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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黎巴嫩的教派分权体制是中东地区协和式民主政体的典

型代表ꎬ 德鲁兹派在这一体制的起源与形成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ꎮ
１９４３ 年独立以来ꎬ 黎巴嫩的协和式教派政体经历了 “建立 － 维系 － 崩

溃 －重建” 的完整循环ꎮ 受限于制度固有缺陷、 外部政治环境、 教派

内部政治动力及独特历史经验等因素的复杂影响ꎬ 黎巴嫩德鲁兹精英的

政治参与模式也经历了由体制内传统派系政治、 体制外激进左翼政治、
国家崩溃时期的教派武装割据ꎬ 最终回归体制内教派政治的循环ꎮ 黎巴

嫩德鲁兹派的案例表明ꎬ 协和式政体设计虽能基本保障少数族裔群体的

政治参与ꎬ 但由于多重原因在稳定性方面存在重大隐患ꎬ 其经验教训值

得中东多族群国家在危机解决、 体制重建中适当借鉴ꎮ
关 键 词　 协和式民主　 教派分权制　 黎巴嫩　 德鲁兹派　 政治参

与　 政治稳定

作者简介　 李海鹏ꎬ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博士后 (北
京　 １００８７１)ꎮ

自 ２０１０ 年底中东变局以来ꎬ 随着中东地区传统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态发生

剧变ꎬ① 寻求某种能够整合并表达多元宗教、 族裔、 社会群体利益的政治体制

或制度安排ꎬ 已成为中东多族群国家所面临的最迫切政治挑战之一ꎬ 这一点

对于尚在寻求危机解决方案的叙利亚、 也门等国而言尤其如此ꎮ 在这一背景

下ꎬ 作为中东政治文化多元性最典型案例的黎巴嫩及其制度设计也再次进入

７６

① 唐志超: «中东新秩序的构建与中国作用»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６７ ~ ６９ 页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了研究者的视野ꎮ
黎巴嫩是中东地区教派、 族裔构成最为复杂的多族群国家之一ꎮ 当前得

到黎巴嫩政府官方承认的教派或族裔群体共 １８ 个ꎬ 但就人口规模、 政治影

响、 历史作用而言ꎬ 基督教马龙派、 伊斯兰教逊尼派、 什叶派ꎬ 以及德鲁兹

派构成了黎巴嫩国内最重要的四大政治力量ꎬ 这四大教派间的互动很大程度

上塑造了黎巴嫩国家形成及政治制度建构的进程ꎮ 现代黎巴嫩的政治体制通

常被称为 “教派体制” 或 “教派分权体制”ꎬ 而在政体理论、 民主政体类型学

中ꎬ 黎巴嫩则被政治科学家公认为 “协和式民主” (ｃｏｎ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的典型案例ꎮ 根据美国政治学家阿伦利普哈特 (Ａｒｅｎｄ Ｌｉｊｐｈａｒｔ) 的定义ꎬ 协

和式民主政体有四大特征: 各社群精英组成的大联盟政府ꎻ 相互否决原则ꎻ
在政治代表、 公职任命和公共财政配置方面的比例制原则ꎻ 各社群在内部事

务方面享有高度自治ꎮ① 那么ꎬ 在黎巴嫩协和式教派政体框架内ꎬ 各主要社会

集团是否都实现了有效的政治参与? 其中少数族群的利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体

现? 这一制度设计的运行情况和稳定性又如何? 是否可以作为周边国家在政

治改革甚至危机解决中借鉴、 效仿的模板? 鉴于德鲁兹派在近现代黎巴嫩政

治进程中的重要角色和独特地位ꎬ 本文将聚焦于独立后德鲁兹精英政治参与

的表现及其历史变迁ꎬ 进而考察协和式制度设计对精英政治参与及政体稳定

性的影响ꎬ 以期回应当前中东多族群国家所面临的危机解决、 制度设计与政

治稳定等现实与理论关切ꎮ

德鲁兹派与黎巴嫩教派分权政治体制的确立

黎巴嫩现代国家及其教派分权体制的形成ꎬ 是黎巴嫩独特的社会文化生

态、 各教派政治精英政治利益、 文化认同相互碰撞ꎬ 以及欧洲殖民势力在该

地区长期争夺、 博弈的综合产物ꎮ 在这一复杂的发展演化进程中ꎬ 德鲁兹派

一直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ꎮ 德鲁兹派由什叶派伊斯玛仪支派裂变而来ꎬ
其渊源可追溯至 １１ 世纪初期一个以神化法特梅王朝哈里发哈基木比艾姆

里拉 (９９６ ~ １０２１ 年在位) 为核心信条的膜拜团体ꎮ 至奥斯曼帝国时期ꎬ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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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兹派已定型为一个基于山区定居农业村落中氏族亲缘纽带、 具有世俗 － 宗

教双重权威结构、 带有强烈异端色彩的信仰 － 血缘群体ꎮ 当前ꎬ 中东地区德

鲁兹派人口总数约 ９６ 万ꎬ 分布于叙利亚、 黎巴嫩、 以色列、 约旦等四国ꎮ 黎

巴嫩德鲁兹派人口总数约 ３５ 万ꎬ 占黎巴嫩总人口的 ５ ６％ ꎬ① 主要分布于黎巴

嫩山省的马腾、 巴耳卜达、 阿莱、 舒夫ꎬ 纳拜提耶省的麦尔季欧云 － 哈斯拜

亚、 贝卡省的拉什亚等 ６ 个次级行政区以及贝鲁特市ꎮ 尽管人口规模有限ꎬ
但是德鲁兹派在黎巴嫩政治发展进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ꎮ

麦耳尼家族统治时期 (１５１６ ~ １６９７ 年)ꎬ 德鲁兹封建领主集团一直是黎

巴嫩山地区主导性的政治、 军事力量ꎮ 谢哈卜王朝 (１６９７ ~ １８４２ 年) 中后

期ꎬ 基于一系列复杂的内外部因素ꎬ 基督教马龙派在人口规模、 经济实力、
政治组织能力、 外部资源等方面逐渐取得全面优势ꎬ 德鲁兹封建领主阶层的

政治主导权受到严重挑战ꎬ 双方矛盾最终爆发为 １８４１ 年、 １８４５ 年和 １８６０ 年 ３
次德鲁兹教派与马龙派教派的冲突ꎮ 奥斯曼政府和欧洲列强为协调两教派间

的利益冲突ꎬ 先后设计了 １８４５ 年 «沙基卜条例» 框架以及 １８６４ 年 «组织条

例» 框架ꎬ 黎巴嫩山地区的政治组织形态也先后经历了过渡时期的 “两自治

县” (１８４５ ~ １８６０ 年) 和国际共管下的 “黎巴嫩山自治省” (１８６１ ~ １９１５ 年)
两个阶段ꎮ 两自治县和自治省时期ꎬ 黎巴嫩教派政治的 ３ 条核心原则———人

口教派认同的政治化、 行政司法职位分配的比例制原则、 教派比例性的选举

制度已基本成型ꎬ 德鲁兹派和马龙派在这一进程中扮演了核心角色ꎮ
法国委任统治时期 (１９２０ ~ １９４３ 年)ꎬ 黎巴嫩作为现代国家的雏形及其

教派分权体制最终得以确立ꎮ 一方面ꎬ 法国委任统治政府在 １９２６ 年宪法中将

作为自治省政治遗产的政治教派主义原则与欧洲式的议会制宪政框架结合起

来ꎬ 奠定了现代黎巴嫩的协和式教派分权政体ꎻ 另一方面ꎬ 法国委任统治政

府将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黎巴嫩沿海城市、 贝卡谷地、 阿米勒山等地区并入

其新成立的 “大黎巴嫩”ꎬ 既划定了现代黎巴嫩的地理范围ꎬ 也极大改变了这

一新政体内的权力结构: 至少自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起ꎬ 逊尼派与马龙派精英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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绕政治经济利益、 对外关系、 文化认同等方面的斗争ꎬ 构成了 “大黎巴嫩”
政治生活的主线ꎬ 德鲁兹精英政治影响力则遭到极大削弱ꎮ 此外ꎬ 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期战场局势的变化以及英、 法殖民帝国在黎巴嫩的争夺ꎬ 主导了黎

