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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威胁平衡到多元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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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２０１０ 年底阿拉伯剧变拉开了新旧中东交替的序幕ꎮ 阿联酋奉

行 “威胁平衡” 政策ꎬ 与沙特形成二元领导结构ꎬ 利用军事硬实力干预地区

冲突ꎬ 以经济援助为杠杆影响埃及、 海湾国家、 非洲之角乃至巴尔干地区政

治ꎬ 以追求 “三重目标”: 遏制伊朗领导的 “什叶派抵抗联盟”ꎻ 制衡土耳其

领导下的逊尼派 “亲穆兄会联盟”ꎻ 打击以 “伊斯兰国” 为代表的极端主义

力量ꎮ 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 阿联酋利用外交巧实力ꎬ 奉行 “多元平衡”ꎬ 在中东冲

突方之间实施 “对冲战略”ꎮ 在全球层面ꎬ 阿联酋巩固同美国的安全伙伴关系

存量ꎬ 同时扩大与中国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和俄罗斯的能源伙伴关系增量ꎻ
在地区层面ꎬ 阿联酋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ꎬ 与叙利亚巴沙尔政府改善关

系ꎬ 缓和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对抗ꎬ 向伊朗提供抗疫援助ꎬ 在东地中海油气争

端和利比亚问题上保持超脱ꎮ 阿联酋 “对冲战略” 的本质是趋利避害和两面

下注ꎬ 从战略盲动到战略守成ꎬ 既 “增加朋友” 又 “减少敌人”ꎮ 随着阿联

酋、 苏丹、 伊拉克、 吉布提、 摩洛哥等国纷纷奉行 “对冲战略”ꎬ “新中东”
格局下地区强国之间会出现一个 “中间地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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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ꎬ 中东地区的主要矛盾是阿拉伯世界同以色列的矛盾ꎬ 阿以

平均每隔七年就爆发一次大规模冲突ꎬ 如 １９４８ 年、 １９５６ 年、 １９６７ 年、 １９７３
年和 １９８２ 年五次中东战争ꎬ 阿以热战与美苏冷战相互交织ꎮ 冷战结束后ꎬ 尽

管埃及和约旦两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ꎬ 但中东地区总体上处

于 “冷和平”ꎻ 其他广大阿拉伯国家坚持 “不和解、 不承认、 不谈判” 的

“三不原则”ꎬ 与以色列长期保持 “冷战状态”ꎮ 阿以矛盾是 “旧中东” 主要

矛盾ꎬ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最敏感、 最核心的问题ꎮ
从二战结束到阿拉伯剧变发生前的中东为 “旧中东”ꎬ ２０１０ 年底阿拉伯

剧变拉开了新旧中东交替的序幕ꎮ 在大国关系层面ꎬ 中东出现了 “俄进美退”
的格局———美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并从叙利亚和伊拉克撤出主要军事力量ꎬ 俄

罗斯巩固在叙利亚和利比亚的军事存在ꎬ 英国和法国在科威特、 阿拉伯联合

酋长国 (阿联酋)、 巴林和阿曼等国增强军事部署ꎬ 俄欧填补了美国撤出中东

后留下的权力真空ꎮ 在地区层面ꎬ 土耳其实施总统制并与沙特、 埃及等阿拉

伯国家交恶ꎬ 在叙利亚问题上与伊朗开展密切的战略合作ꎮ 土耳其和伊朗共

同高举 “维护巴勒斯坦正义事业” 的大旗ꎮ 在阿拉伯世界内部ꎬ 阿盟从 “碎
片化” 走向 “颗粒化”ꎬ 巴勒斯坦几乎到了孤军奋战的地步ꎻ 海合会内部分歧

难以弥合ꎬ 沙特等国与卡塔尔断交ꎬ 卡塔尔退出欧佩克ꎮ 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 阿拉

伯剧变第二波席卷中东多国ꎬ 中东国家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多元化发展面临双

重障碍ꎬ 而新冠疫情的暴发、 国际油价持续低迷、 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进一步

加剧了中东危机ꎬ “新中东” 格局初见端倪ꎮ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１３ 日ꎬ 美国总统特

朗普、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 － 扎耶德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ｂｉｎ Ｚａｙｉｄ Ａｌ Ｎｕｈａｙｙａｎ) 宣布以色列与阿联酋一致同意实现关系正

常化ꎮ 阿联酋与以色列签订 «亚伯拉罕协议»ꎬ 阿联酋放弃在阿盟框架下抵制

以色列ꎻ 两国宣布互设大使馆ꎬ 互开航班ꎬ 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ꎻ 作为建

交条件ꎬ 以色列暂停兼并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土地ꎬ 美国考虑向阿联酋出

售 “Ｆ － ３５” 战机和 “无人机”ꎮ① 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ꎬ 带动了科索

沃、 巴林、 苏丹和摩洛哥步其后尘ꎬ 进一步撬动了中东地缘政治旧格局ꎬ 对

阿拉伯国家、 以色列、 伊朗和土耳其四大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 中东热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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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走向以及域外大国的中东战略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阿联酋调整外交政策的背后逻辑是什么? 同属海湾地区的君主国ꎬ 同样

面临来自地区内外的挑战和压力ꎬ 为什么阿联酋能实行更加灵活的外交政策?
阿联酋外交政策的调整将如何影响中东地区格局的演变? 厘清上述问题ꎬ 将

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把握当前中东地区格局调整的生成机理和演变动力ꎬ 探

讨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的新态势ꎮ
关于 ２０２０ 年以来阿联酋与以色列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动因ꎬ 学界主要

从 ３ 个层面展开——— “压服战略” “突围战略” 和 “遏制战略”ꎮ 持第一种观

点的学者认为ꎬ 特朗普政府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提振经济方面乏善可陈ꎬ
故不得不实施 “压服战略”ꎬ 通过威逼利诱把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

常化作为 “政绩”ꎬ 以拉高低迷的选情ꎬ 争取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和犹太院外集

团的支持ꎮ① 但是ꎬ 民意测验显示ꎬ 美国犹太人 ７５％ 支持民主党候选人拜登ꎬ
只有 ２２％的美国犹太人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ꎮ② 持第二种观点的学者从

以色列 “突围战略” 视角出发ꎬ 认为内塔尼亚胡政府抓住了阿拉伯剧变后阿

盟内部分化的契机ꎬ 利用阿拉伯国家乱局各个击破、 分而治之ꎬ 取得了连续

的外交胜利ꎬ 摆脱了外交孤立ꎮ③ 这种假设很难解释为什么与以色列关系正常

化的是阿联酋、 巴林和苏丹等国ꎬ 而先前与以色列关系密切的科威特、 沙特

和阿曼相对更加谨慎ꎮ 持第三种观点的学者从均势的角度出发ꎬ 认为以阿联

酋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把伊朗视为首要安全威胁ꎬ 土耳其次之ꎬ 两国构

成的威胁超过了以色列ꎬ 故阿拉伯国家联合以色列对抗伊朗和土耳其ꎮ④ 但是

这种冲突分析范式难以解释阿联酋外交政策的结构性调整ꎬ 也难以解释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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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在伊朗和阿联酋、 土耳其和阿联酋之间存在地缘政治结构性矛盾的情况下ꎬ
阿联酋一方面能够缓和与以色列的关系ꎬ 另一方面可同土耳其、 伊朗保持密

切的经济和政治合作关系ꎬ 甚至向伊朗提供抗疫援助ꎮ
以上研究成果鲜有从阿联酋国内政治—国际政治互动的视角ꎬ 突破内政

与外交的藩篱ꎬ 分析其外交政策调整的国内根源及其对地区格局的影响ꎬ 也

很少剖析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背后的综合因素与内在逻辑ꎮ 本文以阿

拉伯剧变十年来阿联酋外交转型为研究对象ꎬ 考察其外交战略调整的理念、
政策、 手段及影响ꎬ 认为促进阿联酋 (以及后来的巴林、 苏丹) 与以色列实

现关系正常化的根本原因ꎬ 在于这些国家面临的首要任务从应对外部威胁转

向应对内外部经济、 社会等综合性问题带来的挑战ꎬ 导致其外交战略从威胁

平衡转向多元平衡ꎬ 从而在外交上趋利避害、 实施对冲战略ꎮ

一　 对冲战略: 阿联酋外交转型的一个解释框架

阿联酋成立于 １９７１ 年ꎬ 是中东地区年轻的国家之一ꎬ 也是 “脆弱” 的地

区强国ꎮ 从国土面积、 人口规模和体量来看ꎬ 阿联酋是不折不扣的小国ꎻ 但

从能源储备、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政治稳定性、 经济多元化和科技创新能力

来看ꎬ 阿联酋又是地区强国ꎮ 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使阿联酋积累了丰厚

的能源财富ꎮ
独立后ꎬ 阿联酋外交政策注重折中、 平衡ꎬ 多以 “海合会重要成员” 和地

区斡旋者的形象出现ꎮ 然而ꎬ “树欲静而风不止”ꎬ 海湾地区频繁爆发的冲突迫

使阿联酋未雨绸缪ꎬ 积极应对多重威胁ꎮ① １９７９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８
年两伊战争 (包括 １９８４ ~ １９８８ 年油轮战)、 １９９０ ~ １９９１ 年海湾危机、 ２００３ 年伊

