇工人ꎮ １９７１ 年ꎬ 复兴党政府提出了一个全面的国

民保险计划ꎬ 为民众提供养老金与社会保障ꎮ １９６８ 年到 １９８０ 年ꎬ 伊拉克各级学

生入学率几乎翻了一番ꎮ 到 １９８０ 年ꎬ 伊拉克有 １００ 万中学生、 １０ 万大学生ꎮ①

通过以上措施ꎬ 复兴党扩大了社会支持基础ꎬ 缩小了贫富差距ꎮ 最重要的是ꎬ
萨达姆总统的个人形象由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的暴君变成爱民如子的明君ꎮ②

伊拉克复兴党通过扩大社会基础、 建构魅力型统治、 普及教育及推广科

学观念ꎬ 使伊拉克的经济与社会治理成绩斐然ꎬ 民众对伊拉克哈希姆王朝的

依附与精神寄托已经转移到复兴党的身上ꎮ 由伊拉克复兴党指导实施的国有

化运动、 扫盲运动、 妇女解放运动自然把爱国主义和对民族国家的责任意识

灌输到民众的心灵深处ꎮ 由国家制定、 实施和支持的社会福利、 法律和教育

制度也是促使伊拉克民众普遍接受复兴社会主义的重要元素ꎮ 伊拉克复兴党

通过经济与社会的整合主宰了人民的社会生活ꎬ 控制了伊拉克人民的感情ꎮ
复兴社会主义使得新政权合法化的同时ꎬ 还促进了广泛的社会变革并使现代

化合法化ꎮ “民族” 与 “国家” 融为一体ꎬ “民族第一” 与 “国家至上” 的观

念深深融入人们的潜意识之中ꎮ 伊拉克复兴党魅力型政府的能量达到最高峰ꎬ
政治思想渗透与输入渠道畅通ꎬ 在民众中赢得了自哈希姆王朝以来所有民族

主义政府都难以媲美的政治合法性ꎮ

三　 伊拉克复兴党衰败并倒台之 “训”

自 １９６８ 年伊拉克复兴党上台到 １９８０ 年两伊战争爆发前夕ꎬ 是复兴党在

伊拉克政治治理的兴盛时期ꎮ 两伊战争是伊拉克复兴党从兴盛走向衰亡的转

折点ꎬ 而海湾战争则开启了伊拉克复兴党的衰败之路ꎬ 伊拉克战争则终结了

伊拉克复兴党的政治生命ꎮ 伊拉克复兴党衰败并倒台之 “训” 亦有四:
(一) 盲目发动两伊战争削弱了复兴党治国理政的基础

美国学者斯蒂芬范埃弗拉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Ｖａｎ Ｅｖｅｒａ) 曾经指出: 当国家对

５６

①
②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ｏｆ Ｉｒａｑ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８７
Ａｄｅｅｄ Ｄａｗｉｓｈａꎬ “Ｉｎｖｏ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Ａｒａｂｉｓｍ: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Ｓａｄｄａｍ’ｓ Ｉｒａｑ”ꎬ ｉｎ

Ａｄｅｅｄ Ｄａｗｉｓｈａ ｅｄｉｔｅｄꎬ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３ꎬ ｐ 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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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结果持有错误的乐观主义时ꎬ 战争有可能爆发ꎮ① 也就是说ꎬ 如果战争中

的失败者能预见到战争的代价ꎬ 那么统治者只会发动那些改善其地位的战争ꎮ
因此ꎬ 战争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其未来的不确定性ꎬ 以及由这种不确定性所

导致的乐观的幻觉ꎮ 两伊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是由于伊拉克复兴党领袖萨达

姆错误乐观主义造成的ꎮ 伊拉克复兴党在清除政敌的同时ꎬ 也堵塞了中下层

精英人士的治国理政参与之道ꎮ 到 １９７９ 年ꎬ 伊拉克复兴党已经牢牢控制了政

权ꎮ 国家的决策权集中在一小部分人手中ꎬ 决策的科学性很低ꎮ 伊朗伊斯兰

革命和泛伊斯兰主义对伊拉克阿拉伯民族主义造成威胁ꎬ 这是事实ꎬ 但伊拉

克复兴党应该对此进行理智的判断和精细的考察ꎬ 而不是鲁莽地发动战争ꎬ
其代价是伊拉克复兴党政权的衰朽ꎮ

伊拉克石油基础设施在两伊战争中破坏严重ꎮ 战时海湾石油管道的关闭

阻碍了伊拉克石油出口ꎬ 石油收入锐减ꎮ 两伊战争破坏了伊拉克南方的石油

出口通道ꎬ 伊拉克复兴党政权不能从海湾出口石油ꎮ １９８０ 年 ９ 月ꎬ 伊拉克日

产 ３５０ 万桶石油ꎬ 出口石油收入为 ２６０ 亿美元ꎮ 到 １９８２ 年ꎬ 石油日出口量降

为 １００ 万桶ꎮ② １９８７ 年ꎬ 伊拉克石油收入仅 １１０ 亿美元ꎬ 相当于其战前石油收

入的 １ / ３ꎮ③ 战争耗尽了伊拉克大约 ３５０ 亿美元的财政储备ꎮ④

两伊战争对伊拉克社会结构的影响有三: 一是社会两极分化ꎬ 财富愈加

掌握在一小部分人手中ꎮ 商人、 承包商与地主因为复兴党政府在两伊战争期

间实行的私有化政策而暴富ꎮ 二是这些暴富阶层与复兴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ꎮ 一些商业与企业精英大都是教派与宗派组织的首领ꎬ 包括库尔德地主与

合同商、 富裕的什叶派商人与企业家ꎮ 他们通过收买土地、 购买政府工厂而

富裕起来ꎮ 三是战争削弱了妇女地位ꎮ 复兴党鼓励妇女接受专业技能培训ꎬ
进入工厂或学校ꎮ 随着前线男性士兵死亡数量的增加ꎬ 复兴党鼓励民众提高

出生率ꎬ 组建大家庭ꎬ 要求每一个家庭至少要有 ５ 个子女ꎮ 众多妇女因担心

自己成为寡妇而推迟结婚ꎬ 相当多寡妇或者残疾军人的妻子自己照顾家庭ꎬ

６６

①

②

③

④

[美国] 斯蒂芬范埃弗拉著: «战争的原因»ꎬ 何曜译ꎬ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ꎬ ２００７ 年版ꎬ
第 ３ 页ꎮ

Ｅｌｉｙａｈｕ Ｋａｎｏｖｓｋｙ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ｏｉｌ Ｍａｒｋｅｔꎬ” ｉｎ Ｅｆｒｉａｍ Ｋａｒｓｈ
ｅｄ ꎬ Ｔｈｅ Ｉｒａｎ － Ｉｒａｑ Ｗａｒ: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ｏｎ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９ꎬ ｐ ２３３