巴嫩国内权力斗争的进程ꎬ 最终塑造了战后黎巴嫩国内的权力分配格局及作

为其制度保障的宪政框架——— «民族宪章»ꎮ
１９４３ 年的 «民族宪章»、 独立后经修订的黎巴嫩 «宪法» 以及 １９５０ 年

«选举法»ꎬ 共同构成了黎巴嫩协和式教派政体的最终形态ꎮ 首先ꎬ 在制度设

计层面ꎬ «民族宪章» 确立教派分权的政治体制ꎬ 其中 “共和国总统为马龙

派ꎬ 议长为什叶派ꎬ 总理为逊尼派ꎻ 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在议会议席的比例

是 ６∶ ５”ꎮ① 其次ꎬ 修订后的黎巴嫩宪法继续保留了法国委任统治政府设计的

总统制政体ꎬ 同时维持了对各教派在宗教、 文化领域的广泛自主权ꎬ 具体由

黎巴嫩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将各教派传统的司法、 宗教机制加以系统化和制

度化ꎮ 最后ꎬ 与教派分权的政体设计相对应ꎬ 独立后的黎巴嫩政府自 １９５０ 年

«选举法» 以来延续了自治省和委任统治时期教派比例代表制的选举机制ꎮ 可

见ꎬ 精英集团的大联盟性质、 政治代表的比例制原则、 各区块在社群事务中

的自主权等协和式政体的要素ꎬ 在黎巴嫩教派政体中基本俱全ꎮ 然而ꎬ 正如

后文将表明的ꎬ «民族宪章» 版本的黎巴嫩教派分权体制绝非协和式民主的完

美范本ꎬ 这一制度设计的特性和缺陷也将成为我们理解黎巴嫩政治精英行为

模式乃至政治稳定性的关键ꎮ

现代黎巴嫩政治进程中德鲁兹派的政治参与

在战后黎巴嫩复杂的政治进程中ꎬ 受国内政治力量平衡、 外部地缘政治

环境、 教派内部派系竞争乃至政治精英个人动机等因素影响ꎬ 黎巴嫩德鲁兹

精英的政治参与模式经历了 ４ 次明显转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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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ｒｉｓｈ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６ꎬ ｐ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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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传统家族政治转向现代政党政治、 泛阿拉伯政治 (１９４３ ~ １９５８ 年)
黎巴嫩独立初期ꎬ 以奈琪拉琼布拉特、 麦吉德艾尔斯兰为首的德鲁

兹琼布拉特和雅兹别克两大派系重要领袖基本延续了传统家族政治的参与模

式ꎬ 以教派领袖传统权威作为主要权威来源ꎬ 组织形态上主要依靠带有明显

地域性、 教派性的庇护网络ꎬ 国内政治层面注重与传统教派精英集团特别是

马龙派领袖的合作ꎮ 究其原因ꎬ 首先ꎬ «民族宪章» 框架内马龙派和逊尼派在

权力平衡中占有明显优势ꎬ 德鲁兹派精英很难摆脱在全国性政治中的依附性

角色ꎮ 其次ꎬ 黎巴嫩独立后的选举机制进一步挤压了德鲁兹精英的政治自主

性ꎬ 德鲁兹派领袖必须通过与同选区内其他教派领袖达成政治联盟ꎬ 才能确

保自身的选举利益和政治影响ꎮ 最后ꎬ 在教派内派系政治层面ꎬ 独立后雅兹

别克派系成为比沙拉扈里政府 (１９４３ ~ １９５２ 年在任) 重点依赖的德鲁兹政

治力量ꎮ 可以说ꎬ 正是出于对雅兹别克派系主导地位、 体制内德鲁兹派边缘

化地位ꎬ 尤其是马龙派 － 逊尼派权力垄断的不满ꎬ 一支以卡迈勒琼布拉特

为代表的激进政治力量在琼布拉特派系内部逐渐崛起ꎬ 最终极大改变了黎巴

嫩德鲁兹派的政治参与模式ꎮ
诉诸现代意识形态政党的组织与动员功能ꎬ 是黎巴嫩德鲁兹派精英政治

参与模式转型的重要标志之一ꎬ 其主要推动者正是卡迈勒琼布拉特ꎮ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 １ 日ꎬ 琼布拉特在贝鲁特宣布建立社会进步党ꎬ 该党也迅速成长为战

后黎巴嫩最重要的本土左翼政党之一ꎮ 在意识形态层面ꎬ 社会进步党坚持世

俗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纲领ꎬ 明确提出在尊重信仰自由的前提下废除政治教

派主义体制ꎻ 在社会经济纲领层面ꎬ 社会进步党提出以社会主义的 ６ 条基本

原则作为解决黎巴嫩社会问题的最佳良药ꎻ 在组织结构层面ꎬ 参照列宁式政

党模式建立了 ３ 个层级的党组织结构ꎮ① 如上所述ꎬ 德鲁兹精英传统的政治参

与模式决定了其政治影响的地域、 教派局限性和依附性ꎬ 社会进步党的跨教

派性、 对社会中下层社会经济诉求的关注ꎬ 显然有助于琼布拉特超越上述种

种制度性限制ꎮ 在社会进步党建党初期 (１９４９ ~ １９５８ 年)ꎬ 该党带有社会主

义色彩的政治纲领成功吸引了黎巴嫩不同地区、 不同教派的大量工人、 小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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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下层贫民的支持ꎬ 最终帮助琼布拉特扩大了其在议会、 内阁中的影响

力ꎮ① 在教派内政治层面ꎬ 社会进步党的出现不仅扭转了琼布拉特派系在德鲁

兹派系平衡中的不利位置ꎬ 也推动了教派内政治动员机制由传统的领袖———
被保护人型庇护关系向政党型庇护关系转型ꎮ

同一时期ꎬ 以琼布拉特为代表的德鲁兹精英开始由内向型的、 保守的教

派政治转向外向型的泛阿拉伯政治ꎬ 这一转型有其特定的地区、 国内和教派

政治背景ꎮ 在地区局势方面ꎬ １９５５ ~ １９５８ 年ꎬ 随着冷战阴霾波及中东地区ꎬ
亲纳赛尔和亲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局面逐渐成形ꎬ 黎巴嫩夏蒙政府 (１９５２ ~
１９５８ 年在任) 摇摆于亲西方立场与中立立场之间ꎻ 在黎巴嫩国内ꎬ 面对纳赛

尔主义的强大影响ꎬ 黎巴嫩基督徒、 穆斯林民众乃至精英阶层陷入严重分裂ꎮ
然而ꎬ 最终推动琼布拉特走向夏蒙政府对立面的却是纯粹的教派性、 地方性

政治因素: 在德鲁兹派系政治中ꎬ 夏蒙政府公然扶植雅兹别克派系ꎬ 压制琼

布拉特派系ꎻ 在传统地方政治中ꎬ 夏蒙利用行政手段打击政敌琼布拉特ꎬ 致

使后者在 １９５７ 年议会选举中落败ꎬ 直接威胁到其家族在舒夫地区的传统领导

权ꎮ １９５７ 年议会选举后ꎬ 琼布拉特最终加入受埃及、 叙利亚支持的黎巴嫩反

对派阵营ꎬ 并在 １９５８ 年试图推翻夏蒙政府的黎巴嫩危机中扮演了关键角色ꎮ
可见ꎬ 琼布拉特转向泛阿拉伯政治并非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ꎬ 而是旨在

维护其个人、 家族、 派系政治利益ꎮ 自此ꎬ 黎巴嫩德鲁兹精英开始积极参与

阿拉伯地区政治ꎬ 地区及大国盟友关系成为其政治参与中的核心考量因素ꎮ
(二) 转向亲苏、 亲巴勒斯坦的激进左翼政治 (１９５８ ~ １９７７ 年)
１９５８ 年黎巴嫩危机后ꎬ 黎巴嫩国内政治平衡得以缓慢重建ꎬ 德鲁兹精英

短期内回归了传统家族政治的模式ꎮ 考虑到福阿德谢哈卜 (１９５８ ~ １９６４ 年

在任) 所推行的行政与社会经济改革、 温和亲纳赛尔的外交立场、 派系平衡

中对琼布拉特派系的优待ꎬ 至少至 ６０ 年代中前期卡迈勒琼布拉特对谢哈卜

主义集团都维持着 “积极拥护” 的立场ꎬ 满足于某种 “体制内改革派” 的角

色ꎻ 雅兹别克派系尽管处于劣势ꎬ 但同样得到吸纳ꎮ 然而ꎬ ６０ 年代中期ꎬ 尤

其是 １９６７ 年阿以战争以来ꎬ 琼布拉特与执政的谢哈卜主义集团却渐行渐远ꎬ
最终在 １９７０ 年黎巴嫩议会选举后彻底决裂ꎮ 这一过程中ꎬ 琼布拉特也逐渐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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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性地转向了亲苏、 亲巴勒斯坦的激进左翼政治ꎮ
琼布拉特转向激进左翼政治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对黎巴嫩左翼、 民族主

义政治力量的整合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以来ꎬ 黎巴嫩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弊