拉克战争、 ２０１１ 年巴林骚乱、 ２０１４ 年阿拉伯联军进攻也门和 “伊斯兰国” 横空

出世、 ２０１９ 年海湾地区油轮遇袭、 ２０２０ 年美国斩首伊朗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
苏莱曼尼等事件都发生在海湾地区ꎬ 对阿联酋构成了严重的安全挑战ꎮ

充足的石油美元和庞大的主权财富基金是阿联酋外交的重要资产ꎬ 是阿

联酋以经济为手段达到政治目的的重要杠杆ꎮ 始自 ２０１０ 年底的阿拉伯剧变成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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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阿联酋外交政策转型的起点ꎬ “主动谋划、 制衡威胁” 成为阿联酋外交攻势

的重要特点ꎮ 国际关系学界一般认为ꎬ 威胁大小受四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
总体实力 (敌人实力越强ꎬ 威胁越大)ꎻ 进攻性力量 (敌人进攻性力量越强ꎬ
威胁越大)ꎻ 地缘临近性 (敌人在地缘上越临近ꎬ 威胁越大)ꎻ 进攻意图 (敌
人进攻意图越强烈ꎬ 威胁越大)ꎮ① 在安全威胁面前ꎬ 主权国家通常有两个选

项: 制衡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和追随 ( ｂａｎｄｗａｇｏｎｉｎｇ)②ꎬ 从而形成自主性和依存性

两类国家ꎮ 前者主张制衡霸权国ꎬ 如伊朗和土耳其ꎻ 后者主张追随霸权国ꎬ
如以色列、 沙特、 埃及和约旦ꎮ 阿拉伯剧变后ꎬ 阿联酋一方面追随世界霸权

国———美国ꎬ 另一方面追随地区霸权国———沙特ꎬ 尤其注重与沙特步调一致、
防患于未然ꎮ 阿联酋积极利用军事和援助两张王牌ꎬ 以美国—阿联酋联盟

( “中东战略联盟” 框架下) 和沙特—阿联酋联盟 ( “伊斯兰反恐联盟” 框架

下) 为基础ꎬ 积极干预地区事务ꎬ 塑造对阿联酋有利的权力关系ꎮ
然而ꎬ 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 随着阿拉伯剧变出现第二波浪潮ꎬ 阿联酋外交政策

再次出现了重大调整ꎮ 首先ꎬ 阿联酋缓和与 “敌国” 的关系ꎮ 尽管伊朗被阿

联酋视为最直接的安全威胁ꎬ 两国存在大通布、 小通布和阿布穆萨岛屿争端ꎬ
但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ꎬ 阿联酋积极与伊朗改善关系ꎬ 保持和伊朗的经

济合作ꎬ 建立秘密的政治对话渠道ꎬ 向伊朗提供医疗援助ꎮ③ 其次ꎬ 与以往依

靠军事和经济援助等硬实力不同ꎬ 阿联酋更加注重依靠外交软实力ꎬ 如公开

表示欢迎也门危机通过政治手段加以解决ꎬ 不再将推翻胡塞政权视为其也门

政策的首要任务ꎮ 再次ꎬ 阿联酋曾与沙特一道ꎬ 将推翻巴沙尔政权作为该国

叙利亚政策的主要目标ꎮ 鉴于巴沙尔政权已光复境内绝大多数城市和战略要

地ꎬ 阿联酋对其态度也发生改变ꎮ ２０１８ 年ꎬ 阿联酋宣布重开驻叙利亚大使馆ꎬ
支持叙利亚重返阿盟ꎬ 这一系列外交举措标志着阿联酋与叙利亚关系正朝着

“握手言和、 重归于好” 的方向发展ꎮ 最后ꎬ 阿联酋更加强调大国平衡ꎬ 一方

面加强与美国的防务合作ꎬ 另一方面不断加强与中、 俄等非西方大国开展合

作ꎮ 因此ꎬ 本文把 ２０１８ 年以来阿联酋这一外交政策新动向归纳为 “对冲战

１７

①
②

③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 Ｗａｌｔꎬ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ｓ ｏｆ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ｓꎬ Ｉｔｈａｃａ: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７ꎬ ｐｐ ２２ － ２６
哈佛大学的斯蒂芬沃尔特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Ｗａｌｔ) 在 “权力平衡” (即均势ꎬ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ｗｅｒ) 的

基础上提出了 “威胁平衡”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ａｔ) 这一概念ꎬ 认为权力是威胁的构成要素之一ꎬ 但不是

全部ꎬ 否则冷战时期欧亚中小国家都会跟着苏联制衡更强大的美国ꎮ
“ＵＡＥ Ｓｅｎｄｓ Ｓｕｐｐｌｉｅｓ ｔｏ Ａｉｄ Ｉｒａｎ ｉｎ Ｃｏｒｏｎａｖｉｒｕｓ Ｆｉｇｈｔ”ꎬ Ａｒａｂ Ｎｅｗ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ａｒａｂ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ｎｏｄｅ / １６４２５４６ / ｍｉｄｄｌｅ － ｅａｓｔꎬ ２０２０ － ０３ － １７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略”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ꎮ
“对冲” 原本是金融学和经济学概念ꎬ 后拓展至社会科学其他学科ꎮ 在金融

学领域ꎬ “对冲” 是一种为应对当前商业活动中未知的不利价格及利率变动所进

行的、 旨在避免或最小化金融风险的保险政策ꎬ 是一种在降低商业风险的同时

仍然能在投资中获利的手法ꎮ① 从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开始ꎬ 随着金融市场特别是期

货市场的不断发展ꎬ 经济学家提出并逐渐完善了 “对冲” 的理论内涵ꎬ 霍尔布

鲁克沃金 (Ｈｏｌｂｒｏｏｋ Ｗｏｒｋｉｎｇ)②、 瓦莱里扎卡莫林 (Ｖａｌｅｒｉ Ｉ Ｚａｋａｍｏｕｌｉｎｅ)③、
丰岛由纪 (Ｙｕｋｉ Ｔｏｙｏｓｈｉｍａ)④ 等是该领域的主要代表人物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随着跨学科研究的不断推进ꎬ “对冲” 逐步成为区域和国

别研究、 外交学研究、 国际安全研究的新范畴ꎮ 在国际关系语境下ꎬ “对冲”
本质上是由国际无政府状态 (Ａｎａｒｃｈｙ) 决定的ꎮ 政治领导人在信息不对称、
风险不可预测和前景不确定的背景下ꎬ 很难准确把握国际格局走势ꎬ 故领导

人常常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ꎬ 而是风险最小化ꎮ 因此ꎬ 国际关系视域下的

“对冲战略” 系指领导人为规避风险ꎬ 在相互对立的国家和国家集团之间多面

下注ꎬ 避免成为矛盾的焦点和冲突当事方ꎬ 从而使各种风险相互抵消ꎬ 以维

护国家内与外、 现实与未来等整体利益的理念、 机制与政策总和ꎮ “对冲” 理

论丰富了国家外交行为研究ꎬ 和制衡、 追随及疏远一道ꎬ 成为研究国家对外

战略的重要视角之一ꎮ 当 “对冲” 上升为一项国家战略ꎬ 就成为国际关系领域

的重要命题ꎬ 体现出国家为应对不确定性而采取避险行为ꎬ 在防范潜在危险的

同时试图抓住可能的收益ꎬ 避免选边站队或结成铁板一块的战争共同体ꎮ⑤

国际关系和外交学界围绕对冲战略的研究成果丰硕ꎬ 但是对其背后机理的

探讨仍处于探索阶段ꎮ 首先ꎬ 奉行对冲战略的国家从实用主义理念出发ꎬ 趋利

２７

①

②

③

④

⑤

王栋: «国际关系中的对冲行为研究————以亚太国家为例»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８ 年