Ｅｌｉｙａｈｕ Ｋａｎｏｖｓｋｙꎬ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ｏｉｌ Ｍａｒｋｅｔ”ꎬ ｉｎ Ｅｆｒｉａｍ Ｋａｒｓｈꎬ
ｅｄ 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２３８

Ｐｈｅｂｅ Ｍａｒｒ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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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度日ꎮ 婚姻的推迟、 劳动力的损失及妇女负担的加重ꎬ 这些都是两伊战

争后伊拉克社会的悲惨景象ꎮ
两伊战争不仅削弱了复兴党政权的政治合法性ꎬ 而且解构了复兴党的社

会整合力ꎮ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被削弱ꎬ 复兴党仅能通过强制措施

维护政权的生存ꎮ 大多数什叶派教众都忠诚于伊拉克民族国家ꎬ 但他们疏离

于复兴党政权ꎮ 国家整合力在北部的库尔德地区更为虚弱ꎬ 复兴党唯有采取

强硬措施方能对该地区施加影响ꎮ 逊尼派教众尽管支持伊拉克复兴党的统治ꎬ
但不满之声不绝于耳ꎮ 最重要的是ꎬ 伊拉克财政系统处于崩溃的边缘ꎬ 两伊

战争使得伊拉克债台高筑ꎬ 但战绩乏善可陈ꎮ 伊拉克的外部环境也很不妙ꎬ
冷战结束后ꎬ 两极格局终结ꎬ 中东地缘政治更加突出ꎮ 伊拉克与美国关系恶

化ꎬ 石油市场轰然崩溃ꎬ 都冲击着复兴党的政治稳定性ꎮ
(二) 海湾战争受挫加剧了复兴党的颓势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 ２ 日凌晨 ２ 点ꎬ 伊拉克大军占领科威特ꎬ 这从另一层面说明

复兴党治理下伊拉克政治发展的弱化ꎮ 萨达姆昔日抵抗伊朗什叶派的英雄形

象已经损毁ꎬ 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敌人ꎮ 国际社会的反应既迅速又充满敌意ꎬ
这是伊拉克复兴党政府所始料不及的ꎮ 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当天ꎬ 联合国

安理会就通过了第 ６６０ 号决议ꎬ 谴责伊拉克侵略行为ꎬ 要求伊拉克从科威特撤

军ꎮ 同日ꎬ 美国与苏联发表谴责声明ꎮ 美国立刻冻结伊拉克的海外财产ꎬ 其他

国家群起效仿ꎬ 强烈反对伊拉克的侵略行为ꎮ 海湾战争开始于 １９９１ 年 １ 月 １７
日ꎬ 结束于同年２ 月２８ 日ꎬ 共持续了４３ 天ꎮ 战争结果是伊拉克复兴党政权被打

败ꎬ 继而面临旷日持久的伊拉克核查危机以及美国和联合国的制裁ꎮ
海湾战争后复兴党政治结构具有家族统治的特点ꎬ 尤其在权力的最高层ꎬ 血

缘、 婚姻等家庭纽带关系表现得尤为明显ꎮ 复兴党政治的 “家族化” 特点在两伊

战争期间已有所体现ꎬ 国防、 内务与工业等要害部门的负责人都与萨达姆有着某

种亲缘关系ꎮ 到 ２００３ 年ꎬ 萨达姆家族控制伊拉克安全机构与军事机构的所有显要

职位ꎮ 一名埃及学者称ꎬ 伊拉克复兴党政权是 “共和国形式下的新君主政治ꎮ”①

复兴党的支持基础十分薄弱ꎮ １９９１ 年后ꎬ 复兴党政权的制度结构尽管得

到重建ꎬ 但仍处于虚弱的态势ꎮ １９９８ 年以后ꎬ 什叶派与库尔德人在复兴党政

府结构中的代表微乎其微ꎮ 在高层领导中ꎬ 包括革指会与地区指挥ꎬ ６１％ 是

７６

① 安维华、 钱雪梅著: «美国与 “大中东”»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年版ꎬ 第 ３２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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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逊尼派ꎬ ２８％ 是阿拉伯什叶派ꎬ ６％ 是库尔德人与基督徒ꎮ① 到 ２００３
年ꎬ 复兴党丧失了 ７０％的成员ꎬ 对社会的控制能力较小ꎮ②

行政官僚机构逐渐萎缩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伊拉克复兴党政府的公务员人

数占整个劳动力数量的 １６ ８％ ꎬ 这是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来最低的比率ꎮ 日

益低下的生活水准使得公务员与教师工资降低ꎬ 他们必须兼职两三份工作才

能勉强糊口ꎬ 对本职工作则无法做到尽心尽职ꎮ
对伊拉克复兴党政权来说ꎬ 国际社会的制裁更是雪上加霜ꎮ 一是在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１ 年受到制裁期间ꎬ 伊拉克石油生产下降了 ８５％ ꎮ １９９７ 年ꎬ 制裁缓减后ꎬ
石油产量再次增加ꎮ 二是伊拉克国民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也急剧下降ꎮ 海湾

战争前ꎬ 伊拉克人均收入达到 ２ ０００ 美元ꎬ 而在 １９９２ 年降至人均 ６０９ 美元ꎮ
三是石油禁运带来人道主义危机ꎮ 海湾战争前ꎬ 食品进口占伊拉克消费量的

７０％ ꎬ 受到制裁后急剧减少ꎬ 国内食品短缺ꎮ 伊拉克复兴党政府通过定量供

应制度避免了社会饥馑现象ꎬ 卡路里的日摄入量从以前的 ３ ０００ 大卡降到

２ ５００大卡ꎮ 食品可以在市场上购买ꎬ 但高昂的价格使消费者望而却步ꎮ 由于

药品与必要的设备供应稀缺ꎬ 卫生医疗服务体系近乎崩溃ꎮ 四是制裁带来的

最大挑战是高通货膨胀率ꎮ １９９３ 年ꎬ 伊拉克遭受了恶性通货膨胀ꎮ 战前 １ 伊

拉克第纳尔兑换 ３ ２ 美元ꎬ 而到 １９９６ 年ꎬ ２ ６００ 第纳尔才可以兑换 １ 美元ꎮ③

海湾战争后ꎬ 伊拉克政治秩序混乱ꎬ 政府的权威性、 有效性和合法性遭

到破坏ꎬ 复兴党政治动员缺乏国民士气和公共精神所需求的能量ꎮ 笼罩在这

里的景象ꎬ 不是政治的发展ꎬ 而是它的衰朽ꎮ 萨达姆强人政治的魅力已今非

昔比ꎬ 也就是韦伯所说的 “魅力的平凡化” 问题ꎮ 如果国民富裕ꎬ 统治者就

是成功的ꎻ 如果国民贫困ꎬ 统治者的情况就是令人遗憾的ꎮ④ 也就是说ꎬ 国家

的凝聚力和国民的忠诚取决于国家保证个人福祉的能力ꎮ 因此ꎬ 魅力统治不

是纯粹的理性概念ꎬ 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实际存在的物质实体ꎮ 海湾战争的失

败使萨达姆谋求阿拉伯统一的宏伟夙愿化为明日黄花ꎬ 这也说明随着时代的

发展ꎬ 阿拉伯民族主义对民众失去了吸引力ꎬ 而这正是伊拉克复兴党构建魅

力的关键所在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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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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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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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埃里凯杜里著: «民族主义»ꎬ 张明明译ꎬ 中央编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 年版ꎬ 第 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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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制度化权力的缺失弱化了伊拉克复兴党的执政根基