端开始显现ꎬ 黎巴嫩国内社会经济危机不断恶化ꎬ 新近迁居贝鲁特等大城市

的农村移民、 高校学生、 以逊尼派为主的城市下层贫民等三大群体日益政治

化、 激进化ꎬ 成为黎巴嫩左翼、 民族主义政党政治动员的重要对象ꎮ 在这一

背景下ꎬ 同时出于拓展跨教派政治影响、 巩固与苏联盟友关系、 扩大在议会

中的政治影响等考虑ꎬ 琼布拉特通过敏锐的意识形态转型、 针对上述社会弱

势群体的广泛动员ꎬ 完成了对黎巴嫩左翼和民族主义政党的整合ꎬ 于 １９７２ 年

成立了囊括黎巴嫩国内 １５ 个主要左翼、 泛阿拉伯主义政党的 “爱国进步政党

与力量阵线”ꎮ 琼布拉特转向激进左翼政治的另一重要表现是其与巴解组织间

密切的政治、 战略和军事盟友关系ꎮ １９６９ 年 «开罗协议» 后ꎬ 琼布拉特成为

巴解在黎巴嫩国内最重要的政治盟友ꎬ 并于 １９７２ 年被推选为 “支持巴勒斯坦

革命阿拉伯阵线” 总书记ꎬ 成为黎巴嫩国内亲巴勒斯坦势力领袖ꎮ 对琼布拉

特而言ꎬ 与巴解组织的盟友关系有助于提升其在黎巴嫩不同群体特别是穆斯

林民众中政治影响ꎬ 削弱传统领袖权威ꎬ 制衡基督教保守势力ꎮ 在巴勒斯坦

各武装团体的军事支持下ꎬ 琼布拉特所领导的黎巴嫩左翼———民族主义政党

联盟逐渐成为黎巴嫩国内一支潜在的强大军事力量ꎮ 在黎巴嫩政府与巴解组

织关系不断恶化的背景下ꎬ 凭借其与各巴勒斯坦团体的密切关系ꎬ 琼布拉特

在弗朗吉亚政府内的影响力不降反升ꎮ 内战爆发前夕ꎬ 琼布拉特已成功地集

黎巴嫩左翼———泛阿拉伯领袖、 巴解组织战略军事盟友、 苏联在黎巴嫩最重

要盟友等多重身份于一身ꎬ 其在黎巴嫩教派政体内的影响力趋于顶峰ꎮ
自 １９７５ 年黎巴嫩内战爆发伊始ꎬ 卡迈勒琼布拉特做出了对其个人政治

生涯乃至当代德鲁兹社群历史而言最重大的抉择: 与旧体制彻底决裂ꎬ 武力

推动体制变革ꎮ 早在 １９７５ 年 ８ 月ꎬ 琼布拉特便提出旨在废除黎巴嫩教派分权

体制的系统性改革方案ꎻ① 次年 ２ 月ꎬ 他最终拒绝由叙利亚政府提出的旨在对

黎巴嫩教派政体进行微调的 «宪法文件»ꎻ ３ 月ꎬ 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民

族运动军事力量的基础上ꎬ 他开始动用叛变的黎巴嫩政府军力量武力推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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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即１９７５ 年８ 月１５ 日发布的 «黎巴嫩政治体制改革过渡方案»ꎬ Ｓｅｅ ＳāｍīＤｈｕｂｙāｎꎬ Ａｌ －Ｈａｒａｋａｈ ａ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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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变革ꎬ 即便在 ４ 月叙利亚政府军正式介入、 阿萨德多次做出和解姿态的情

况下仍坚持如是ꎮ 琼布拉特之所以如此孤注一掷地坚持体制变革和 “军事解

决”ꎬ 从根本上来说ꎬ 首先是基于部分德鲁兹精英长期的政治被剥夺感ꎬ 而这

又与教派的独特历史经验密不可分ꎮ 自独立以来ꎬ 黎巴嫩德鲁兹精英就对其

作为 “被剥夺的建国者” 而遭受的 “系统性歧视” 怀有强烈不满、 对 «民族

宪章» 长期持质疑和批判立场ꎬ 至内战前夕最终爆发为要求体制变革的激进

立场ꎮ 其次ꎬ 就直接原因而言ꎬ 琼布拉特对当时黎巴嫩国内外政治环境的错

误解读ꎬ 使其做出了叙利亚不会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民族运动联军发动

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误判ꎬ① 他也因此将当时危机视为废除黎巴嫩教派分权体制

的绝佳机遇ꎮ 再次ꎬ 它是基于黎巴嫩德鲁兹社群以及其家族独特的历史经验ꎬ
琼布拉特对主要政治对手马龙派有一种特殊的敌意情结ꎬ 当后者越来越清晰

地成为其实现政治抱负过程中难以逾越的障碍时ꎬ 琼布拉特这种反马龙派的

教派主义情结也愈发强烈ꎮ② 最后ꎬ 在战略判断和教派情结之外ꎬ 个人权力欲

望也可能是一个重要因素ꎮ③ 应该说ꎬ 与麦吉德艾尔斯兰遵循的传统家族政

治相比ꎬ 内战前夕琼布拉特的激进左翼政治模式已取得巨大成功ꎮ 然而ꎬ 对

于黎巴嫩国内传统政治精英、 地区战略平衡乃至冷战格局而言ꎬ 琼布拉特迈

出的最后一步显然过于冒险: 既有利益丛结的强大惯性、 对多方战略利益的

误判、 盟友关系的脆弱性ꎬ 都决定了其武力推动体制变革的尝试必然以失败

告终ꎮ １９７７ 年 ３ 月ꎬ 琼布拉特遭不明身份的枪手伏击身亡ꎮ 随着内战的深入ꎬ
德鲁兹派以及黎巴嫩激进左翼政治的黄金时代也宣告结束ꎮ

(三) 国家崩溃、 军事割据背景下的教派政治 (１９７７ ~ １９９０ 年)
１９７５ ~ １９９０ 年内战期间ꎬ 随着黎巴嫩协和式教派分权政体的彻底瘫痪、

各教派民兵武装割据局面的固化、 行政与社会服务系统的崩溃以及国内社会

经济状况的恶化ꎬ 黎巴嫩陷入国家崩溃的梦魇ꎮ 特殊生存环境下维护教派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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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与生存的核心关切ꎬ 也决定了德鲁兹派精英的政治行为模式经历了剧烈转

向ꎮ 首先ꎬ 德鲁兹派意识形态政治迅速退潮ꎬ 政治生活军事化ꎮ 卡迈勒琼

布拉特之子瓦立德琼布拉特领导下的社会进步党迅速经历组织结构军事化、
基层招募扩大化、 教派化的过程ꎬ 由一个跨教派、 全国性的世俗政党迅速转

变为一个教派性、 地域性的准军事组织ꎮ 其次ꎬ 德鲁兹派政治精英放弃全国

性军事、 政治目标ꎬ 追求德鲁兹派割据区内的行政、 经济独立ꎮ １９８３ 年成立

的 “山区民事行政委员会” 逐渐填补了国家机器崩溃在社会服务、 教育、 治

安、 司法服务等领域遗留的空白ꎻ① 社会进步党民兵组织通过其垄断性经济活

动及庞大庇护网络ꎬ 主导着德鲁兹派控制区内的就业和经济生活ꎬ 教派性慈

善机构也在满足德鲁兹社群基本生活需求方面发挥了重要功能ꎮ② 再次ꎬ 在意

识形态方面ꎬ 德鲁兹教派由亲巴勒斯坦的左翼政治话语转向间接乃至公然的

教派主义宣传ꎮ 最后ꎬ 德鲁兹教派内部派系政治中合作与争夺并存ꎮ 在攸关

教派生存的关键时期ꎬ 如 １９８３ 年山区战役期间ꎬ 德鲁兹两大派系多次放弃政

治分歧、 达成谅解与合作ꎬ 同时瓦立德琼布拉特也充分利用其军事、 民事

庇护网络挤压雅兹别克派系影响力ꎬ 延续乃至扩大了其家族在德鲁兹派系平

衡中的优势ꎮ
(四) 向传统教派政治的回归 (１９９０ 年至今)
经历长达 １５ 年的内战后ꎬ １９８９ 年 «塔伊夫协议» 基本重建了黎巴嫩协

和式教派分权政体ꎬ 但仅对权力分配格局做出部分调整ꎮ 根据该协议的制度

设计ꎬ 德鲁兹派所占议席比重几无变化ꎬ③ 且仍与国家最高权力职位无缘ꎮ 更

重要的是ꎬ «塔伊夫协议» 确立了叙利亚在黎巴嫩的全面主导地位ꎮ 鉴于塔伊

夫格局中德鲁兹派的边缘地位、 亲叙派的压倒性优势以及后冷战时期的地区

５７

①

②

③

Ｊｕｄｉｔｈ Ｐ Ｈａｒｉｋꎬ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Ｄｒｕｚ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ꎬ １９８３ －１９９０”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２９ꎬ Ｎｏ ３ꎬ Ｊｕｌｙ １９９３ꎬ ｐｐ ３８９ －
３９２