第 １０ 期ꎬ 第 ２８ 页ꎮ
Ｈｏｌｂｒｏｏｋ Ｗｏｒｋｉｎｇꎬ “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ｖｅｒｓｅ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 Ｃｈａｒｇｅ ｉｎ Ｆｕｔｕｒｅｓ Ｍａｒｋｅｔｓ”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ａｒｍ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 Ｖｏｌ ３０ꎬ Ｎｏ １ꎬ １９４８ꎬ ｐｐ １ － ２８
Ｖａｌｅｒｉ Ｉ Ｚａｋａｍｏｕｌｉｎｅꎬ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ａｌｌ Ｏｐ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ꎬ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６ꎬ Ｎｏ ５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４３５ － ４４５
Ｙｕｋｉ Ｔｏｙｏｓｈｉｍａꎬ Ｔａｄａｈｉｒｏ Ｎａｋａｊｉｍａ ＆ Ｓｈｉｇｅｙｕｋｉ Ｈａｍｏｒｉꎬ “Ｃｒｕｄｅ Ｏｉｌ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Ｎｅｗ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ꎬ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ꎬ Ｖｏｌ ２３ꎬ Ｎｏ １２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１０３３ － １０４１

刘丰、 陈志瑞: «东亚国家应对中国崛起的战略选择: 一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解释»ꎬ 载 «当
代亚太» ２０１５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８ 页ꎻ Ｊｏｈｎ Ｈｅｍｍｉｎｇｓ ＆ Ｍａｉｋｏ Ｋｕｒｏｋｉꎬ “Ｔｏｋｙｏ Ｔｒａｄｅ － Ｏｆｆｓ: Ｓｈｉｎｚｏ Ａｂｅ’ ｓ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Ｃｈｉｎａ”ꎬ Ｔｈｅ ＲＵＳＩ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１５８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１３ꎬ ｐｐ ５８ － ６６



从威胁平衡到多元平衡: “新中东” 视野下的阿联酋对冲战略　

避害ꎬ 对收益和成本进行综合测算ꎬ 以风险规避为主要偏好ꎻ 其次ꎬ 对冲战略

的实施必须放在两个冲突方的结构性矛盾下ꎬ 对冲战略的实施者投资两方ꎬ 而

不像制衡或者追随战略那样只有一个选项ꎻ 再次ꎬ 对冲战略不同于 “等距离外

交”ꎬ 即它与冲突方之间的亲疏关系并非绝对的、 机械的均衡ꎻ 最后ꎬ 对冲并不

一味地制衡威胁ꎬ 也并非一味地追逐利益ꎬ 而是 “把鸡蛋放入冲突方的不同篮子

里”ꎬ 根据利益的权重保持一种动态的平衡ꎬ 不管哪一方取得优势都能从中受益ꎮ
对冲战略对阿联酋近十年的两次外交政策转变具有很强的解释力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８ 年阿拉伯剧变第二波以来ꎬ 阿联酋在沙特和伊朗阵营对抗中继续站在沙

特一边ꎬ 但同时希望缓和同伊朗的矛盾、 避免激怒伊朗ꎻ 阿联酋与以色列建

交ꎬ 同时强调支持巴勒斯坦正义事业ꎬ 反对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谷巴勒斯坦人

土地ꎻ 在利比亚问题上ꎬ 阿联酋支持俄罗斯、 法国和埃及对抗土耳其ꎬ 但更

希望俄罗斯和埃及冲锋在前ꎻ 在叙利亚冲突问题上ꎬ 阿联酋恢复向叙利亚派

驻大使ꎬ 在美俄之间保持平衡ꎮ
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 中东地区主要国家对外政策纷纷作出了新一轮重大调整ꎬ 从

其行为模式看ꎬ 大致可分为三种模式: 自主型 (伊朗、 土耳其等)、 依附型 (以
色列、 沙特、 埃及、 约旦等) 和对冲型 (阿联酋、 苏丹、 伊拉克、 吉布提、 摩

洛哥等)ꎮ 第一类国家制衡霸权国ꎬ 推行 “威胁平衡”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ｒｅａｔ)ꎻ 第二

类国家追随霸权国ꎬ 推行 “利益平衡”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ꎻ 第三类国家试图在

霸权国和挑战国之间两面下注ꎬ 推行 “多元平衡” (ｍｕｌｔｉ － ｆａｃｅｔｅｄ ｂａｌａｎｃｅ)ꎮ
“多元平衡” 是阿联酋 “对冲战略” 背后的逻辑ꎬ 前者是本质ꎬ 后者是现象ꎻ
前者是因ꎬ 后者是果ꎮ 在 “多元平衡” 理念下ꎬ 实施者一方面加强与盟国和

伙伴国的合作 (“做加法”)ꎬ 另一方面缓和与冲突方的矛盾 (“做减法”)ꎬ 平

衡国内目标与国际目标ꎮ “多元平衡” 的实施方不追求制衡单一威胁或追逐单

一利益ꎬ 而从全局出发ꎬ 综合权衡多元威胁和多元收益ꎮ 明确的制衡可能激

怒目标国家ꎬ 明确的追随可能使国家丧失战略自主性ꎬ 而对冲的使用旨在通

过保持合作姿态ꎬ 避免加剧紧张局势或导致与目标国家的冲突ꎮ① 不同时期的

阿拉伯地区强国采取了不同的战略ꎮ 如果说 ２０ 世纪 ５０ ~ ７０ 年代初埃及依靠

“制衡战略” 维持政治大国地位ꎬ 保持在中东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ꎬ ２０

３７

① Ｋｅｉ Ｋｏｇａ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Ｈｅｄｇｉｎｇ’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Ｊａｐａｎ’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ｓ Ｐｏｗｅｒ Ｓｈｉｆｔ”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ꎬ Ｖｏｌ ２０ꎬ Ｉｓｓｕｅ ４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６３４ － ６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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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至 ２０１０ 年阿拉伯剧变ꎬ 沙特通过实行 “追随美国的战略”ꎬ
巩固能源大国地位ꎬ 并维护了它在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ꎬ 阿联酋则希望通过

创新驱动发展释放活力ꎬ 在 “新中东” 阶段依靠 “对冲战略” 减少不必要的

成本和风险ꎬ 在维护政权稳定的基础上ꎬ 把自己打造成 “中东地区的和平与

繁荣之岛”ꎬ 成为推动中东科技创新、 经济增长和社会改革的 “火车头”ꎮ

二　 阿联酋奉行对冲战略的动因

阿联酋建国后赶上国际高油价ꎬ 积累了可观的石油美元ꎬ 展开了卓有成效

的经济外交ꎮ 同时ꎬ 由于阿联酋是个新成立的酋长国ꎬ 领导人很少受历史包袱

的影响ꎬ 更容易推动经济和社会改革ꎬ 故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ꎮ 冷战结束以来ꎬ
阿联酋是中东地区经济转型较为成功的国家之一ꎬ 其改革力度超过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科威特、 ９０ 年代的阿曼和 ２１ 世纪初的卡塔尔ꎬ 从依靠地租经济转向发展

航运业和金融业ꎬ 从传统能源到开发民用核能和太阳能ꎬ 从建设高科技城到研

发火星探测器ꎮ 阿联酋经济多元化发展战略给国家带来了活力ꎬ ２０１９ 年其国内

生产总值仅次于沙特、 土耳其和伊朗ꎬ 居中东第四位ꎻ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 ４ ３
万美元ꎬ 仅次于卡塔尔和以色列ꎬ 居中东第三位①ꎬ 进入全球高收入国家行列ꎬ
科技与军事实力大幅提升ꎬ 成为中东地区不容小觑的经济、 科技和军事强国ꎮ

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 阿联酋外交政策出现调整ꎬ 如重新向叙利亚派驻大使、 支

持巴沙尔政府恢复在阿盟的席位ꎻ 暂停在也门的军事行动ꎻ 在利比亚冲突问

题上退居二线ꎬ 乐见俄罗斯和埃及制衡土耳其ꎮ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ꎬ 阿联酋宣布与

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ꎬ 同时向伊朗提供抗击新冠肺炎医疗援助ꎬ 进一步体

现出阿联酋外交政策的灵活性ꎬ 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守成ꎮ
阿联酋奉行对冲战略具有深刻的国内、 国际原因: 第一ꎬ 国家脆弱性是

新时期阿联酋奉行对冲战略的国情因素ꎮ １９６８ 年英国在苏伊士运河以东地区

结束殖民统治后ꎬ 阿联酋于 １９７１ 年宣告成立ꎬ 卡塔尔和巴林拒绝加入酋长联

合体ꎬ 使原来设想的 “九兄弟” 联盟变成了 “七兄弟” 联盟ꎮ② 阿布扎比和

４７

①

②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ꎬ “ＧＤＰ Ｐｅｒ Ｃａｐｉｔａ (２０１９ )”ꎬ ｈｔｔｐｓ: / / ｄａｔａ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 ｏｒｇ / ｉｎｄｉｃａｔｏｒ / ＮＹ ＧＤＰ
ＰＣＡＰ ＣＤꎬ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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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拜将财富分给其他弱小酋长国ꎬ 才勉强安抚了其他几个酋长国ꎬ 形成了脆