在阿拉伯世界ꎬ 伊拉克复兴党纪律严明、 组织严密ꎬ 主张集体领导ꎬ 具

有较大的影响力ꎮ 但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ꎬ 伊拉克的政治变得纯粹与萨达

姆个人相联系ꎬ 萨达姆成为政权的最终决策者、 “正义” 的界定者和政策的设

计者ꎮ 甚至连萨达姆最亲近的高级官员也深知与萨达姆争论和持异议的危险ꎬ
他们成为萨达姆政权吹鼓手ꎮ 例如ꎬ 前伊拉克工业部长阿德南阿卜杜马

吉德贾西姆 (Ａｄｎａｎ Ａｂｄ Ｍａｊｉｄ Ｊａｓｉｍ) 给萨达姆发了一份电报ꎬ 这一电报后

来在伊拉克电台和电视台播发ꎮ 电报称萨达姆是 “伊拉克国家和人民的骄傲ꎬ
是有良知的伊拉克人的希望ꎮ 他是自由世界的榜样、 高贵人民的领导人ꎮ”①

伊拉克前总理阿齐兹也颂扬萨达姆是复兴社会主义的 “奋斗者、 组织者、 思

想者和领导者”ꎮ 复兴党的创始人阿弗拉克则将萨达姆描述为复兴党给伊拉克

的 “厚礼”、 伊拉克给阿拉伯世界的 “杰作”ꎮ② 革命指挥委员会前副主席伊

扎特伊卜拉欣杜里 (Ｉｚｚａｔ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Ｄｕｒｉ) 在伊拉克复兴党政治权力结构中

是仅次于萨达姆的第二号人物ꎬ 他对萨达姆推崇备至ꎬ 公开称颂萨达姆为伊

斯兰教的领袖ꎬ 并将萨达姆与古代伊拉克传说中的英雄相提并论ꎮ 易卜拉欣

说: “伊拉克文明肇始于阿卡德的萨尔贡二世ꎬ 接下来是汉穆拉比、 尼布甲尼

撒ꎬ 以后是伟大的先知穆罕默德ꎬ 然后就是复兴社会党和萨达姆的诞生ꎮ 萨

达姆是复兴阿拉伯民族并使阿拉伯民族辉煌的人物ꎮ”③ 亨廷顿曾言: 有着高

度发达的传统政治制度的国家ꎬ 可以通过对其制度的不断调整而演进至较高

水平的政治参与ꎮ④ 而对于伊拉克复兴党而言ꎬ 它对于伊拉克政治参与扩大的

组织安排作用是必不可少的ꎬ 但起到的作用是第二位的ꎬ 是补充制度的力量ꎬ
而不是填补制度真空的力量ꎮ 但萨达姆接替贝克尔担任党魁后ꎬ 控制和掌握

复兴党ꎬ 甚至出现萨达姆等于复兴党、 复兴党就是萨达姆的局面ꎬ 造成制度

化权力的缺失ꎮ
一是复兴党内严重缺乏民主ꎬ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集体领导ꎮ 一个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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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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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９ꎬ ｐ ５５６
Ａｍａｔｚｉａ Ｂａｒａｍꎬ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 ‘ ｔｈｉｓｔ Ｉｒａｑꎬ １９６８ － ８９ꎬ

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１ꎬ ｐ １１４
[美国] 塞缪尔Ｐ 亨廷顿著: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ꎬ 王冠华、 刘为等译ꎬ 上海人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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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党体制必须有能力做到两条: 一是通过体制本身扩大政治参与ꎬ 从而做

到先发制人并使紊乱或革命的政治活动得以参与政治ꎻ 二是缓减与疏导新近

动员起来的集团得以参与政治ꎬ 使其不至于扰乱体制本身ꎮ① 但复兴党党员唯

萨达姆指示是听ꎬ 导致他们阳奉阴违ꎬ 漠视伊拉克社会各种集团与社会动员

力量的要求ꎬ 削弱了复兴党的特性ꎮ 对萨达姆忠诚与否成为入党和晋升的条

件ꎬ 破坏了伊拉克复兴党的党性原则ꎮ 伊拉克国内除复兴党以外的各种社会

集团与力量的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水平都很低ꎮ
二是伊拉克复兴党政府作为一种政治体制不能有效地创制政策ꎬ 即难以

由国家采取行动来促进社会经济改革ꎬ 也不能成功处理现代化面临的问题ꎮ
在复杂的政治体制中ꎬ 权力既非高度集中也非十分分散ꎬ 有助于政策创制ꎮ
复兴党组织体制导致萨达姆个人智慧代替复兴党的智慧ꎬ 个人独裁代替集体

领导ꎬ 难以作出科学的集体决策ꎬ 达不到权力结构合理化ꎬ 更遑论公平地分

配物质性和非物质性的资源ꎮ
三是制度化的权力缺失ꎮ 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ꎬ 其稳定取决于政