Ｎａｚｉ Ｒｉｃｈａｎｉꎬ “Ｔｈｅ Ｄｒｕｚｅ ｏｆ Ｍｏｕｎｔ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Ｃｌａｓｓ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ｐｏｒｔꎬ
Ｎｏ １６２ꎬ １９９０ꎬ ｐｐ １７ － ２９ꎻ Ｆｕａｄ Ｉ Ｋｈｕｒｉꎬ Ｂｅｉｎｇ ａ Ｄｒｕｚ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Ｄｒｕｚ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４ꎬ
ｐｐ １５９ꎬ １６６ － １７４

独立后ꎬ 德鲁兹派在黎巴嫩议会席位中所占比重情况如下: １９４３ ~ １９５１ 年: ４ / ５５ 席 (即在全

部 ５５ 个席位中占有 ４ 席ꎬ 占比为 ７ ２７％ )ꎻ １９５１ ~ １９５３ 年: ５ / ７７ 席 (６ ４９％ )ꎻ １９５３ ~ １９５７ 年: ３ / ４４
席 (６ ８２％ )ꎻ １９５７ ~ １９６０ 年: ４ / ６６ 席 (６ ０６％ )ꎻ １９６０ ~ １９７２ 年: ６ / ９９ 席 (６ ０６％ )ꎻ １９９２ 年至今:
８ / １２８ 席 (６ ２５％ )ꎮ Ｓｅｅ Ａｂｄｏ Ｉ Ｂａａｋｌｉｎｉꎬ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ｂａｎｏｎꎬ １８４２ － １９７２ꎬ
Ｄｕｒｈａｍꎬ ＮＣ: Ｄｕｋ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７６ꎬ ｐｐ ８５ꎬ １４１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政治格局ꎬ ２０００ 年前包括瓦立德琼布拉特在内的黎巴嫩重要德鲁兹领袖几

乎全部持亲叙立场ꎬ 他本人也成为叙利亚在黎巴嫩国内扶植的支柱性盟友之

一ꎮ 双方合作体现在黎巴嫩国内选举政治、 权力分享等诸多方面: 在 １９９２
年、 １９９６ 年议会选举中ꎬ 在叙利亚支持下黎巴嫩山省继续延用小选区制度ꎬ
从而确保琼布拉特在德鲁兹派聚居区的选举优势ꎻ 权力分享层面ꎬ 后内战时

期琼布拉特长期把持着黎巴嫩难民部部长一职ꎬ 难民部所控制的 “难民安置

中央基金” 实际成为琼布拉特维持、 拓展其庇护网络的重要资金来源ꎮ① 此

外ꎬ 在叙利亚主导时期ꎬ 黎巴嫩政府在重要立法、 行政乃至军事职位的分配

上更为彻底地贯彻了各教派间的 “比例性原则”ꎬ 且大幅增加了对包括德鲁兹

教派法庭在内的各教派宗教法庭的预算投入ꎮ 应该说ꎬ 在叙利亚一家独大的

局面下ꎬ 以琼布拉特为首的德鲁兹精英遵循着实用主义的政治策略ꎬ 已成为

受叙利亚支持的黎巴嫩教派精英网络的一部分ꎬ 享有可观的既得利益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５ 年ꎬ 琼布拉特与叙利亚政府及黎巴嫩国内亲叙利亚集团间的

关系却发生戏剧性转变ꎮ 一方面ꎬ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２ 年叙利亚政府权力更迭时期ꎬ
琼布拉特与巴沙尔阿萨德及黎巴嫩新任总统埃米勒拉胡德 (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７
年在任) 间关系迅速恶化ꎬ 既得利益受到严重威胁ꎻ 另一方面ꎬ ２００１ 年ꎬ 尤

其是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联合国安理会在美、 法两国推动下通过第 １５５９ 号决议之后ꎬ
中东局势持续向不利于叙利亚政府的方向发展ꎮ 在国内权力格局和外部地缘

政治环境变化的大背景下ꎬ ２０００ 年以来琼布拉特逐渐由亲叙利亚转向反叙利

亚立场、 由既得利益的传统教派精英转变为反叙利亚在黎巴嫩霸权的急先锋ꎬ
塔拉勒艾尔斯兰则转而成为叙利亚政府在黎巴嫩国内重点支持的德鲁兹领

袖ꎮ ２００５ 年 ２ 月 １４ 日哈里里遇刺事件后ꎬ 琼布拉特迅速成为黎巴嫩国内反叙

利亚、 亲西方的 “三一四集团” 的主要领袖之一ꎮ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叙利亚从黎

巴嫩撤军后ꎬ 黎巴嫩协和式教派政体运行的系统环境、 国内权力格局发生根

本性洗牌ꎬ 最终形成以逊尼派为首、 亲沙特、 亲西方的 “三一四集团”ꎬ 以

及以真主党为首、 亲叙利亚、 反美的 “三八集团” 两大阵营相对峙的局面ꎮ
对德鲁兹精英而言ꎬ 鉴于其与任何一方外部势力都不存在深刻的利益绑定ꎬ
且不受逊尼派———什叶派教派矛盾话语的绑架ꎬ 国内政治力量平衡、 国际及

６７

① Ｒｏｌａ ｅｌ － Ｈｕｓｓｅｉｎｉꎬ ＰａｘＳｙｒｉａｎａ: Ｅｌｉｔ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Ｌｅｂａｎｏｎꎬ Ｓｙｒａｃｕｓｅꎬ ＮＹ: Ｓｙｒａｃｕｓ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１１４ － １１５ꎻ Ｂａｓｓｅｌ Ｆ Ｓａｌｌｏｕｋｈ ｅｔ ａｌ ꎬ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ｅｃ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Ｌｅｂａｎｏ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ｌｕｔｏ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４６



从德鲁兹派政治参与解读黎巴嫩的教派分权政治体制　

地区局势走向就成为其调整政治立场的最主要根据ꎮ ２００５ 年春至 ２００６ 年夏ꎬ
面对空前的国际压力ꎬ 叙利亚及黎巴嫩国内亲叙利亚力量在政治角力中处于

守势ꎻ 同时考虑到真主党的军事力量、 人口扩张、 地区政治影响等方面对德

鲁兹派的威胁更为迫切ꎬ① 琼布拉特在这一阶段成为黎巴嫩国内反叙、 反真主

党阵营的急先锋ꎬ 雅兹别克派系则与之针锋相对ꎮ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黎以战争以来ꎬ
黎巴嫩国内、 地区力量平衡逐渐发生逆转ꎬ 最终体现为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真主党的

军事胜利及随后黎巴嫩两大集团签订的 «多哈协议»ꎮ 该协议签订后ꎬ 琼布拉

特已悄然开始远离其 “三一四集团” 盟友ꎮ ２００９ 年以来美 － 叙、 沙 － 叙关

系的迅速发生变化ꎬ 最终推动琼布拉特完成了其政治立场的根本转向: 在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三八集团” 倒阁事件中ꎬ 琼布拉特突然宣布支持真主党ꎬ 从

而也标志着他最终脱离 “三一四集团”、 转向倾向于 “三八集团” 的中

立立场ꎬ 在关键时刻成为决定国内政治力量平衡的关键筹码ꎮ
２００８ 年 «多哈协议» 以来ꎬ 黎巴嫩国内迟迟未能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政

治格局ꎬ 至 ２０１１ 年地区政治环境已再次发生剧变ꎮ 在沙特、 伊朗等地区大国

以及美、 俄角力的背景下ꎬ 叙利亚危机迅速滑向全面内战ꎬ 并在邻国黎巴嫩

引发多重 “溢出效应”ꎮ 对黎巴嫩的德鲁兹派精英而言ꎬ 叙利亚内战对黎巴嫩

国内教派力量平衡的影响、 极端伊斯兰主义势力的威胁以及在黎巴嫩国内陷

入僵局的政治进程中维护自身利益ꎬ 已成为其在政治决策中所考量的 ３ 个最

重要关切ꎮ ２０１１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初ꎬ 基于对中东地区政治气候、 叙利亚