弱的 “阿联酋” 国家认同ꎬ 从 “邦联制” 变成了 “联邦制”ꎬ 联邦政府负责

国防、 外交、 移民、 司法、 公共卫生、 国籍、 通讯和教育事务ꎮ① 阿联酋拥有

中东地区特殊的政治体制ꎮ 它是建立在部落酋长制基础上的联邦制国家ꎬ
１９７２ 年独立时ꎬ 该国人口仅有 ３４ 万ꎻ 再加上处于沙特、 伊朗和伊拉克等地区

大国的夹缝中ꎬ 具有天然的脆弱性ꎮ② 海湾地区一直是地区内外大国博弈的焦

点ꎬ 两伊战争、 海湾地区的油轮战、 伊拉克吞并科威特、 “基地” 组织和 “伊
斯兰国” 兴起、 穆兄会分支机构向阿联酋渗透、 巴林与也门发生 “街头政

治”ꎬ 以及美国与伊朗围绕核问题剑拔弩张等ꎬ 都使阿联酋存在严重的不安全

感ꎮ 对于阿联酋来说ꎬ “选边站” 更容易引发第三国的敌意ꎬ 甚至沦为大国地

缘政治斗争的牺牲品ꎮ
第二ꎬ 领导人决策风格是新时期阿联酋奉行对冲战略的决策因素ꎮ 一般

来说ꎬ 政治制度 (集权政府与分权政府)、 领导人对外交政策的兴趣 (统领型

与撒手型)、 决策的时代背景 (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 执政风格 (小集团决

策模式与公开辩论模式) 等ꎬ 决定了领导人在对外政策中的作用ꎮ③ 根据阿联

酋 １９９６ 年颁布的 “永久宪法”ꎬ 联邦政府在外交事务上具有专属的立法和行

政管辖权ꎬ 即外交决策主要是在联邦层面ꎮ④

阿联酋实行总统负责制ꎬ 任期五年ꎬ 经重新选举通过后可以连任ꎬ 没有

固定任期限制ꎮ 其最高权力机关是由 ７ 个酋长国的酋长组成的联邦最高委员

会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联邦总统和联邦副总统都由这一委员会从委员会成员

中选出ꎮ 现任总统哈利法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 (Ｋｈａｌｉｆａ Ｂｉｎ Ｚａｙｅｄ Ａｌ －
Ｎａｈｙａｎ) 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继任阿布扎比酋长ꎬ 随后当选为阿联酋总统ꎮ 迪拜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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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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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阿联酋宪法第 １２３ 条规定ꎬ 联邦的酋长国可与邻近国家或地区缔结有限的地方和行政性质

的协定ꎬ 但这些协定不得违背联邦的利益或违反联邦法律ꎮ 第 １２４ 条规定ꎬ 联邦政府在缔结任何可能会

影响任何酋长国地位的国际条约或协议前ꎬ 应提前寻求该酋长国的意见ꎬ 若出现不同意见应提交给联邦

最高法院 (Ｕｎｉｏｎ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ｒｔ) 裁决ꎮ 阿联酋宪法的权威英语翻译版本ꎬ ｓｅｅ Ｒｅｆｗｏｒｌｄꎬ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Ａｒａｂ Ｅｍｉｒａｔｅ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ｒｅｆｗｏｒｌｄ ｏｒｇ / ｐｄｆｉｄ / ４８ｅｃａ８１３２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０ －１０ －１９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长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ｂｉｎ Ｒａｓｈｉｄ Ａｌ Ｍａｋｔｏｕｍ)
任联邦政府总理、 副总统ꎬ 兼任国防部长ꎮ

阿联酋外交决策权高度集中ꎬ 外交政策很大程度上是由总统决定的ꎮ 该

国外交政策的发展可大致分为 ３ 个时期ꎬ 即 ２００４ 年前的扎耶德本苏丹
阿勒纳哈扬 ( Ｚａｙｅｄ ｂｉｎ Ｓｕｌｔａｎ ａｌ Ｎａｈａｙａｎ) 时期 (简称 “扎耶德时期”)、
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４ 年的哈利法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时期 (简称 “哈利法时

期”)ꎬ 以及 ２０１４ 年哈利法中风以来其弟弟穆罕默德本 － 扎耶德王储时期

( “穆罕默德时期”)ꎮ 三任领导人个性特点不同ꎬ 面临的国内、 地区形势不

同ꎬ 所以在具体外交政策取向上有重大区别ꎮ ２０１０ 年底阿拉伯剧变后ꎬ 哈利

法更主张 “积极进攻” 和 “以暴制暴”ꎬ 所以执行 “制衡威胁” 战略ꎻ 阿布

扎比酋长穆罕默德更有韬略ꎬ 在使用武力、 干预地区事务中更有节制ꎬ 更主

张克制、 迂回和以柔克刚ꎮ 在穆罕默德领导下ꎬ 阿联酋政府宣布 ２０１９ 年为

“宽容年”ꎬ 邀请梵蒂冈教皇弗朗西斯一世访问阿布扎比ꎬ 与爱资哈尔大伊玛

目艾哈迈德塔耶伯举行宗教对话ꎮ
第三ꎬ 推进经济多元化发展、 打造竞争型知识经济的改革任务是阿联酋

奉行对冲战略的经济因素ꎮ 阿联酋对外实施对冲战略旨在为国内政治和经济

改革营造良好的环境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阿联酋政府大力推进多元化发展战略ꎬ
重视发展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知识经济ꎮ ２０１０ 年ꎬ 阿联酋政府发布了 «阿联

酋 ２０２１ 年愿景国家规划» (ＵＡＥ Ｖｉｓｉｏｎ ２０２１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ｇｅｎｄａ)ꎬ 旨在打造以创

新为基础的竞争型知识经济ꎮ ２０１４ 年ꎬ 阿联酋政府发布了 «国家创新战略»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该项战略计划在 ７ 年内推动可再生能源、 运输、
教育、 健康、 技术、 水、 太空七大领域的创新ꎬ 使阿联酋成为世界上最具创

新的国家之一ꎮ① ２０１７ 年ꎬ 阿联酋政府制定了 «阿联酋第四次工业革命战略»
(ＵＡ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并成立了专门委员会ꎬ 旨在

建立一个有竞争力的国民经济体系ꎬ 以知识、 创新和未来为导向ꎬ 以综合物

理、 数字和生物技术应用为基础ꎮ② 为了推进相关发展战略ꎬ 阿联酋政府提出

６７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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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２０２０ －０１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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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 “更灵活主动” 新政府的目标ꎮ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５ 日ꎬ 阿联酋联邦政府通过

新一轮重组决议ꎮ 联邦政府计划在未来两年内关闭 ５０％的政府服务中心并转

换成数字平台ꎬ 同时将约 ５０％的联邦机构整合或在各部委之间合并设立新政

府部长职位ꎮ①

为实现上述发展规划ꎬ 阿联酋开展了更广泛的国际合作ꎮ ２０２０ 年ꎬ 在韩

国的帮助下ꎬ 阿联酋启用了阿拉伯世界第一座民用核电站———巴拉卡

(Ｂａｒａｋａｈ) 核电站ꎬ 还将建设一座光伏发电站、 一座垃圾和太阳能发电相结

合的发电站ꎮ 通过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ꎬ 阿联酋可以铸剑为犁ꎬ 将埃及的苏

伊士运河走廊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沙特的石油与充沛资金ꎬ 以及阿联酋的

商业枢纽地位同以色列的高科技优势有机结合ꎬ 构建以色列特拉维夫———埃

及苏伊士运河经贸走廊———沙特工商业新城 (ＮＥＯＭ) ———阿联酋迪拜的跨

中东商业版图ꎮ②

第四ꎬ 应对油价下跌和经济增长低迷是阿联酋奉行对冲战略的财政因素ꎮ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６ 年ꎬ 阿联酋的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达到了 ８ ４％ ꎮ 但受全球金

融危机影响ꎬ 阿联酋的国内生产总值从 ２００８ 年的 ３ １５４ ７５ 亿美元骤减到了

２００９ 年的 ２ ５３５ ４７ 亿美元ꎬ ２００９ 年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 － ５ ２４％ ꎮ③

２００９ 年以来ꎬ 阿联酋经济开始恢复ꎬ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４ 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幅约

５％ ꎻ 但后续受到 ２０１４ 年开始的国际能源价格持续下跌及财政支出削减的影

响ꎬ 阿联酋最近几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不断放缓ꎮ 根据阿联酋中央银行的数

据ꎬ 受增值税影响逐渐消退、 迪拉姆升值、 能源价格下跌、 租金下降等因素

的影响ꎬ ２０１８ 和 ２０１９ 年ꎬ 阿联酋非石油产业经济增速分别为 ０ ７％ 和 １％ ꎬ
低于石油行业经济增速 ２ ５％和 ３ ４％的同期水平ꎮ④

阿联酋政府一直实行经济多元化发展、 扩大贸易和增加非石油收入在国

内生产总值中比重的战略ꎮ 但迄今为止ꎬ 阿联酋经济对石油资源依然存在较

大的依赖性ꎬ 非石油产业经济增速仍呈现波动ꎬ 使得有 “土豪” 之称的阿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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酋隐忧浮现ꎬ 不得不在对外政策上开源节流ꎬ 避免树敌过多ꎮ 据世界银行预