党的力量ꎬ 而政党强大与否又要视其制度化群众支持的情况ꎮ 萨达姆家族的

个人利益与伊拉克复兴党政府制度化的利益之间存在着冲突ꎬ 制度化的权力

意味着限制领袖人物的权力ꎬ 制度化建设需要个人权力去创造制度ꎬ 但复兴

党精英若不放弃个人权力也就无从创造制度ꎮ 制度化的权威是超凡领袖个人

权威的对立面ꎮ 家族统治盛行使得萨达姆周围形成了一个与萨达姆有血缘、
族缘和亲缘关系的决策圈ꎬ 他们凌驾于复兴党和国家之上ꎬ 其结果是伊拉克

缺乏一种调解社会矛盾的制度化权力ꎮ
(四) 复兴社会主义理论与伊拉克的实践存在错位

复兴社会主义的基本主张并不都具有完整意义的合理性ꎬ 而是具有正面

和负面二元性特点ꎮ 抵制大国干涉阿拉伯各国内部事务ꎬ 追求独立自主与社

会平等ꎬ 努力发展经济ꎬ 反对犹太复国主义ꎬ 都代表了阿拉伯民族的根本意

志ꎬ 具有积极意义ꎮ② 但其主张的阿拉伯民族统一存在着一些弊端ꎬ 如寻求阿

拉伯统一的超现实性ꎻ 过分强调 “阿拉伯利益” 而忽略阿拉伯各国的利益和

主权ꎬ 模糊了国与国之间正当的利益界限ꎻ “民族高于国家” 等观点都缺乏客

０７

①
②

[美国] 塞缪尔Ｐ 亨廷顿著: 前引书ꎬ 第 ３４４ 页ꎮ
赵克仁: «伊拉克泛阿拉伯主义探析»ꎬ 载 «阿拉伯世界» ２０００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２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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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合理性ꎮ 复兴党将阿拉伯统一作为对外目标ꎬ 实现有别于共产主义和资本

主义的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同时ꎬ 特别强调阿拉伯的统一ꎬ 认为 “统一是阿拉

伯人的生存问题”ꎬ “统一是目的ꎬ 又是手段ꎬ 社会主义是制度”ꎬ “统一高于

社会主义”ꎬ 没有阿拉伯统一就不能实现社会主义等等ꎮ①

强调阿拉伯民族统一的阿拉伯民族主义ꎬ 在抵制殖民主义控制、 推动一

盘散沙的阿拉伯国家争取民族自决中ꎬ 曾经起到了积极作用ꎮ 但随着国际政

治和国际局势的演化ꎬ 伊拉克复兴党践行的阿拉伯统一基本主张已显得不合

时宜ꎮ 伊拉克复兴党并没有根据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的流变对该理论进行改

革或调整ꎬ 而是狂热地追求阿拉伯国家统一ꎬ 忽视国家民族主义的现实状况ꎮ
更为极端的是ꎬ 伊拉克复兴党领袖萨达姆甚至在 “阿拉伯民族统一” 的阿拉

伯民族主义的口号下ꎬ 与伊朗对抗ꎬ 入侵科威特ꎮ 萨达姆的所作所为是一种

霸权行径ꎬ 标志着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失败ꎬ 损害了伊拉克复兴党在阿拉伯世

界的形象和号召力ꎮ 其后果是使伊拉克遭受国际社会和联合国长达 １３ 年的经

济制裁ꎬ 而且成为美国打击和军事干涉的历史原因ꎬ 导致了辱国亡党的厄运ꎮ
从历史发展的趋势看ꎬ 主张阿拉伯国家统一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距离阿拉伯域

内的基本国情渐行渐远ꎮ 阿拉伯各国的政治现实是: 强调本国利益为上ꎬ 国

家认同优先民族认同ꎮ 有学者形象地将阿拉伯统一事业看作是一堆零的简单

相加ꎮ “如果三个零相加ꎬ 和是多少呢?”② 在现实政治中ꎬ 这种泛民族主义

的优美说辞始终难以掩盖各自利益上的相互冲突ꎮ 正如一位学者所说ꎬ 以阿

拉伯民族统一为标识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ꎬ 其核心主题是阿拉伯兄弟团结一

致ꎬ 然而阿拉伯地区政治对现实利益的血腥角逐ꎬ 与其他任何国家政治无

异ꎮ③ 急于推进阿拉伯整合的阿拉伯民族主义ꎬ 使该地区政治局势变数陡增ꎮ

四　 伊拉克复兴党倒台的现实影响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ꎬ 美、 英等国单方面发动伊拉克战争ꎮ ４ 月 ９ 日ꎬ 巴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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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韩志斌著: 前引书ꎬ 第 ３０ ~ ３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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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被攻占ꎬ 伊拉克复兴党政权随即宣告垮台ꎮ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ꎬ 联军临时权力机

构行政长官保罗布雷默分别宣布了两项命令: 禁止前复兴党的高阶党员在

新政府任职ꎻ 解散伊拉克原有军队、 情报系统等组织ꎬ 并建立伊拉克 “去复

兴党化” 委员会ꎮ① 其中第 １ 号命令旨在整顿公务员系统ꎬ 解除复兴党领导层

职务ꎬ 防止其在伊拉克新政府中担任要职ꎮ② 第 ２ 号命令解散了原本由伊拉克

复兴党把持的武装组织ꎬ 彻底摧毁复兴党的有生力量ꎬ 杜绝复兴党重新掌

权ꎮ③ 伊拉克实行 “去复兴党化” (Ｔｈｅ ｄｅ － Ｂａａｔｈ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政策ꎬ 意味着复兴

党是非法组织ꎬ 所有复兴党党员须向美军报到ꎬ 并限制部分复兴党党员重新

进入政府任职ꎮ④ 伊拉克复兴党的倒台和 “去复兴党化” 政策对伊拉克本身、
域内局势均产生了较大影响ꎮ

(一) “去复兴党化” 政策使国家治理失序

阿拉伯学者阿卜杜贾布尔艾哈迈德阿卜杜拉认为ꎬ 美国刚刚推翻

伊拉克复兴党政权ꎬ 旋即实行 “去复兴党化” 的政策是一种过于草率的做法ꎬ
直接导致了战后伊拉克国家秩序的长期混乱ꎮ⑤ “去复兴党化” 政策使得国家

治理失序ꎬ 政府难以有效创制政策ꎬ 遑论突破战后重建的困局ꎮ
第一ꎬ 未能建立科学的审查体系去评判复兴党官员ꎬ 模糊了审查的重点ꎮ

如马克斯韦伯所言: “占领者若想使被占领地区的官僚体系继续顺利运作ꎬ
他只需更换最高官员ꎬ 维持其他各级官员正常运转即可ꎮ 因为这关系到有关

各方的利益ꎬ 尤其是被占领地区各派别的切身利益ꎮ”⑥ 但伊拉克推行的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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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党化” 则较为激进ꎬ 将原有官僚体系全盘打乱ꎮ 去复兴党化委员会在审

查复兴党党员时ꎬ 并非根据他们的工作能力、 是否曾参与侵犯人权行为等内

容ꎬ 而是依据个人在公务员系统或复兴党党务工作中的职务级别而定ꎮ 原复

兴党党员级别愈高ꎬ 则所受审查愈严格ꎮ 根据全国 “去复兴党化” 委员会统

计ꎬ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复兴党政权垮台时ꎬ 至少有 ４０ 万伊拉克人属于复兴党系统