战场走势的乐观评估ꎬ 尤其考虑到阿萨德政权对于维持真主党 － 叙利亚 － 伊

朗间复杂的军事训练、 情报共享、 武器运输网络而言至关重要的作用ꎬ② 刚刚

缓和与巴沙尔关系的琼布拉特再次回归强硬的反叙、 反真主党立场ꎬ 公然支

持叙利亚反对派ꎬ 呼吁叙利亚德鲁兹人加入反对派行列ꎻ 基于国内家族、 教

派政治的逻辑ꎬ 以塔拉勒艾尔斯兰、 韦埃姆瓦哈卜为首的雅兹别克派系

则延续了其亲叙立场ꎮ 然而ꎬ ２０１３ 年下半年以来ꎬ 鉴于推翻巴沙尔政府的前

７７

①

②

Ｈｉｂａ Ｂｏｕ Ａｋａｒꎬ “Ｃ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 Ｂｅｉｒｕｔ’ｓ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ꎬ Ｃｉｔｙ ＆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 ２４ꎬ Ｉｓｓｕｅ ２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１５０ － １７２ꎻ Ｂａｓｓｅｌ Ｆ Ｓａｌｌｏｕｋｈꎬ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ｉｎ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Ｌｅｂａｎｏｎ”ꎬ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３９ꎬ Ｎｏ ３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６４６ － ６５０

Ｅｒｉｋ Ｍｏｈｎｓ ＆ Ａｎｄｒｅ Ｂａｎｋꎬ “Ｓｙｒｉａｎ Ｒｅｖｏｌｔ Ｆａｌｌｏｕｔ: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Ａｘｉｓ?”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Ｖｏｌ ＸＩＸ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２６ －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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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不再明朗ꎬ “伊斯兰国”、 “努斯拉阵线” 等遵循 “定叛”① 原则的极端组织

对叙利亚、 黎巴嫩德鲁兹社群的现实威胁ꎬ 琼布拉特的立场已然发生微妙变

化: 在继续明确支持逊尼派反对派、 与之保持必要的沟通渠道的同时ꎬ 他开

始呼吁叙利亚德鲁兹派避免介入内战ꎻ 在黎巴嫩国内则缓和了与真主党的关

系ꎬ 支持黎政府军、 真主党对极端伊斯兰主义组织的军事打击ꎮ 在黎巴嫩国

内教派政治进程中ꎬ 德鲁兹派处境同样趋于艰难ꎮ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ꎬ 前任总统米

歇尔苏莱曼离职后ꎬ 黎巴嫩陷入长达 ２９ 个月的总统空缺危机ꎬ 在沙特 － 伊

朗地区博弈的大背景下 “三一四集团” 与 “三八集团” 无法达成共识是

危机持续的症结所在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ꎬ 琼布拉特提名亨利赫卢为总统候选人ꎬ
显然旨在使其本人控制的 １１ 人议会党团在两大集团间扮演 “胜负手” 的角

色ꎮ 然而ꎬ 随着黎巴嫩两大集团间的不平衡性迅速凸显ꎬ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哈里里

最终与真主党主导的 “三八集团” 达成妥协ꎬ 支持后者的候选人米歇尔
奥恩当选总统ꎬ 琼布拉特则最终被动地转向支持奥恩ꎮ 可以说ꎬ 在黎巴嫩国

内政局一家独大的背景下ꎬ 德鲁兹派已然失去了发挥政治平衡器的空间ꎮ 正

如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琼布拉特接受卡内基中东中心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Ｃｅｎｔｅｒ)
采访时所暗示的ꎬ 顺应当前的地区权力格局、 避免陷入教派冲突的泥潭、 在

现有政治框架内维护本教派的生存和政治利益ꎬ 已成为包括黎巴嫩德鲁兹派

在内的中东地区少数族裔所面临的最现实的选择ꎮ②

纵观黎巴嫩 ７０ 多年来的发展历程ꎬ 德鲁兹派一直是黎巴嫩国内政治生活的

重要参与者ꎬ 在黎巴嫩协和式教派政体中长期扮演着远超其人口规模的角色ꎮ
在这一漫长历史进程中ꎬ 国内政治力量平衡波动、 外部地缘政治环境变化、 教

派内部派系竞争等因素ꎬ 是推动黎巴嫩德鲁兹精英政治参与模式发生转型的重

要动力ꎮ

黎巴嫩协和式政治民主下教派分权制存在的问题

黎巴嫩教派分权制政治发展模式历经数十年的发展实践ꎬ 就效果而言ꎬ
黎巴嫩协和式教派政体对黎巴嫩精英政治参与及国家政治发展稳定性的影响

８７

①

②

“定叛” (ｔａｋｆīｒ) 意为 “判定 (或认定) 某人为不信道者或叛教者”ꎬ 参见陈嘉厚等: «现代

伊斯兰主义»ꎬ 经济日报出版社ꎬ １９９８ 年版ꎬ 第 １４９ 页ꎮ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Ｙｏｕｎｇꎬ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ｔｔｅｓｔ”ꎬ ｈｔｔｐ: / /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 ｍｅｃ ｏｒｇ / ｄｉｗａｎ / ６４５７４ꎬ ２０１６ －１１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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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复杂的ꎮ 在积极作用方面ꎬ １９４３ 年 «民族宪章» 框架将黎巴嫩国内主要的

社会集团都整合进国家政体框架之内ꎬ 避免了重要利益集团被排除的情况ꎬ
在 “民主” 层面满足了罗伯特达尔所谓的参与或包容性的尺度ꎻ① １９９０ 年ꎬ
作为内战危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ꎬ «塔伊夫协议» 版本的协和式教派政体再

次被诉诸实践并沿用至今ꎮ 在消极影响方面ꎬ «民族宪章» 形态的协和式教

派政体具有非常明显的固有缺陷和衍生性弊端ꎮ 如果我们细致考察上述因

素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ꎬ 就不难发现制度设计因素———在黎巴嫩的案例中

即表现为其教派分权制度的影响无处不在: 作为结构性因素ꎬ 制度设计对

黎巴嫩政治进程的走向施加着深层影响ꎬ 成为其他因素发挥作用的制度框

架ꎻ 同时ꎬ 这一设计又限制乃至塑造了政治精英的行为、 理性和互动方式ꎬ
由此直接或间接影响到黎巴嫩教派精英的政治参与乃至协和式政体本身的

稳定性ꎮ
(一) 教派分权制度设计的僵化与失衡

在协和民主模式的 ４ 个特征中ꎬ 利普哈特特别强调 “大联盟” 因素ꎬ 即

“大联盟” 中精英必要的态度和行为是协和民主得以构建和维系的先决条

件ꎮ② 而这一点恰是协和民主模式重大的理论缺陷之一: 由于协和式政体本身

并不能在精英间产生积极的合作动机ꎬ 精英间的合作常常是策略性的ꎬ 具有

先天的脆弱性ꎻ 比例制和相互否决权的原则ꎬ 反而可能加剧精英间的竞争ꎻ
制度性或非制度性因素导致的不平衡乃至排外性ꎬ 则极易造成精英联盟解

体ꎮ③ 上述理论批评在黎巴嫩的案例中都得到了印证ꎮ 黎巴嫩协和式教派政体

一方面是前独立时期黎巴嫩国家形成、 政体演化的历史遗产ꎬ 另一方面也是

英、 法、 埃、 叙等国在特定时期利益博弈的产物ꎬ 因此同时具有僵化和失衡

的特点ꎮ 具体表现为: 第一ꎬ 黎巴嫩教派分权体制是特定时期教派精英间利

益分配固定化、 合法化的结果ꎬ 因而既无法反映黎巴嫩国内长时段人口变化

９７

①

②

③

[美国] 罗伯特达尔: «多头政体: 参与和反对»ꎬ 谭君久、 刘惠荣译ꎬ 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０３
年版ꎬ 第 １６ ~ １７ 页ꎮ

Ａｒｅｎｄ Ｌｉｊｐｈａｒｔꎬ “Ｔｙｐ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ｓ”ꎬ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 １ꎬ Ｎｏ １ꎬ
Ａｐｒ １９６８ꎬ ｐｐ ２２ － ２４

Ｂｒｅｎｄａ Ｍ Ｓｅａｖｅｒꎬ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Ｐｏｗｅｒ － Ｓｈａｒｉｎｇ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Ｌｅｂａｎｏｎ”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１１５ꎬ Ｎｏ ２ꎬ Ｓｕｍｍｅｒ ２０００ꎬ ｐｐ ２５２ － ２５３ꎻ Ｓｉｍｏｎ Ｈａｄｄａｄꎬ “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ｔｏ 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ｔｈｎ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１９ꎬ Ｉｓｓｕｅ ３ － ４ꎬ Ｄｅｃ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３９９ － ４００ꎻ [英国] 米歇尔Ｅ布朗、 [法国] 苏米特甘古力: «亚太地区的政府政策和民族关

系»ꎬ 张红梅译ꎬ 东方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５０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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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趋势、 教派间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ꎬ 也无力回应新兴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