测ꎬ ２０２０ 年阿联酋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 ６ ３％ ꎬ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缩水

７ ６％ ꎬ 财政收支差额为 － ８％ ꎮ① 国内财政状况的恶化和国际油价下跌ꎬ 使阿

联酋赖以生存的经济杠杆丧失效力ꎬ 不得不通过外交层面的 “止血” 来维护

政治和经济稳定ꎮ 在阿拉伯与以色列关系问题上ꎬ 阿联酋一直谨慎地支持阿

以和谈ꎻ 曾和其他海合会国家一起ꎬ 拒绝取消对以色列的主要抵制措施ꎬ 在

公开场合仍然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事业ꎮ 阿联酋宣布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这一外交举措ꎬ 是 ２０１０ 年中东剧变后阿联酋外交政策的重大调整ꎬ 为调整其

国内产业结构以应对低油价 “常态化” 情势ꎮ
第五ꎬ 阿拉伯剧变后阿联酋外交乏善可陈是其奉行对冲战略的国际因素ꎮ

为应对突如其来的中东乱局ꎬ 阿联酋与沙特结成攻防联盟ꎬ 两国步调一致ꎬ
介入中东地区几乎所有热点事务ꎮ 阿联酋主动谋势、 以攻为守ꎬ 影响力从西

亚拓展至东非、 东地中海、 北非甚至是巴尔干地区ꎬ 表现出强硬和咄咄逼人

的特点ꎬ 伊朗领导下的什叶派抵抗联盟 (伊朗、 胡塞武装、 伊拉克什叶派武

装组织、 黎巴嫩真主党等)、 土耳其领导下的亲穆兄会联盟 (土耳其、 卡塔

尔、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 俄罗斯领导下的反美联盟 (俄罗斯、 叙利亚巴沙

尔政权、 伊朗和土耳其) 均成为阿联酋防范和制衡的对象ꎮ
其一ꎬ 在中东政治事务中ꎬ 阿联酋在卡塔尔外交危机中持强硬态度ꎬ 对卡

塔尔与土耳其为伍、 暗地支持以穆兄会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力量极为不满ꎬ 故

采取打压态度ꎬ 对穆兄会在阿联酋分支机构———改革党 (Ａｌ － Ｉｓｌａｈ) 的暴恐活

动保持高度警惕ꎮ 穆兄会代表人物尤素夫盖尔达维 (Ｙｕｓｕｆ Ａｌ Ｑａｒａｄａｗｉ) 和利

比亚最著名的伊玛目阿里萨利比 (Ａｌｉ Ａｌ Ｓａｌｉｂｉ) 长期在卡塔尔定居ꎬ 引起

阿联酋的强烈不满ꎮ②

其二ꎬ 在中东安全事务中ꎬ 阿联酋军事介入叙利亚战争、 一度强硬地要

求推翻巴沙尔政权ꎬ 参与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ꎬ 支持利比亚哈利

法哈夫塔尔 (Ｋｈａｌｉｆａ Ｈａｆｔａｒ) 将军领导下的利比亚国民军对抗政治伊斯兰力

８７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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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土耳其和卡塔尔支持的民族团结政府ꎬ 在厄立特里亚阿萨卜 (Ａｓｓａｂ)
部署军事基地ꎬ 制衡土耳其在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部署军事训练基地ꎮ 阿联

酋还积极充当美国在海湾地区的代言人ꎬ 反对伊朗推动核计划并试射弹道导

弹ꎬ 反对伊朗插手阿拉伯世界内部事务ꎬ 成为美国遏制伊朗的 “排头兵”ꎮ
其三ꎬ 阿联酋以经济援助为杠杆ꎬ 培养代理人ꎬ 影响埃及、 约旦、 伊拉

克和摩洛哥等国的国内局势ꎬ 构筑反伊朗、 反穆兄会国际统一战线ꎮ ２０１８ 年ꎬ
阿联酋向 ４２ 个国家支出超过 ２８５ 亿阿联酋迪拉姆 (约合 ７７ ６ 亿美元) 的官

方发展援助ꎬ 占国民总收入的比率为 ０ ９３％ ꎬ 连续六年超过联合国制定的发

达国家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总收入 ０ ７％ 的标准ꎮ① 阿联酋还建立了一批具有

国际影响的对外援助和慈善机构ꎬ 如阿布扎比发展基金会 (Ａｂｕ Ｄｈａｂｉ Ｆｕｎｄ ｆｏｒ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阿联酋红新月会 (Ｅｍｉｒａｔｅｓ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扎耶德慈善基

金会 ( Ｚａｙｅｄ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等ꎮ 阿联酋成立对外援助协调办公室

(Ｏｆｆｉｃ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后ꎬ 通过能力建设、 信息共享等方

式促进各捐赠组织之间的合作ꎮ ２０１３ 年埃及穆尔西总统被废黜以来ꎬ 阿联酋

一直是埃及最大的援助国ꎮ② ２０１５ 年ꎬ 阿联酋对外援助额攀升至世界第六位ꎬ
在非西方国家中位居首位ꎮ③

阿联酋利用军事干预和经济援助双重手段影响地区形势ꎬ 应对以伊朗为

代表的什叶派政治伊斯兰、 以土耳其为代表的逊尼派政治伊斯兰、 以 “伊斯

兰国” 和 “基地” 组织为代表的恐怖主义ꎬ 以及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反美联盟

等力量构成的多重挑战ꎮ 阿拉伯剧变十年来ꎬ 阿联酋外交政策从以往非对抗

的温和形象转向强硬态度ꎬ 甚至不惜以军事介入的方式卷入地区冲突ꎬ 但伊

朗领导下的什叶派 “抵抗联盟” 和土耳其领导下的逊尼派亲穆兄会联盟未受

到根本性削弱ꎮ 除干预巴林街头政治取得成功外ꎬ 阿联酋等 “阿拉伯联军”
干预也门成为 “烂尾工程”ꎻ 伊朗并未屈服于美国的压力ꎻ 卡塔尔依旧和土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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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亦步亦趋ꎻ 叙利亚巴沙尔政府巩固了在国内的统治ꎬ 收复国内绝大部分城

市ꎻ 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在土耳其的支持下成功解围ꎮ 阿联酋插手地区事务ꎬ
加大了财政压力ꎬ 但没有提升预期的影响力ꎬ 甚至破坏了阿拉伯剧变前阿联

酋和平、 温和的国家形象ꎮ 阿联酋 “威胁平衡” 政策代价高昂ꎬ 未能塑造有

利的权力关系、 消除安全威胁ꎮ 在中东大变局背景下ꎬ 阿联酋领导人审时度

势ꎬ 以对冲战略代替以往的制衡战略ꎬ 其背后是国情因素、 决策因素、 发展

因素、 财政因素和国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ꎮ 通过对外战略调整ꎬ 阿联酋期

望适应新的地区安全形势和国际经济形势ꎬ 为打造阿联酋发展模式、 成为地

区和平与繁荣的 “绿洲” 营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ꎮ

三　 阿联酋对冲战略的实施

阿联酋对冲战略的实施有两个层面——— “增加朋友” 和 “减少敌人”ꎬ
前者旨在增加外交资源ꎬ 为国内经济社会改革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ꎻ 后者旨

在减少外交资源消耗 (见表 １)ꎮ

表 １　 阿拉伯剧变以来阿联酋对外政策的调整

维度 遏制战略 对冲战略

时间跨度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８ 年阿拉伯剧变第一波 ２０１８ 年阿拉伯剧变第二波以来

隐性逻辑 威胁平衡 多元平衡

大国关系
联美反俄ꎬ 遏制俄罗斯—伊朗
—土耳其三角政治联盟

与美加强军事合作伙伴ꎬ 与中国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ꎬ 与俄建立能
源合作伙伴

叙利亚
政策

对美 “一边倒”、 推翻巴沙尔
政府

重新派驻大使、 欢迎叙利亚重返
阿盟

伊朗
核问题

联合美国、 加入 “中东战略联
盟”ꎬ 遏制 “什叶派抵抗联盟”

与伊朗保持政治对话与经济合作ꎬ
向伊朗提供抗疫援助

卡塔尔
政策

与沙特等国对卡塔尔 “立体封
锁”ꎬ 遏 制 土 耳 其 领 导 下 的
“亲穆兄会联盟”

适度接触卡塔尔

利比亚
政策

军事介入ꎬ 配合西方推翻卡扎
菲政权ꎬ 支持利比亚国民军进
攻民族团结政府

政策超脱ꎬ 让埃及和俄罗斯充当
遏制土耳其的前线力量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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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维度 遏制战略 对冲战略