中的高级党员①ꎬ 约 １５ 万人在公职部门工作ꎬ ２５ 万人供职于军队或国防部ꎮ②

其中ꎬ 在公职部门中至少有 ６ ５ 万人属于 “支部级” 以上党员ꎮ③ 如此庞大的

人力资源本应在合理审查后加以利用ꎬ 成为伊拉克战后重建的生力军ꎬ 但

“去复兴党化” 委员会对所有高级党员执行 “一刀切” 政策ꎬ 将其排除在国

家重建进程之外ꎬ 对其就业施加诸多限制ꎬ 更无法参与选举ꎮ 究其目的ꎬ “去
复兴党化” 并非为审查旧政权的施政不当ꎬ 而是人员清洗ꎬ 打击复兴党势力ꎬ
防止其再度掌权ꎮ

第二ꎬ 缺乏有效的监督ꎬ 政坛成为伊拉克各方政治力量角逐的名利场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ꎬ 伊拉克颁布了新宪法ꎬ 其中第 １３５ 条的第一、 二、 六款规定:
全国 “去复兴党化” 委员会将持续存在ꎬ 直到它完成自身的使命ꎮ 名义上该

组织需接受议会的监督ꎮ 受 “去复兴党化 ” 影响的个人禁止担任总统、 总理

及议会职务ꎬ 禁止担任同等的司法和行政职务ꎮ④ “去复兴党化” 委员会在伊

拉克政府的各部门设置了分支机构ꎬ 确保 “去复兴党化” 进程得以长期推行ꎬ
强化了委员会的权力和主导地位ꎮ 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督机制ꎬ 长期以来全国

“去复兴党化” 委员会直接干预伊拉克的选举和司法程序ꎬ 严重影响了战后伊

拉克的政治重建和政治秩序ꎮ⑤ 以 ２００５ 年伊拉克议会选举为例ꎬ 在选举日前

的几周ꎬ 全国 “去复兴党化” 委员会向伊拉克独立选举委员会发送了多份名

３７

①

②

③
④

⑤

根据国际司法过渡司法中心统计ꎬ 伊拉克复兴党内部可分为 １２ 级ꎬ 即国家指挥级、 地区指挥

级、 部委级、 支部级、 小组级、 单位级、 活跃党员、 见习党员、 预备党员等ꎮ 其中ꎬ 单位级以上党员

被联军临时权力机构认定为复兴党高级党员ꎬ 需接受严格审查ꎬ 限制其重新进入政府、 军队等核心机

关就职ꎮ
Ａｌｉ Ｆａｉｓａｌ ａｌ － Ｌａｍｉꎬ Ａｎ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ｕｔｉｅｓ ｏｆ Ｂａａｔｈ Ｐａｒ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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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 扎伊德穆萨沙拉比著: «美国在伊拉克的行动» (阿拉伯文)ꎬ 典藏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３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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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ꎬ 禁止约 １７０ 名候选人参加选举ꎮ① 随后ꎬ 经独立选举委员会核实ꎬ 其中约

１３０ 人因教派斗争和党派分歧而被列入禁选人名单ꎮ② 因此ꎬ 全国 “去复兴党

化” 委员会对选举程序的干预ꎬ 实质上成为不同派别之间相互打压的工具ꎮ
第三ꎬ 冲击了伊拉克的法治建设ꎬ 过度政治干预妨碍了正常司法程序的

运行ꎮ 由于司法独立的需要ꎬ 外部行政机构不应强行调任或解聘司法人员ꎬ
干预司法程序ꎮ 但在 “去复兴党化” 的意识形态之下ꎬ 去复兴党化委员会对

所有法官和检察官设置了审查程序ꎬ 在各级法院设置分部ꎮ 与公务员系统和

军队系统不同ꎬ 前者仅对高级党员提出限制ꎬ 但法律系统则需清除所有前复

兴党党员ꎬ 不仅局限于高级党员ꎮ③ 在萨达姆时代ꎬ 多数法官和检察官皆是复

兴党党员ꎬ 因此伊拉克战后的法律系统也近乎重组ꎬ 埋没了大批优秀的法律

专业人才ꎮ 各公职系统中被除名的前复兴党党员皆是直接开除ꎬ 没有机会对

不利证据进行质询ꎬ 更无上诉可能ꎬ 这种规定有违司法公平ꎮ
第四ꎬ 引发了大规模的失业ꎬ 进一步加剧了社会混乱ꎮ 对伊拉克公职系

统的大规模清洗ꎬ 使得政府可调动人员及国家建设内生动力不足ꎮ 特别是教

育部门深受其害ꎬ 由于伊拉克的教师多为复兴党党员ꎬ 战后 “去复兴党化”
导致伊拉克的教务系统难以运作ꎮ④ 这种仅通过党员身份来判断个人的审查方

式ꎬ 引发了民众对社会公平的关注ꎮ 因为人们被解雇的依据是党员身份级别ꎬ
而非能力ꎮ⑤ “去复兴党化” 的政策未能为日后政府人员招聘建立明确的标

准ꎬ 同时消耗了伊拉克战后重建急需的人力资源ꎮ⑥ 毋庸置疑ꎬ “去复兴党

化” 造成伊拉克战后国家秩序重建步履维艰ꎬ 错过了战后政府推行改革的机

遇期ꎬ 实际上是对国家实力的内耗ꎮ
(二) 伊拉克逊尼派和什叶派权力格局逆转

在伊拉克复兴党政权垮台前ꎬ 尽管复兴党党员多为什叶派ꎬ 但逊尼派在

复兴党高层、 军队和安全部门中占比更高ꎮ 党内权力被逊尼派精英所垄断ꎬ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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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紧密团结在以萨达姆为首的复兴党周围ꎬ 对特定部落和逊尼派力量