诉求ꎮ 基于路径依赖效应ꎬ 既得利益集团强烈倾向于维持现状ꎬ 边缘群体则

要求改变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ꎬ 最终造成政体运行的内部阻力不断增大ꎮ 第

二ꎬ 黎巴嫩是极少数在行政、 立法乃至军事机构的各个层级都严格遵循比例

制原则的国家ꎬ 即各层级政府公职在各教派间按人口比重分配ꎬ 且后内战时

期内阁更明确地贯彻了否决制原则ꎬ 作为结果ꎬ 有关政治资源配额的争夺一

直是教派间乃至教派内精英争夺的焦点ꎬ 否决制则使得黎巴嫩政府效率低下、
屡屡陷入政治死结ꎮ 第三ꎬ 更为危险的是ꎬ １９４３ 年 «民族宪章» 的权力分配

方案存在明显失衡ꎬ 马龙派总统所主导的行政机构控制着利益分享ꎬ① 其他教

派ꎬ 尤其是什叶派的利益则未得到有效表达ꎬ 从而为精英联盟的稳定性埋下

了极大隐患ꎮ 由此可见ꎬ 黎巴嫩国内政治稳定性欠佳———第一共和国(１９４３ ~
１９９０ 年) 时期经历两次内战ꎬ 第二共和国 (１９９０ 年至今) 时期政治危机不

断ꎬ 制度设计本身的缺陷难辞其咎ꎮ
制度设计的僵化与失衡对黎巴嫩各教派精英的政治参与模式同样产生了

重要影响ꎬ 既限定了不同政治角色间互动的框架ꎬ 又为其提供可利用的政治

机会ꎬ 甚至对特定群体的政治诉求产生影响ꎮ 第一ꎬ 僵化的教派体制很自然

地将新兴社会阶层、 边缘群体推向社会运动乃至现代政党组织ꎬ 在特定时期

为德鲁兹精英转向 “反体制” 政治提供了政治机会———卡迈勒琼布拉特依

托于社会进步党的政治活动ꎬ 对日益政治化的农民、 学生、 城市下层贫民的

动员与组织ꎬ 皆利用了教派政体的僵化性、 封闭性ꎮ 第二ꎬ 僵化的比例制原

则也决定了德鲁兹两大派系必然围绕有限的政治资源展开激烈争夺ꎬ 从而为

在教派政体中处于主导地位的马龙派总统或外部力量提供了操控的空间ꎬ 而

这种教派分权制框架内的教派内派系斗争在夏蒙 (１９５２ ~ １９５８ 年)、 谢哈卜

(１９５８ ~ １９６４ 年) 和叙利亚主导后期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５ 年) 表现得尤为明显ꎮ 第

三ꎬ 对德鲁兹精英而言ꎬ «民族宪章» 将德鲁兹派排除在总统、 总理、 议长等

３ 个最高权力职位之外ꎬ 意味着本教派未得到与其历史贡献相匹配的公正对

０８

① 独立后ꎬ 经过修订的黎巴嫩宪法第 ５３ 条规定: “总统有权任命和解职部长ꎬ 包括总理ꎮ 他有

权任命官员出任国家职位ꎬ 除非法律规定了其他任命方式ꎮ” 第 ５５ 条规定: “在经过内阁批准的情况

下ꎬ 总统有权在议会任期期满前颁布法令解散议会ꎮ” Ｓｅｅ Ｔｈｅ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Ａ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 ｂｙ Ｄｅｐｔ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ｅｉｒｕｔꎬ Ｂｅｉｒｕｔ: Ｋｈａｙａｔꎬ １９６０ꎬ ｐｐ ２１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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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ꎬ 成为 “被剥夺的建国者”ꎬ① 因而可以说ꎬ «民族宪章» 的制度设计直接

导致德鲁兹精英滋生政治被剥夺感ꎬ 这种不满情绪在前内战时期由马龙派主

导的政治框架内表现得尤为强烈ꎮ
(二) 选举制度的排他性

选举制度是黎巴嫩教派分权体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ꎬ 与黎巴嫩协和式教

派政体的运行与维系密不可分ꎮ 自 １９４３ 年独立至今ꎬ 黎巴嫩共经历了 １４ 次

议会选举ꎬ 其中 １９６０ 年 «选举法» 奠定了当前黎巴嫩选举制度的 ５ 个核心原

则和程序ꎮ 第一ꎬ 候选人按教派身份参与竞选ꎬ 即候选人根据个人教派身份ꎬ
竞争其所在选区内指定给其所属教派的特定议席数ꎻ 第二ꎬ 实行投票中 “一
人多选” 的原则ꎬ 即选民不论其教派如何ꎬ 可根据其所在选区内议席的教派

分配情况ꎬ 选择为本选区内的特定候选人或所有候选人投票ꎻ 第三ꎬ 选票形式

表现为 “一票多人”ꎬ 即选民在一张空白或事先印好的选票上为所有候选人或竞

选名单投票ꎻ 第四ꎬ 形成相对多数决制的计票方式ꎻ 第五ꎬ 选区划分数次经历

变更ꎬ 但 １９６０ 年以来基本保留了多名额 (２ ~８ 个议席) 小选区的特点ꎮ②

就其效果而论ꎬ “一人多选” 理论上保障了每名当选议员都代表了其选区

内各教派的所有选民ꎮ 然而ꎬ 鉴于对其他教派候选人的信息渠道不足ꎬ 普通

选民在选择非本教派候选人时ꎬ 常常受到本教派内候选人竞选宣传的影响乃

至左右ꎬ 其结果就是一方面同选区内不同教派的政治精英被迫组成临时的竞

选联盟ꎬ 以尽可能赢取其他教派民众的选票ꎬ 另一方面教派内部不同派系在

选举中常诉诸其他教派精英、 外部力量结盟的方式打击本教派政敌ꎬ 从而加

１８

①

②

Ｙｕｓｒｉ Ｈａｚｒａ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２２４ － ２２５ 由于与总统、 总理、 议长等 ３ 个黎巴嫩最高权力职位无

缘ꎬ 内战期间 (１９７５ ~ １９９０ 年) 黎巴嫩德鲁兹领袖多次提出建立一个由德鲁兹人担任议长的参议院:
１９８３ 年ꎬ “德鲁玆最高委员会” 发布一项政治改革方案ꎬ 其间提出建立一个穆斯林、 基督徒议席数相

同、 黎巴嫩六大教派代表权平等的参议院ꎬ 由德鲁玆成员担任议长ꎻ １９８５ 年 «三方协议» 的 “去教派

化” 改革方案ꎬ 同样提出建立一个由德鲁玆派议长领导的、 保留教派代表制的参议院ꎻ 参加 １９８９ 年塔

伊夫会议的议员中ꎬ 唯一健在的德鲁兹议员再次提出建立一个以德鲁兹议长为首的参议院ꎮ Ｓｅｅ Ａｓ’
ａｄ ＡｂｕＫｈａｌｉｌꎬ “Ｄｒｕｚｅꎬ Ｓｕｎｎｉ ａｎｄ Ｓｈｉｉｔ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ｉｎ Ｐｒｅｓｅｎｔ － Ｄａｙ Ｌｅｂａｎｏｎ”ꎬ Ａｒａｂ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 Ｖｏｌ ７ꎬ Ｎｏ ４ꎬ １９８５ꎬ ｐ ３４ꎻ Ｎａｗａｆ Ｓａｌａｍꎬ “Ｔａｉｆ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ꎬ ｉｎ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Ｈａｎｆ ＆ Ｎａｗａｆ Ｓａｌａｍ
ｅｄ ꎬ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ｉｎ Ｌｉｍｂｏ: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ｉｎ ａｎ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ꎬ Ｂａｄｅｎ － Ｂａｄｅｎ:
Ｖｅｒｌａｇｓｇｅｓｅｌｌｓｃｈａｆｔꎬ ２００３ꎬ ｐ ５１ꎻ Ｔｈｅｏｄｏｒ Ｈａｎｆꎬ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 ｉｎ Ｗａｒｔｉｍｅ Ｌｅｂａｎｏ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Ａ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Ｒｉｓｅ
ｏｆ Ａ Ｎａｔｉｏ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Ｌｅｂａｎｅ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ꎬ １９９３ꎬ ｐｐ ３０７ － ３０８ꎬ ５８５

自 １９９２ 年黎巴嫩议会选举起ꎬ 选民在其所在选区内改为跨教派的竞选名单、 而非独立的候选

人投票ꎬ 但仍保有选择该名单外候选人的权利ꎮ Ｓｅｅ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Ｍａｃ Ｑｕｅｅｎꎬ “Ｌｅｂａｎｏｎ’ｓ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ｓ Ｒｅｆｏｒｍ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ꎬ Ｖｏｌ ＸＸＩＩＩꎬ Ｎｏ ３ꎬ Ｆａｌｌ ２０１６ꎬ ｐｐ ７４ － 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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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了教派内竞争与碎片化ꎮ “一票多人” 则为教派精英买卖选票、 操纵选举提