巴以
政策

维护阿拉伯世界整体利益ꎬ 支
持 “两国方案”ꎬ 坚持 “阿拉
伯和平倡议”

阿联酋本国利益优先ꎬ 与以色列
关系正常化

巴尔
干政策

支持科索沃独立、 承认科索沃
为主权国家

投资塞尔维亚ꎬ 在塞尔维亚和科
索沃之间开展斡旋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ꎮ

(一) 阿联酋对冲战略的第一维度: 增加朋友

美欧一直处于阿联酋外交中的优先位置ꎬ 中国和俄罗斯是新型合作伙伴ꎬ
是近年来阿联酋拓展全球影响力的重要合作对象ꎮ 自建国之日起ꎬ 阿联酋先

后与英国、 美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建立密切的安全合作关系ꎮ 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
阿联酋同时与美国、 中国和俄罗斯三大国保持军事伙伴、 政治伙伴和能源伙

伴关系ꎮ
第一ꎬ 巩固与美国的安全伙伴关系ꎮ 自 １９９１ 年海湾战争结束以来ꎬ 美国

一直是阿联酋安全的基石ꎮ １９９４ 年 ７ 月ꎬ 美国与阿联酋签订共同防务协定ꎬ
美国据此在阿布扎比的宰夫拉 (Ａｌ － Ｄｈａｆｒａ) 部署军事基地ꎬ 并在杰布阿里

(Ｊｅｂｅｌ Ａｌｉ) 部署海军设施ꎬ 为美国海军提供停靠和补给服务ꎮ 到 ２１ 世纪初ꎬ
美国在宰夫拉的驻军约为 １ ８００ 人①ꎬ 阿联酋成为首个与北约建立正式合作关

系的海湾及阿拉伯国家ꎬ 并向北约派驻大使ꎮ 截至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ꎬ 美国在该基

地有 ３ ５００ 人驻军 (另外ꎬ 法国在宰夫拉军事基地也部署了 ６００ 官兵)ꎬ 在阿

联酋部署了先进的 “Ｆ － ２２” 战机、 “Ｕ －２” 和 “全球鹰” 侦察机ꎮ 阿联酋也

成为美国重要的军火买家和防务合作伙伴ꎮ②

美国还帮助阿联酋发展高科技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 阿联酋成立 “国家航空

局”ꎬ 与美国开展密切的航空航天合作ꎮ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ꎬ 阿联酋向国际太空站派

出第一名宇航员ꎮ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ꎬ 阿联酋与美国联合研制的 “希望号” 火星探

测器在日本种子岛成功发射升空ꎬ 这也是中东地区首个火星探测器ꎬ 标志着

１８

①

②

Ｋｒｉｓｔｉａｎ Ｃｏａｔｅｓ Ｕｌｒｉｃｈｓｅｎꎬ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Ａｒａｂ Ｅｍｉｒａｔｅｓ: Ｐｏｗｅｒ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ｍａｋｉｎｇ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１４２ － １４３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Ａｒａｂ Ｅｍｉｒａｔｅｓ ( ＵＡ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ｆｏｒ Ｕ Ｓ Ｐｏｌｉｃｙ ”ꎬ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ＲＳ２１８５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４ꎬ ２０２０ꎬ 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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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步入航空大国行列ꎮ①

同时ꎬ 美国敦促阿联酋推动政治民主化进程ꎬ 美国国务院官员称美国政

府将致力于促进阿联酋民主、 法治、 媒体独立和公民社会建设ꎮ② 阿联酋总统

兼阿布扎比酋长哈利法和迪拜酋长穆罕默德则强调: 西方民主不适合阿联酋

政治ꎬ 因为阿联酋有协商议会 (联邦最高委员会和联邦全国委员会)ꎬ 可以发

挥参政、 议政和执政功能ꎻ 西方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必然导致阿联酋部落社

会的分裂和政治伊斯兰势力掌握权柄ꎮ③

第二ꎬ 加强与亚洲大国的经贸和能源合作ꎮ 如果说阿联酋与美国的安全

合作是存量ꎬ 那么它与亚洲大国的经贸和能源合作则是增量ꎮ 为平衡美国推

动所谓阿联酋民主化的压力ꎬ 阿联酋在美国与非西方大国之间实施对冲战略ꎬ
进行全球外交布局ꎬ 与世界其他大国同时建立战略合作关系ꎬ 中国、 日本、
韩国和印度等成为阿联酋全球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并在双边经贸合作发展

上取得了显著进展ꎮ 例如ꎬ 阿联酋是印度第十大投资国ꎬ 阿联酋在印度投资

额达 １８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ꎬ 莫迪访问阿联酋ꎬ 两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建立

战略对话机制ꎮ④ ２０１９ 年ꎬ 阿联酋和韩国把 ２００９ 年建立的 “战略合作伙伴关

系” 提升为 “特殊战略伙伴关系”ꎬ 除了继续加强在巴拉卡核电站和国防军工

方面的合作ꎬ 双方还把合作领域拓宽到高精尖产业的实质性合作ꎮ⑤

阿联酋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与投资伙伴ꎬ ７０％ 的中国制造商品先抵达阿联

酋迪拜ꎬ 再进入中东、 非洲和欧洲市场ꎮ 大约 ３０ 万华人在迪拜经商ꎬ ４ ２００
家中国企业在迪拜从事商业活动ꎮ 尽管美国从中阻挠ꎬ 但是阿联酋积极参与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ＮＡＳＡꎬ “ＮＡＳＡꎬＵＡＥ Ｓｐａｃｅ Ａｇｅｎｃｙ Ｓｉｇ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Ｓｐａｃｅｆｌｉｇｈ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ｎａｓａ ｇｏｖ / ｐｒｅｓ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 / ｎａｓａ － ｕａｅ － ｓｐａｃｅ － ａｇｅｎｃｙ － ｓｉｇｎ －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 ｆｏｒ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ｉｎ － ｈｕｍａｎꎬ ２０１８ － １０ － ０４ꎻ Ｅｍｉｒａｔｅｓ Ｓｐａｃｅ Ａｇｅｎｃｙꎬ
“Ａｂｏｕｔ ＥＭＭ”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ｅｍｉｒａｔｅｓｍａｒ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ｅꎬ ２０２０ － １２ －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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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ｖ ｉｎ / Ｐｏｒｔａｌ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 ｕａｅ － ａｕｇｕｓｔ － ２０１２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２ － ０２ － 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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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８３０３７５ꎬ ２０１９ － ０２ －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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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建设ꎬ 并成为亚投行的创始会员国ꎮ①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ꎬ 阿联酋阿布

扎比王储穆罕默德本 －扎耶德访华ꎬ 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会谈ꎮ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ꎬ
在中共十九大结束后ꎬ 习主席国际访问的第一站便选择了阿联酋ꎬ 两国宣布

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ꎮ② 在习近平主席与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的共

同见证下ꎬ 中核集团董事长余剑锋与阿联酋核能公司总裁哈马迪在北京签署

谅解备忘录ꎬ 与阿联酋国务部长、 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主席艾赫迈德阿

里阿尔沙耶赫签署建设财资及投融资中心合作协议ꎮ 这是中阿两国企业

积极响应习主席提出打造 “全面合作、 共同发展、 面向未来的中国阿拉伯战

略伙伴关系” 及 “中国—阿联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的号召ꎬ 深化 “一带一

路” 倡议和中阿全面战略合作的具体举措ꎬ 也是双方探索建立 “产融” 合作

可持续发展模式的创新实践ꎮ③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ꎬ 迪拜中国学校成立ꎮ 这是迪拜

第一所中国学制学校ꎬ 也是中国政府在海外成功创办的第一所全日制学校ꎮ
第三ꎬ 与俄罗斯积极构建能源供应联盟ꎮ 阿联酋在与美国开展防务合作

的同时ꎬ 还与俄罗斯开展能源合作ꎬ 成为其对冲战略的集中体现ꎮ 在能源政

治领域ꎬ 逊尼派阿拉伯国家如沙特、 阿联酋、 卡塔尔、 阿曼、 科威特等是俄

罗斯的天然合作伙伴ꎮ 在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 １ 日卡塔尔退出欧佩克之前ꎬ 欧佩克有

１４ 个成员国ꎬ 其中有 ８ 个来自中东地区ꎬ 占欧佩克石油总产量的 ８３％ ꎮ 据统

计ꎬ 俄罗斯和中东国家的石油总储量和总产量分别占世界的 ６０％和 ５０％ ꎬ 天

然气总储量和总产量分别占世界的 ６３％和 ４０％ ꎮ 石油和天然气出口收入占俄

罗斯国民收入的 ５０％ ꎬ 占海湾阿拉伯国家国民收入的 ８０％左右ꎮ④ ２０１９ 年 １０
月ꎬ 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式访问阿联酋ꎬ 两国在能源等领域签订了 １３ 亿美元的