的扶持确保了萨达姆集权统治的稳定ꎮ 复兴党数十年的压制性统治和国家治

理ꎬ 打破了伊拉克各族群的集体身份认同ꎬ 伊拉克民众逐步形成伊拉克国家

认同ꎮ 但复兴党政权垮台后ꎬ 政治局势的不明朗使得以教派认同、 族群认同

为基础的伊拉克民族国家再度割裂ꎮ 由于 “去复兴党化” 的推行ꎬ 大批逊尼

派党员被排斥在政治建设之外ꎬ 取而代之的是由什叶派控制的新政府ꎮ 这种

权力对调模式使得逊尼派一夜之间从统治者变成了被统治者ꎮ①

第一ꎬ 逊尼派政治精英与伊拉克政府渐行渐远ꎮ 复兴党倒台后ꎬ 伊拉克

逊尼派反对美国等外部力量主导下的伊拉克政治重建ꎮ 加之ꎬ 因逊尼派政治

精英与复兴党关系密切ꎬ 许多逊尼派领导人被禁止参与政治活动ꎮ② 故而ꎬ 逊

尼派精英对国家政治进程的参与度降低ꎮ 战后伊拉克已举行多轮大选ꎬ 逊尼

派精英控制的省份投票率始终不高ꎬ③ 这种作壁上观的客观情势使得逊尼派缺

乏政治话语权ꎮ 伊拉克逊尼派不相信大力倡导 “去复兴党化” 的新政权能够

代表他们的利益ꎬ 因而愈发不信任中央政府ꎮ 在军事力量方面ꎬ 什叶派拥有

国家认可的民兵武装ꎬ 即人民动员部队 (ａｌ － Ｈａｓｈｄ ａｌ － Ｓｈａａｂｉ 或 ＰＭＦ)ꎬ 库

尔德人也拥有佩什梅加部队ꎬ 但伊拉克新政府却无视逊尼派武装的资金和武

器需求ꎮ④ 逊尼派力量遭遇的不平等待遇进一步离间了他们与中央政府的关

系ꎬ 教派矛盾衍生为中央与地区的对抗ꎬ 促进了诸如伊斯兰国等伊斯兰极端

组织的崛起ꎮ
第二ꎬ 逊尼派内部分歧严重ꎬ 无法有效动员群众参政议政ꎮ 伊拉克战争

后ꎬ 大批逊尼派领导人被边缘化ꎬ 其中一些或被驱逐至国外ꎬ 或被监禁ꎬ 客

观上造成逊尼派公民失去了参与政治进程的动力ꎮ 逊尼派内部在是否与中央

政府展开合作ꎬ 是否组建逊尼派政党联盟以凝聚力量等问题上矛盾重重ꎮ⑤

第三ꎬ 逊尼派与什叶派冲突暴力升级ꎮ 阿拉伯变局爆发后ꎬ 伊拉克逊

尼派控制地区随之出现了多起抗议活动ꎬ 激进分子渴望构建逊尼派的政治

话语体系ꎮ 伊拉克安全部队通过武装镇压的方式平息了抗议ꎬ 政府认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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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抗议者与 “基地” 组织有关ꎬ 将其作为恐怖分子抓捕审讯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
被 “伊斯兰国” 占领近一年的伊拉克北部重镇提克里特获得解放ꎬ 随即出

现了什叶派民兵的报复性杀戮事件ꎬ 并在提克里特公然抢劫和焚烧建筑

物ꎮ①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 人民动员部队在迪亚拉省焚烧逊尼派清真寺并袭击逊尼

派公民ꎮ②

伊拉克战争后ꎬ 逊尼派领袖将 “去复兴党化” 描绘成 “去逊尼派化”ꎬ③

认为 “去复兴党化 ” 已成为防止逊尼派力量参与公共事务的教派工具ꎮ 但从

根本上说ꎬ 复兴党被解散后ꎬ 逊尼派政治势力始终未能自发融入新的政府系

统ꎬ 与政府的关系长期处于合作和脱钩的循环往复之中ꎬ 而什叶派势力和库

尔德人则借机扩大了自身的政治影响力ꎮ 政治力量的逆转导致战后伊拉克逊

尼派陷入发展困境ꎬ 中央政府难以弹压教派冲突ꎬ 中央与地方势力此消彼长ꎬ
形成权力真空地带ꎬ 为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扩散提供了土壤ꎮ

(三) 加剧了中东域内安全局势的复杂性

伊拉克复兴党的垮台使得美国进一步确立了其在中东地区的霸权地位ꎬ
美国试图在伊拉克推广民主化改造ꎬ 但未能将战争的胜利成果转化为治理优

势ꎬ 最终为中东地区局势注入多重不稳定因素ꎮ④

第一ꎬ 以伊拉克复兴党倒台而肇始的美国 “大中东民主化” 成为阿拉伯

变局发生的远因ꎮ 在中东地区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ꎬ “强人政治” 扮演着重

要角色ꎬ 正如萨达姆之于伊拉克、 卡扎菲之于利比亚ꎮ 这一类型的领导人在

执政过程中致力于塑造个人 “魅力型统治”ꎬ 依靠这种方式ꎬ 其执政初期政府

往往能够最大化地凝聚力量ꎬ 有效地创制政策ꎬ 大力推进国家建设ꎮ 但 “魅
力型统治” 的塑造与高度个人集权相伴而生ꎬ 权力日渐收拢于一人之手ꎬ 国

内政治生态长期处于受压制状态ꎮ 领袖处于统治核心ꎬ 其部落、 家族亲信紧

密团结在领袖身侧ꎬ 反对派受到排挤和打压ꎮ⑤ 僵化的政治体制造成国家发展

陷入 “不动则僵ꎬ 动则生乱” 的两难境地ꎮ 因此ꎬ 民众迫切渴望统治者正视

社会改革诉求ꎬ 切实采取行动ꎮ 美国占领伊拉克后ꎬ 照搬欧美经验ꎬ 对伊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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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进行西方式的 “民主化改造”ꎮ 虽未能成功完成民主改造的任务ꎬ 但不可否

认ꎬ 伊拉克复兴党的垮台使得中东反美势力不再是铁板一块ꎮ① 美国以伊拉克

为缺口ꎬ 瓦解了阿拉伯民族主义ꎬ “自由ꎬ 民主” 的呼声逐步响彻整个中东地

区ꎮ 肇始于 ２０１０ 年底的阿拉伯变局ꎬ 由突尼斯起始ꎬ 迅速波及整个中东地

区ꎮ 阿拉伯变局的发生ꎬ 造成突尼斯、 埃及、 利比亚等国政权更迭ꎬ 中东局

势再度陷入失序的窘境ꎮ 究其根源ꎬ 伊拉克复兴党垮台后ꎬ 外部势力过度介

入中东事务正是搅乱地区局势的罪魁祸首ꎮ
第二ꎬ “伊斯兰国” 借势兴起ꎮ 对中东地区局势而言ꎬ 伊拉克复兴党政权

的垮台使得中东地区政治势力面临重新整合ꎬ 域内不稳定因素陡增ꎬ 恐怖主

义滋生ꎮ 最具代表性的即是 “伊斯兰国” 利用叙利亚、 伊拉克乱局迅速崛起ꎬ
不仅威胁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国政权ꎬ 而且催生 “溢出效应”ꎬ 对地区和全球安

全构成挑战ꎮ 自 ２０１３ 年始ꎬ “伊斯兰国” 陆续占领了伊拉克安巴尔省和尼尼

微省的大片地区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ꎬ “伊斯兰国” 武装人员占领了伊拉克第二大

城市摩苏尔ꎬ 随后又逼近巴格达和埃尔比勒市郊ꎮ 之后ꎬ 以美国为首的国际

联盟开始对 “伊斯兰国” 进行武装清剿ꎮ ２０１７ 年ꎬ 伊朗总统鲁哈尼宣布 “伊
斯兰国” 已被剿灭ꎮ 但时至今日ꎬ 其残余力量仍在中东地区流窜ꎬ 威胁地区

安全ꎮ 巅峰时期的 “伊斯兰国” 实际控制了大约 ９ 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数百