供了极大便利ꎮ “简单多数决” 降低了选举结果的代表性ꎬ 同时也决定了选区

划分———因其决定了某一选区内的教派人口构成而成为影响选举结果的最重

要因素之一ꎮ 选举制度对黎巴嫩国内政治稳定性的影响是间接而微妙的ꎮ 一

方面ꎬ 选举为普通公民政治参与提供了机会ꎬ 理论上应有助于政治稳定ꎻ 另

一方面ꎬ 黎巴嫩的选举制度显然有利于既有的教派精英主导下的政治格局ꎬ
不利于新兴政党、 团体的兴起或全国性的政治动员ꎬ 同时选举原则与程序无

疑起到强化公民教派身份认同的作用ꎬ 后者则是黎巴嫩协和式教派政体的根

基ꎬ 就长期效果而言又显然不利于黎巴嫩的政治稳定ꎮ
相比之下ꎬ 黎巴嫩选举制度对教派精英的政治参与产生直接和明确的影

响: 它既限定了各教派间和教派内的政治互动模式ꎬ 也为各教派精英、 国家

元首乃至外部势力的政治操控留下了重要空间ꎮ 具体到德鲁兹派ꎬ 黎巴嫩选

举制度对德鲁兹精英的政治行为及采取的策略既形成限制ꎬ 又形成保护ꎻ 既

可能提供助力ꎬ 也可能施加阻遏ꎮ 前内战时期ꎬ 考虑到黎巴嫩德鲁兹派人口

几乎全部集中于黎中南部的 ６ 个地区ꎬ 但在上述任一地区又非绝对人口多

数ꎻ① 同时考虑到由马龙派总统主导的权力格局ꎬ 内战前德鲁兹精英的政治影

响力具有明显的地域性、 教派局限性和依附性ꎮ 卡迈勒琼布拉特在其政治

生涯中ꎬ 始终强烈呼吁修订现有选举法ꎬ② 正是出于突破上述权力困境的考

虑ꎮ 在黎巴嫩后内战时期ꎬ 考虑到跨教派意识形态政治的破产、 转向内阁制

后议会政治重要性的凸显ꎬ 以及什叶派、 逊尼派崛起的政治现实ꎬ 德鲁兹政

治精英开始竭力利用传统的选举机制ꎬ 维护本教派、 派系在黎巴嫩议会政治

乃至权力格局中的影响———瓦立德琼布拉特始终控制着一个 １０ ~ １２ 人左右

２８

①

②

黎德鲁兹派聚居的 ６ 个地区教派人口构成情况如下: (１) 在马腾ꎬ 德鲁兹派占当地人口总数

的 ３０％ ꎬ 马龙派占 ５１％ ꎻ (２) 在贝耳卜达ꎬ 德鲁兹派占当地人口总数的 １８％ ꎬ 马龙派占 ４８％ ꎻ
(３) 在阿莱ꎬ 德鲁兹派占当地人口总数的 ４６％ ꎬ 马龙派占 ２９％ ꎻ (４) 在舒夫ꎬ 德鲁兹派占当地人口

总数的 ３１％ ꎬ 马龙派占 ３４％ ꎬ 逊尼派占 ２２％ ꎻ (５) 在拉什亚ꎬ 德鲁兹派占当地人口总数的 ３７％ ꎬ 逊

尼派占 ２８％ ꎬ 希腊东正教派占 ２５％ ꎻ (６) 在麦尔季欧云ꎬ 德鲁兹派占当地人口总数的 １３％ ꎬ 什叶派

占 ４５％ ꎮ Ｓｅｅ Ｅｔｉｅｎｎｅ ｄｅ Ｖａｕｍａｓꎬ １９５５ꎬ ｑｕｏ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Ｃ Ｈｕｄｓｏｎꎬ Ｔｈｅ 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ｅｂａｎｏｎꎬ Ｂｏｕｌｄｅｒ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５ꎬ ｐ ２７

参见 １９４９ 年社会进步党章程及 １９７５ 年 «黎巴嫩政治体制改革过渡方案»ꎬ Ａｌ － Ｈｉｚｂ ａｌ －
Ｔａｑａｄｄｕｍī ａｌ － Ｉｓｈｔｉｒāｋīꎬ Ｍīｔｈāｑ ａｌ － Ｈｉｚｂ ａｌ － Ｔａｑａｄｄｕｍī ａｌ － Ｉｓｈｔｉｒāｋīꎬ Ｂａｙｒūｔ: [ ｓ ｎ ]ꎬ １９４９ꎬ ｐ ６８ꎻ
ＳāｍīＤｈｕｂｙāｎꎬ Ａｌ － Ｈａｒａｋａｈ ａｌ －Ｗａｔａｎｉｙｙａｈ ａｌ － Ｌｕｂｎāｎｉｙｙａｈ: ａｌ － Ｍāｄīｗａ － ａｌ － Ｈāｄｉｒｗａ － ａｌ － Ｍｕｓｔａｑｂａｌ
ｍｉｎ ＭａｎｚūｒＩｓｔｉｒāｔīｊīꎬ Ｂａｙｒūｔ: Ｄāｒ ａｌ － Ｍａｓīｒａｈꎬ １９７７ꎬ ｐｐ ３７４ － ３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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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会党团ꎬ① 这也是他本人乃至德鲁兹派在黎巴嫩权力格局中持续扮演举足

轻重角色的基石ꎮ 此外ꎬ 不同时期国内外主导性的政治力量同样可通过操纵

选举ꎬ 特别是通过选区划分来遏制、 打击反对派政治精英ꎬ 或维护、 增进政

治盟友的利益ꎬ 前者体现如夏蒙在 １９５７ 年议会选举中对卡迈勒琼布拉特的

打压ꎬ 后者则以 １９９２ 年、 １９９６ 年议会选举中叙利亚政府对瓦立德琼布拉特

的支持为典型例证ꎮ
(三) 外部政治利益集团的影响

内外政治的 “联动性” 是黎巴嫩政治的重要特点和一大痼疾ꎬ 主要表现为

外部因素对黎巴嫩国内政治的渗透与影响ꎬ 其症结可归至黎巴嫩教派分权的制

度设计及其弊端: 一方面ꎬ 基于教派政体利益分配的本质ꎬ 黎巴嫩各教派精英

常常选择谋求特定地区、 国际盟友支持ꎬ 以维护扩大自身政治利益ꎬ 后者基于

地缘政治利益考虑也积极卷入黎巴嫩国内政治ꎻ 另一方面ꎬ 制度设计和政策因

素造成了黎巴嫩的 “弱国家” 本质ꎬ 在国家缺乏 “震慑” 和 “保障” 能力的情

况下ꎬ 教派群体很自然地寻求外部势力的支持以确保自身生存需求ꎬ 而国家强

制力和共识的缺失也为外部因素的渗透和影响提供了便利ꎮ② 就黎巴嫩教派政体

而言ꎬ 影响系统运转的外部因素既包括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变化ꎬ 也包括超国家

的意识形态因素等ꎮ 这些因素可能通过多种机制对其国内政治产生影响: 传统

的教派或宗教文化纽带ꎻ 教派精英与外部盟友间长期或短期的利益联系ꎻ 意识

形态宣传机制ꎬ 如特定教派精英被纳赛尔主义、 逊尼派 － 什叶派教派矛盾等政

治话语所绑架ꎻ 外部军事干预ꎬ 如巴勒斯坦、 叙利亚、 以色列等外部军事力量

的直接介入ꎮ 就效果而言ꎬ 在大多数情况下外部因素的渗透和影响显然不利于

维护黎巴嫩国内政治稳定ꎬ 然而在少数利益攸关方已达成共识的情况下ꎬ 外部

因素也可能成为维持黎巴嫩政治运转的最重要动力ꎮ 例如ꎬ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０ 年ꎬ 受

西方默许ꎬ 叙利亚主导下的黎巴嫩政治发展就是最显著的例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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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时期ꎬ 外部环境因素一直对黎巴嫩国内政治走向施加着重要的乃至决

定性的影响ꎬ 因此也成为各教派精英在政治抉择中重点考量的因素ꎮ 对于德鲁

兹派而言ꎬ 如何根据地区、 国际局势走向及意识形态潮流灵活地调整自身立场

和政治参与模式ꎬ 则成为教派精英维持教派利益乃至自身政治生存的关键ꎬ 这

一点在琼布拉特家族两代领导人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ꎮ 卡迈勒琼布拉特在 ５０
年代后期转向纳赛尔主义ꎬ 在 ６０ 年代后期转向亲苏、 亲巴勒斯坦的左翼政治ꎬ
显然都与其对黎巴嫩周边地区乃至冷战格局变化的考量密不可分ꎻ １９７５ ~ １９７６
年最终决定武力推动体制变革ꎬ 同样基于其对当时黎巴嫩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全