合作协议ꎬ 进一步提升了两国在油气领域的伙伴关系ꎮ⑤

３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Ｋｒｉｓｔｉａｎ Ｃｏａｔｅｓ Ｕｌｒｉｃｈｓｅ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１５１ － １５５
截至 ２０２０ 年ꎬ 中国与阿尔及利亚、 埃及、 沙特、 伊朗、 阿联酋 ５ 个中东国家建立了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ꎮ
«中阿签署和平利用核能合作的谅解备忘录»ꎬ 载国家能源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ｅａ ｇｏｖ ｃｎ /

２０１９ － ０７ / ２６ / ｃ＿１３８２６０４２６ ｈｔｍ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２６
Ｎｉｃｕ Ｐｏｐｅｓｃｕ ａｎｄ Ｓｔａｎｉｓｌａｖ Ｓｅｃｒｉｅｒｕ ｅｄｓ ꎬ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ａｎｄｃａｓｔｌｅｓ?”ꎬ

Ｃｈａｉｌｌｏｔ Ｐａｐｅｒｓꎬ Ｎｏ １４６ꎬ ｐｐ ３０ － ３１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ｓｓ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ＥＵＩＳＳＦｉｌｅｓ / ＣＰ＿１４６
ｐｄｆꎬ ２０２０ － ０７ － ３１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Ｐｕｔｉｎ’ｓ Ｖｉｓｉｔ ｔｏ ＵＡＥ Ｓｅａｌｓ Ｂｉｇ Ｄｅａｌｓ”ꎬ Ｔｈｅ Ｋｈａｌｅｅｊ Ｔｉｍｅｓ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５ꎬ
２０１９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ｋｈａｌｅｅｊ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ｕａｅ / ａｂｕ － ｄｈａｂｉ / ｒｕｓｓｉａｎ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 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 ｐｕｔｉｎｓ － ｖｉｓｉｔ － ｔ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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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美、 俄三国在中东既有共同利益ꎬ 又有战略博弈ꎮ 阿联酋为规避风

险ꎬ 选择与上述三大国同时保持战略关系ꎬ 通过议题联系分别建立军事、 政

治和能源合作关系ꎬ 使大国在中东的张力得以相互消解ꎬ 对阿联酋的负面影

响也能降到最低限度ꎮ
(二) 阿联酋对冲战略的第二维度: 减少敌人

除增加朋友外ꎬ 阿联酋对冲战略付诸实施的第二个层面是减少地区敌人ꎮ
始自 ２０１０ 年底的阿拉伯剧变使阿联酋一度陷入紧张ꎮ 突尼斯、 利比亚、 埃

及、 也门发生政权更迭ꎬ 巴林、 叙利亚发生严重的街头政治ꎬ 更是让阿联酋

统治高层提高警惕ꎮ 阿联酋政府未雨绸缪ꎬ 将叙利亚内战、 伊朗插手阿拉伯

国家事务、 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崛起等均视为安全威胁ꎬ 并通过培养代理人、
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等ꎬ 试图塑造有利的权力关系ꎮ 但阿联酋对外安全战略

处处受阻ꎮ 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 阿联酋对外用兵和经济援助更加有节制ꎬ 重新回归

冷静与温和ꎬ 恢复了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争端的传统ꎮ
第一ꎬ 在叙利亚问题上ꎬ 阿联酋从对美国 “一边倒” 转向 “动态平衡”ꎮ

叙利亚内战爆发初期ꎬ 阿联酋与美国密切合作ꎬ 积极支持温和的伊斯兰反政

府武装、 支持阿盟终止巴沙尔政府的席位ꎮ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ꎬ 在 “叙利亚之友”
大会上ꎬ 阿联酋和其他海合会国家承诺向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 １ ０００ 亿美元

的援助ꎮ ２０１４ 年 “伊斯兰国” 崛起后ꎬ 阿联酋与美国合作多次派战机袭击叙

利亚境内的 “伊斯兰国” 据点ꎮ① 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 阿联酋在叙利亚问题上奉行

对冲战略ꎬ 在叙利亚政府与各种反对派力量之间两面下注ꎬ 向叙利亚重新派

驻大使ꎬ 支持叙利亚重返阿盟ꎬ 降低对反对派的支持力度ꎬ 提升了阿联酋在

叙利亚问题上的外交自主性ꎮ
第二ꎬ 在伊朗核问题上ꎬ 阿联酋从 “战略攻势” 转向 “战略缓和”ꎮ

２０１１ 年ꎬ 阿拉伯变局向海湾地区蔓延ꎬ 阿联酋认为伊朗是背后的主要推手ꎬ
遂同沙特果断采取行动ꎬ 向巴林派出联合部队ꎬ 平息巴林的政治骚乱ꎮ ２０１３
年ꎬ 海合会设立了联合军事司令部ꎬ 计划组建 １０ 万人的联合部队ꎬ 试图将海

合会打造成 “海湾版北约”ꎬ 干预也门、 巴林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热点问题ꎮ
２０１５ 年ꎬ 阿联酋还向巴林和阿曼提供了 ２００ 亿美元的一揽子援助ꎬ 以阻止街

头政治在伊朗的推波助澜下向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扩散ꎬ 进而演变为政权更

４８

①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Ｋａｔｚｍａ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３０７ － ３０８ꎬ 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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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的政治运动ꎮ①

２０１５ 年伊朗核协议签订后ꎬ 阿联酋和沙特一道反对伊朗核协议ꎬ 认为伊

朗以此为掩护ꎬ 发展弹道导弹ꎬ 同时为研制核武器争取时间ꎮ 受伊朗积极推

动核计划的刺激ꎬ 以沙特、 阿联酋、 巴林和埃及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决心采

取 “战略跟进”ꎬ 沙特、 阿联酋和埃及宣布启动各自的民用核能计划ꎬ 以应对

国内不断增加的电力需求ꎬ 增强海水淡化能力和防范伊朗 “拥核崛起”ꎮ② 同

年ꎬ 阿联酋在厄立特里亚阿萨卜部署海军基地ꎬ 以预防伊朗和土耳其向非洲

之角渗透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 除阿曼外ꎬ 其他 ５ 个海合会国家发起 “决断风暴行

动”ꎬ 出兵打击也门胡塞武装ꎮ 当年 ８ 月ꎬ 阿联酋向也门派出 ３ ０００ 名地面

部队ꎮ③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 也门胡塞武装发动反攻ꎬ 打死 ５０ 多名阿联酋士兵ꎬ 使阿联

酋朝野一片震惊ꎮ 阿联酋在 ２０１８ 年调整思路ꎬ 向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朗均发出

了积极改善双方关系的信号ꎬ 伊朗外长扎里夫与阿联酋外交与国际合作部长

阿卜杜拉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ｂｉｎ Ｚａｙｅｄ Ａｌ Ｎａｈｙａｎ) 会晤ꎬ
讨论伊朗将阿布穆萨岛归还阿联酋、 换取伊朗开发附近海床的权利等问题ꎮ④

２０１９ 年ꎬ 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实施 “极限施压”ꎬ 给阿联酋与伊朗贸易造成

严重困难ꎮ 阿联酋与伊朗经贸关系密切ꎬ 迪拜拥有众多伊朗公司和 ４０ 多万

伊朗商人ꎬ 阿联酋不愿意看到它与伊朗的贸易受到美国 “长臂管辖” 的影

响ꎬ 故不主张美国对伊朗实施全方位经济制裁ꎮ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ꎬ 阿联酋富查

伊拉沿岸油轮遇袭ꎬ 美国指责伊朗是背后黑手ꎬ 阿联酋在美国与伊朗之间

开展了有限的斡旋外交ꎬ 并发表声明称: 没有证据证明是何种势力策划了

此次袭击ꎮ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ꎬ 阿联酋海军高级将领访问伊朗ꎬ 讨论促进地区局

势降温的机制建设问题ꎮ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ꎬ 美国用 “无人机” 暗杀伊斯兰革命

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ꎬ 阿联酋不愿意卷入军事冲突中ꎬ 公开呼吁各

５８

①

②

③

④

Ｆｏｒｅｗｏｒｄꎬ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Ｉｒａｎ?”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ꎬ Ｖｏｌ １２ꎬ Ｉｓｓｕｅ ９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１ － ２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Ｉｒａｎ?”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ꎬ
Ｖｏｌ １２ꎬ Ｉｓｓｕｅ ９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１ － ２

Ｇüｌｓ̧ａｈ Ｎｅｓｌｉｈａｎ Ａｋｋａｙａꎬ “Ｈｏｗ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ꎬ ｉｎ
Ｃｅｎａｐ Çａｋｍａｋ ａｎｄ Ａｌｉ Ｏｎｕｒ Öｚçｅｌｉｋ ｅｄｓ ꎬ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１９ꎬ ｐ １２６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Ｋａｔｚｍａ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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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保持克制ꎬ 避免紧张局势升级①ꎬ 进一步体现出阿联酋政府的对冲战略