万人口ꎬ 吸引数万名外籍战士加入其中ꎬ 并建立了必要的基础设施ꎮ② “伊斯

兰国” 是 “九一一” 事件以来占有资源最充足、 意识形态最强大的极端恐怖

组织ꎮ 伊拉克复兴党垮台所形成的权力真空不仅为 “伊斯兰国” 组织的壮大

提供生存空间ꎬ 同时变相为其发展提供了人力支持ꎮ “伊斯兰国” 的前身实质

上是 “基地” 组织的分支ꎬ 在伊拉克长期存在ꎬ 复兴党垮台后该组织动员大

批前复兴党军官加入ꎮ③ 这些军官由于 “去复兴党化” 的影响ꎬ 被排除在伊

拉克政治重建进程之外ꎬ 因此选择加入 “伊斯兰国” 谋求生存ꎬ 实现政治抱

负ꎮ 他们加入后迅速成长为 “伊斯兰国” 的骨干力量ꎬ 多数人进入组织的安

全、 军事、 财政等核心部门供职ꎬ 为 “伊斯兰国” 带来了前复兴党的管理模

７７

①
②

③

[伊拉克] 阿卜杜贾布尔艾哈迈德阿卜杜拉著: 前引书ꎬ 第 ２６７ 页ꎮ
Ｈａｌ Ｂｒａｎｄｓ ＆ Ｐｅｔｅｒ Ｆｅａｖｅｒꎬ “Ｗａｓ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ＩＳＩＳ Ｉｎｅｖｉｔａｂｌｅ?”ꎬ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Ｖｏｌ ５９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７ꎬ ｐ １０
Ｈｏｍｅ Ｏｆｆｉｃｅꎬ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Ｎｏｔｅꎬ Ｉｒａｑ: Ｂａａｔｈｉｓｔｓꎬ ２０２０ꎬ ｐ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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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情报运作模式、 军事训练模式等核心技术ꎮ① 同时ꎬ 他们提供了走私贸易

的基本渠道ꎬ 这些走私渠道多为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伊拉克复兴党为逃避国际制

裁而发展起来ꎬ 如今再度为伊斯兰国的非法石油贸易提供了便利ꎬ 使 “伊斯

兰国” 获得了较为稳定的经济收入ꎮ②

第三ꎬ 伊拉克复兴党倒台后的难民潮增加了中东国家的治理难题ꎮ 现代

中东地区共经历过 ３ 次大规模难民潮: 数次中东战争后形成的巴勒斯坦难民、
伊拉克战争后形成的伊拉克难民ꎬ 以及叙利亚内战后形成的叙利亚难民ꎮ 这

些难民为求生存ꎬ 不得已逃往邻国或欧美国家ꎬ 形成外溢效应ꎮ 在缺乏物质

财富的情况下ꎬ 难民面对国家剧变备感无措ꎬ 在意识形态上难以融入新的国

家ꎬ 他们的到来为地区注入了一种潜在的不稳定因素ꎮ③ 为此ꎬ 中东各国政府

针对难民问题也采取了一系列应对之策ꎬ 试图消弭由于身份认同问题引发国

家解构的风险ꎮ
第四ꎬ 伊拉克战争后的中东地区形成了鲜明的什叶派弧形带ꎮ 伊拉克复

兴党执政时期ꎬ 逊尼派掌握党内领导权ꎬ 因而叙利亚、 伊朗作为什叶派政权

的代表始终与伊拉克摩擦不断ꎮ 复兴党垮台后ꎬ 伊拉克新政府转为什叶派主

导ꎬ 迅速改善了同叙利亚及伊朗的外交关系ꎮ 伊拉克西邻叙利亚ꎬ 东接伊朗ꎬ
以其为桥梁ꎬ 加上叙利亚的邻国黎巴嫩ꎬ 中东地区的四大什叶派国家得以顺

利联通ꎬ 真正构成了状如新月的 “什叶派弧形带”ꎬ 对中东地区政治格局和地

缘政治均产生较大影响ꎮ
(四) 美国主导的中东秩序深度演化

伊拉克复兴党垮台后ꎬ 美国试图将伊拉克改造为地区民主化样本ꎬ 但最

终并未实现 “由乱到治” 的改变ꎮ 国内矛盾、 地区分化的问题在战后走向复

杂化ꎬ 外溢效应最终影响了战后全球安全局势的演变ꎮ
第一ꎬ 美国单方面绕开联合国ꎬ 以反恐为名清除复兴党政权ꎬ 实质上暴

露了其霸权主义行径ꎬ 严重损害其国际形象ꎬ 但实现了控制中东的目的ꎮ “九
一一” 事件后ꎬ 美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情ꎬ 因此其高举反恐大旗所发

动的阿富汗战争ꎬ 得到了许多国家的支持响应ꎮ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ꎬ 彻底展

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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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美国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清除反美政权的真实目的ꎬ 使美国饱受诟病ꎮ 不

可否认ꎬ 伊拉克复兴党政权垮台后ꎬ 伊拉克成为美国推行中东战略的桥头堡ꎬ
被美国改造为坚实的盟友ꎬ 从而使得美国势力在中东得以全面渗透ꎬ 并长期

干预地区事务ꎮ①

第二ꎬ 中东反美主义思潮更为严重ꎮ 由于起初的政策误判ꎬ “去复兴党

化” 进一步加剧了伊拉克安全形势的混乱ꎮ② “去复兴党化” 的推行导致伊拉

克社会大规模的失业ꎬ 原有的精英阶层被清除出国家领导层ꎬ 公务员系统、
国家安全系统面临大换血ꎮ 这种社会阶序的重置破坏了伊拉克战后重建的基

础ꎬ 并制造了更多的反美斗士ꎮ 尽管美国收获了亲美的伊拉克政府ꎬ 但多数

伊拉克民众将社会矛盾归咎于美国的武装干涉ꎬ 反美情绪日益高涨ꎬ③ 美国不

仅未能在伊拉克求得民主改造的突破ꎬ 反而付出了惨痛代价ꎮ④ 美国在伊拉克

驻军期间ꎬ 针对美军的袭击时有发生ꎬ 高昂的军费开支、 不可挽回的生命代

价使得美国民众不再相信政府鼓吹的 “大中东民主化” 改造ꎬ 要求美国撤军

的抗议频发ꎮ 因此ꎬ 美国选择从伊拉克撤军ꎮ
第三ꎬ 美国与欧盟、 俄罗斯关系裂痕加大ꎮ ２０ 世纪初期ꎬ 欧洲国家和俄

罗斯在中东地区势力范围明确ꎬ 双方素来在中东有自己的利益主张ꎮ 美国多

年来奉行单边主义立场ꎬ 罔顾欧盟国家的利益需求ꎬ 使得美欧的矛盾愈加表

面化ꎬ 深层隔阂日益凸显ꎮ 作为美国战略盟友的法国和德国ꎬ 反对美国对伊

拉克开展军事行动ꎮ 伊拉克战争后ꎬ 法、 德主导的欧盟无视已成立的北约组

织ꎬ 建立了自己的快速反应部队ꎬ 要求美国重新审视双方合作中的利益考

量ꎮ⑤ 对于俄罗斯而言ꎬ 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使得俄、 美立场进一步对立ꎮ 美国