面解读 (尽管是错误的)ꎮ 此外ꎬ 与什叶派、 逊尼派不同ꎬ 德鲁兹派与任一地

区、 国际力量都不存在深刻的历史文化联系或利益绑定ꎬ 且教派传统领袖因享

有其派系拥护者的无条件支持而享有意识形态的 “不谬性”ꎮ① 因此ꎬ 德鲁兹精

英享有黎巴嫩其他教派精英难以享有的极大政治灵活性ꎬ 可根据对外部环境及

自身利益的判断自由调整其政治立场: 内战结束以来ꎬ 瓦立德琼布拉特与叙

利亚政府间关系经历了由合作到破裂、 由缓和到再次破裂的剧烈波动ꎬ 已然将

上述灵活性以及德鲁兹精英的政治实用主义策略演绎到了极致ꎮ
上述制度设计的弊端ꎬ 加之黎巴嫩固有的社会文化生态ꎬ 共同决定了其

“强社会、 弱国家” 的本质ꎬ 具体表现为: 第一是国家强制力的孱弱、 对社会

经济生活规管能力的薄弱以及塑造强有力国家认同的失败ꎮ 从制度设计的角

度来看ꎬ 教派分权政体本质上是一个教派精英利益分配的封闭性体系ꎮ 为维

护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ꎬ 既得利益教派精英满足于维持国家的资源配置功能

及其自身作为教派利益代言人和保护者的角色ꎮ 基于这一出发点ꎬ 教派精英

主导下的黎巴嫩政府长期执行着一系列无助于甚至有悖于国家建设、 社会整

合目标的政策ꎮ 在社会经济领域ꎬ 黎巴嫩政府在教育、 卫生、 社会服务等部

门的公共支出ꎬ 长期未能回应国内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客观需求ꎬ
而是以人口和教派原则作为分配准则ꎬ 结果导致国内发展失衡问题愈发严重ꎻ
同时ꎬ 教派性政党则通过教派性的公共服务系统扩大其庇护网络ꎬ 与国家争

夺公民忠诚ꎮ② 在文化教育领域ꎬ 黎巴嫩政府对教派色彩浓重的私人电视媒体

缺乏控制和监管ꎬ 对私立学校中的宗教教育也缺乏监管ꎬ 黎巴嫩国内私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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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立教育长期并存ꎬ 且缺乏统一的教育理念ꎬ 结果就是国家无力通过教育、
媒体等渠道塑造强有力的国家认同ꎮ① 在军事领域ꎬ 黎巴嫩政府在国内并未实

现对强制力的合法垄断ꎬ 长期默许真主党及其他武装组织的存在ꎻ 相比之下ꎬ
黎巴嫩政府军、 安全部队构成复杂且软弱无力ꎬ 既无力为公民提供坚实的生

存安全保障ꎬ 也无力解决国内突发性的重大争端与冲突、 抵制外部势力渗透ꎮ
上述政策在加深教派间社会区隔、 维持现有制度设计的同时ꎬ 也从反面强化

了黎巴嫩的弱国家本质ꎬ 显然不利于国内的政治稳定ꎮ
第二ꎬ 在不同时期ꎬ 黎巴嫩的弱国家本质也为教派精英的政治抉择提供

了广阔的政治机会ꎮ 对德鲁兹精英而言ꎬ 共识性国家认同的缺失ꎬ 为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７０ 年代泛阿拉伯主义、 左翼和亲巴勒斯坦意识形态在黎巴嫩的滥觞创造

了条件ꎬ 也最终成就了左翼领袖卡迈勒琼布拉特ꎮ 国家强制力的孱弱则为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期以来巴解组织在黎巴嫩国内的活动、 黎巴嫩国内社会团体

军事化创造了条件ꎬ 成为琼布拉特走向武力推动体制变革的必要前提ꎬ 也是

理解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真主党同社会进步党武装冲突的重要背景ꎮ
第三ꎬ 自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延续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的黎巴嫩总统缺位危机ꎬ 可以

说这一危机是黎巴嫩教派分权体制诸多缺陷的集中反应: 制度设计的利益分

流本质ꎬ 决定了各教派间、 教派内精英迟迟无法就总统人选及相关分配方案

达成共识ꎻ 议席党派构成、 总统选举规则以及精英共识缺失ꎬ 使得总统选举

不得不一再推迟ꎻ 由于 “涉及后叙利亚危机时期权力的重新分配ꎬ 新总统必

须体现教派、 党派之间的微妙平衡”ꎬ② 叙利亚内战僵局决定了其长期难产ꎮ
尽管选举僵局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被最终打破ꎬ 但 ２００５ 年以来两次严重的总

统缺位危机已然证明黎巴嫩教派分权政体存在严重的制度缺陷ꎬ 在地区局势

动荡的背景下黎巴嫩国内政治稳定仍将面临重大挑战ꎮ

结　 语

１９４３ 年独立以来ꎬ 黎巴嫩的协和式教派分权体制经历了 “建立 －维系 －崩

溃 －重建” 的完整循环ꎮ 期间ꎬ 受限于制度固有缺陷、 外部政治环境、 教派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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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派系竞争及独特历史经验等因素的复杂影响ꎬ 黎巴嫩德鲁兹派精英的政治参

与模式也经历了由体制内传统派系政治、 体制外激进左翼政治、 国家崩溃时期

的教派武装割据ꎬ 最终回归体制内教派政治的循环ꎮ 可见ꎬ 黎巴嫩协和式教派

分权体制虽基本保障了包括少数族裔在内的各教派的政治参与ꎬ 但该制度框架

内黎巴嫩的政治稳定性仍十分脆弱ꎬ 其诸多制度性弊端———宪政结构的僵化失

衡、 选举制度的封闭性、 外部因素的渗透性、 弱国家的本质ꎬ 使得国内政治运

行长期无法实现真正的协和有序ꎮ 黎巴嫩德鲁兹派的案例表明ꎬ 实现持久的政

治稳定不仅需要打破当前中东多族群国家封闭性的霸权政体、 保障广泛的政治

参与ꎬ 而且应照顾到国内重要宗教、 族裔群体历史经验、 身份认同的独特性ꎬ
对德鲁兹派如此ꎬ 对叙利亚阿拉维派、 伊拉克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同样如此ꎮ

重新审视利普哈特的协和式民主模式ꎬ 黎巴嫩的历史经验对中东多元社

会的冲突治理、 制度设计乃至国家建构ꎬ 具有深刻的反思和参照意义ꎮ 首先ꎬ
对于当前正在寻求危机解决乃至体制重建的中东多族群国家而言ꎬ 黎巴嫩的

案例表明在包容性的基础上保障权力分享和政治参与只是实现危机解决和政

治重建的一个必要而非充分的条件ꎮ «塔伊夫协议» 的签订与维系是共识性的

政治重建方案、 冲突各方积极或消极的和解意愿、 有利的地区和国际环境共

同作用的结果ꎻ 对当前叙利亚危机的解决而言上述 ３ 个条件同样缺一不可ꎬ
包容性政府仅是政治解决方案中必要的一部分ꎮ 其次ꎬ 黎巴嫩的案例表明ꎬ
大规模的教派、 族裔冲突可能为多族群国家政治精英达成和解、 共识造成极

大困难ꎬ 因而政治重建初期外部力量的支持就极为重要ꎬ 且考虑到路径依赖

效应、 战后初期民族和解政府的政策目标及其执行情况将极为关键ꎮ 制度设

计层面ꎬ 黎巴嫩式的协和式政体对解决中东政治文化多元性的顽疾而言可谓

一剂 “猛药”ꎬ 其中行政、 司法职位的教派比例制、 教派比例性的选举制度尤

其绝非其他中东多族群国家效仿的范本ꎬ 但其中精英制衡和权力分享的理念

却极为宝贵ꎬ 这些积极成分也为后萨达姆时期伊拉克的制度设计所吸收: 在

最高行政职位的分配方面ꎬ 当前伊拉克逊尼派、 什叶派、 库尔德人领袖间相互

制衡ꎻ 选举制度在保证少数族裔份额的同时保持开放性ꎬ 一定时期内虽然可能

为教派性政治动员所利用ꎬ 却也为跨教派世俗政党的生存留下了生存空间ꎮ① 最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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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德鲁兹派政治参与解读黎巴嫩的教派分权政治体制　

后ꎬ 黎巴嫩的案例表明ꎬ 积极推动国家建构是多族群国家实现长期政治稳定

的基础ꎬ 经历政治重建的政府尤其应确保向公民提供基本的安全和社会服务ꎬ
以削弱教派性团体的影响ꎻ 尽可能保护多元共存的社会文化生态ꎬ 避免将教

派、 族裔认同政治化ꎻ 同时对教育、 文化、 媒体机构加以适当的监督与规管ꎬ
以便塑造包容合作的政治氛围和强有力的国家认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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