完成对阿富汗、 伊拉克的军事占领ꎬ 扩大自身势力的同时挤压了俄罗斯在中

东地区的施展空间ꎮ 同时ꎬ 美国对伊拉克军事行动的成功意味着伊拉克的石

油资源把持在美国手中ꎬ⑥ 后者可以更便捷地操控国际油价ꎮ 对俄罗斯而言ꎬ

９７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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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 塔哈努瓦里亚西姆著: «美国对伊拉克战争» (阿拉伯文)ꎬ 阿拉伯科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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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出口占国民经济比重较大ꎬ 油价的涨跌直接影响俄罗斯的经济能否正常

运转ꎮ 因而ꎬ 伊拉克复兴党垮台后ꎬ 美、 俄在中东事务、 国际油价上的矛盾

必将长期存在ꎮ

五　 结语

伊拉克复兴党兴衰成败的历史变迁既具有世界各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

的普遍性ꎬ 也具有阿拉伯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性ꎬ 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流变

史上也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ꎮ 因此ꎬ 时值中国共产党成立 １００ 周年之际ꎬ 对

该议题进行研究ꎬ 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ꎮ 就伊拉克复兴党产

生的历史渊源来说ꎬ 它本身是反对外来压迫的产物ꎬ “它是借西方标准和价值

观来与西方进行斗争的”ꎮ① 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是一种反抗的情绪ꎬ 反抗

外来压力和争取民族解放是激活民族主义情绪的重要基因ꎮ② 然而ꎬ 随着反殖

等历史任务的完成ꎬ 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面临着理论基础重构、 奋斗目标

重塑和历史任务重定等诸多命题ꎮ
第一ꎬ 尽管后冷战时代的伊拉克复兴党民族主义在政治发展、 经济变革

和国际关系等层面都进行了调整和变革努力ꎬ 但是从理论命题的实践后果来

说ꎬ 离全球化发展预定的客观需求目标还很遥远ꎮ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ꎬ 民族

主义只有在打动大众心弦、 为特定的社会集团和阶层所接受并深受鼓舞时ꎬ
才能扎下根来ꎮ 但两伊战争、 海湾战争后的复兴党在实践层面上表现为发展

不自觉性、 对民众的强迫性、 文化内涵先天不足的表象ꎻ 在理论层面则渗透

出缺乏凝聚力、 兼容力和更新机制的特征ꎮ 逊尼派和什叶派矛盾、 阿拉伯民

族和库尔德民族冲突、 阿拉伯民族主义和伊拉克国家主义等族裔冲突大漩涡

与民族认同危机成为伊拉克复兴党高度紧张敏感的政治话题ꎮ
第二ꎬ 虽然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了伊拉克复兴党政权ꎬ 结束了复兴

党在伊拉克 ３０ 多年的统治ꎬ 但是ꎬ 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复兴党民族主义在伊

拉克丧失政权的合法性并不意味着这一理论的失败与破产ꎬ 叙利亚复兴党的

继续执政证明它不会从此告别阿拉伯政治舞台ꎮ 这也昭示着在政治民主化、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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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世俗化的宏观背景和大趋势下ꎬ 复兴党民族主义应该不断

完善改进自己的理论ꎬ 以适应社会的不断发展与变化ꎮ
第三ꎬ 作为想象的共同体ꎬ 复兴党意识形态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还会继

续下去ꎮ 盖尔纳曾经指出: “民族主义不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ꎬ 民族主义发

明了原本不存在的民族ꎮ”① 这一提法尽管略显粗暴ꎬ 但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一

定的合理性ꎮ “谁是阿拉伯人” 的定义ꎬ 首先是一种文化认同ꎬ 并不是宗教性

质ꎮ “阿拉伯社会” 是指说阿拉伯语、 采用阿拉伯文化、 自觉感到属于阿拉伯

民族的特定组织ꎮ 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领导人中有一些并不是穆斯林ꎮ② 复兴党

作为一种概念ꎬ 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像则是活生生的民众与具有边界的国家ꎬ
其主张阿拉伯民族统一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尽管已经变得不切实际ꎬ 但作为民

众的想象会一直印在阿拉伯民众的脑海之中ꎬ 并深刻规范着中东民族主义的

发展轨迹与方向ꎮ
作为既是历史的宿命也是经由语言想象出来的共同体ꎬ 在中东社会主义

运动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复兴党自身表现为既是开放的ꎬ 也是封闭的ꎮ 民族

主义既不是凯杜里所描述那样非理性、 狭隘的、 仇恨的和破坏性的ꎬ 也不像

安东尼史密斯所认为具有巨大的人道化与文明开化作用ꎬ 而是具有双重

性ꎮ③ 实际上ꎬ 复兴党作为指导政治运动的意识形态ꎬ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

史条件下可以与不同的奋斗目标的行为体相结合ꎬ 体现出不同的内容ꎮ 民族

主义意识形态不是繁荣的保证书ꎬ 或者是可信任的好政府的保证书ꎮ④ 它像一

条政治上的 “变色龙”ꎬ 能够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而随时改变自己的颜色ꎮ 复

兴党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中也将表现出这种双重性特征: 一方面ꎬ 它在叙利亚

继续执掌政权ꎬ 对中东局势产生影响ꎻ 另一方面ꎬ 它受到遏制ꎬ 影响具有一

定的局限性ꎬ 并会做出一些适应性的调整ꎮ 民族间的互动、 民族意识的生长

和衰微、 民族主义的崛起和下降ꎬ 正是全球化过程赖以表现的基本事实和对

民族主义进行挑战的基本形式ꎮ 复兴党在未来发展中应该用开放的心态与其

他文明思潮交往ꎬ 融入全球化文明的大潮ꎮ

１８

①
②

③
④

[美国]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 前引书ꎬ 第 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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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７ꎬ ｐ ６２
[印度] 帕尔特查特吉著: 前引书ꎬ 第 １１ 页ꎮ
[英国] 埃里凯杜里著: 前引书ꎬ 第 １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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