特点ꎮ
第三ꎬ 在对卡塔尔政策上ꎬ 阿联酋从 “立体封锁” 转向 “适度接触”ꎮ

阿拉伯剧变后ꎬ 阿联酋认为什叶派政治伊斯兰力量代表伊朗同逊尼派政治伊

斯兰力量代表土耳其、 卡塔尔和穆兄会分支机构形成的网络对其安全构成了

威胁ꎮ 阿联酋强调ꎬ 来自伊朗的威胁是外部的ꎬ 处于明处ꎻ 而来自穆兄会

及其分支机构的威胁则是内部的ꎬ 处于暗处ꎮ 穆兄会在阿联酋的分支机

构——— “改革党” 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就已遭取缔ꎬ 阿拉伯剧变使 “改革

党” 死灰复燃ꎬ 阿联酋指责卡塔尔利用半岛电视台帮助土耳其传播政治伊

斯兰极端思想ꎬ 有可能颠覆阿联酋国家政权ꎮ ２０１４ 年ꎬ 阿联酋将穆兄会、
“改革党”、 黎巴嫩真主党以及 “基地” 组织多个分支机构等共 ８５ 个政治组

织列为恐怖组织ꎮ② ２０１４ 年ꎬ 埃及军方废黜穆兄会代表———穆尔西政权ꎮ
２０１５ 年ꎬ 阿联酋发起召开了 “埃及经济发展大会”ꎬ 海湾国家纷纷表示将扩

大对埃及塞西政府的援助力度ꎬ 阿联酋承诺投资 １４０ 亿美元ꎬ 占埃及获得外

援总额的 ７０％ ꎮ③ 阿联酋积极向埃及 “输血”ꎬ 大规模投资埃及小麦生产、
金融和基础设施产业ꎬ 支持埃及建设新首都ꎮ 阿联酋此举一方面增强了对

塞西政府外交政策的影响能力ꎬ 另一方面也可借用塞西政府打击暴力恐怖

主义和穆兄会分支机构ꎮ④

因此ꎬ 卡塔尔危机的背后是以沙特和阿联酋为代表的传统伊斯兰势力ꎬ
同以土耳其和卡塔尔为代表的现代伊斯兰势力的较量ꎮ ２０１７ 年ꎬ 沙特、 阿联

酋、 巴林和埃及一道与卡塔尔断交ꎬ 要求卡塔尔停止支持穆兄会ꎮ 在卡塔尔

强硬外交路线面前ꎬ 阿联酋和沙特等国的 “极限施压” 政策乏善可陈ꎬ 故阿

联酋自 ２０１８ 年以来开始采取软化措施ꎬ 对卡塔尔实施接触政策ꎬ 阿联酋由对

沙特 “一边倒” 转向在沙特和土耳其之间实施对冲战略ꎮ ２０１９ 年底ꎬ 沙特和

卡塔尔举行高官会谈ꎬ 阿联酋也释放与卡塔尔改善关系的信号ꎬ 包括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与卡塔尔恢复邮政业务ꎻ 阿联酋和沙特还一致同意卡塔尔国防大臣参加海

６８

①

②
③
④

Ｐｅｔｅｒ Ｓａｌｉｓｂｕｒｙꎬ “Ｒｉｓｋ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ｅｔｉｔｅ ｉｎ ＵＡ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 Ｃｈａｔｈａｍ Ｈｏｕｓｅꎬ Ｊｕｌｙ ２０２０ꎬ ｐ １５

Ｉｂｉｄ ꎬ ｐ １６
Ｋｒｉｓｔｉａｎ Ｃｏａｔｅｓ Ｕｌｒｉｃｈｓｅ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２０１
Ｋａｒｅｎ Ｅ Ｙｏｕｎｇꎬ “Ａ Ｎｅｗ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ＧＣ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ｃｒａｆｔ: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ＵＡＥ Ａｉｄ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ｇｙｐｔ”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ｒａｂ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７ꎬ Ｎｏ １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１３１ －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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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会年度安全会议ꎮ①

第四ꎬ 在利比亚问题上ꎬ 阿联酋从 “军事介入” 到 “适度超脱”ꎮ ２０１１
年ꎬ 美、 英、 法对利比亚政府发动空袭ꎬ 决心推翻卡扎菲政府ꎮ 阿联酋与北

约步调一致ꎬ 向利比亚海域派出了 １２ 架战斗机ꎬ 彰显阿联酋与西方大国在推

翻卡扎菲政权问题上存在共识和共同利益ꎮ② 此后ꎬ 利比亚沦为 “代理人战

争” 的场所ꎬ 阿联酋、 法国、 埃及和俄罗斯支持东部的利比亚国民军ꎬ 土耳

其和卡塔尔支持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ꎮ ２０１４ 年ꎬ 阿联酋和埃及塞西政府联合

对卡塔尔支持的穆兄会在利比亚的分支机构发动空袭ꎮ 西方媒体称ꎬ 阿联酋

多次违反武器禁运协定ꎬ 向利比亚交战方———哈夫塔尔将军领导下的利比亚

国民军输送武器ꎮ③ 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 土耳其加大对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的军事

支持ꎬ 甚至通过私人安保公司———萨达特 (Ｓａｄａｔ) 向利比亚派出 ５ ０００ 多名

参与地面作战的叙利亚雇佣军ꎬ 并部署数百名土耳其正规军从事防空系统的

部署与维护ꎮ 作为反制ꎬ 俄罗斯也通过私人安保公司———瓦格纳集团

(Ｗａｇｎｅｒ Ｇｒｏｕｐ) 向利比亚派出 ３ ０００ 名俄罗斯雇佣兵和 ２ ０００ 名叙利亚雇佣

兵ꎬ 支持利比亚东部的国民军ꎮ④ 埃及站在俄罗斯一边ꎬ 坚决反对土耳其向利

比亚增兵ꎮ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ꎬ 埃及议会通过决议ꎬ 允许政府出兵利比亚ꎬ 并强调

不会在利比亚安全问题上坐视不管ꎮ⑤ ２０２０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ꎬ 希腊、 塞浦路斯、
埃及、 法国和阿联酋五国在地中海地区首次举行联合海上军事演习ꎬ 但阿联

酋保持低调ꎬ 否认此次军演针对第三方ꎮ 鉴于法国与埃及同土耳其的矛盾上

升为主要矛盾ꎬ 阿联酋开始奉行超脱政策ꎬ 从 “冲突方” 变成了 “超脱者”ꎬ
在土耳其与法国和埃及之间 “玩平衡”ꎮ

第五ꎬ 在巴以问题上ꎬ 阿联酋从 “阿拉伯整体利益” 转向 “阿联酋个体

利益”ꎮ 从冷战时期到冷战后ꎬ 阿联酋与以色列从未直接交战ꎮ 从第一次中东

７８

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Ａｒａｂ Ｅｍｉｒａｔｅｓ (ＵＡ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ｆｏｒ Ｕ Ｓ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ＲＳ２１８
５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４ꎬ ２０２０ꎬ ｐ ８

Ｋｒｉｓｔｉａｎ Ｃｏａｔｅｓ Ｕｌｒｉｃｈｓｅ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４０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Ａｒａｂ Ｅｍｉｒａｔｅｓ (ＵＡ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ｆｏｒ Ｕ Ｓ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ＲＳ２

１８５２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４ꎬ ２０２０ꎬ ｐ ９
Ｓａｍｙ Ｍａｇｄｙꎬ “ＵＳ:Ｔｕｒｋｅｙ － ｓｅｎｔ Ｓｙｒｉａｎ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Ｂａｃｋｌａｓｈ ｉｎ Ｌｉｂｙａ”ꎬ ＡＰ Ｎｅｗ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ａｐ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６７９ａ６ｄ６ｆｃ５４９ｂｄａ５９ｆ８６２７ｄ９１ｄ９ａ３６３ｃꎬ ２０２０ － ０９ －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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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到 １９６７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ꎬ 阿联酋处于英国委任统治之下ꎬ 不是交战

方ꎮ 阿联酋成立两年后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ꎮ 阿联酋从阿拉伯—伊斯兰世

界的整体利益出发ꎬ 同沙特和其他阿拉伯产油国一起ꎬ 对美国和荷兰两个支

持以色列的国家实施石油禁运ꎬ 同时向巴勒斯坦、 埃及、 叙利亚等抵抗以色

列的 “前线国家” 提供经济援助ꎮ 此后ꎬ 阿联酋反对召开有以色列代表参加

的中东和平国际会议ꎬ 也拒绝参加美国发起的中东开发银行ꎮ 然而ꎬ 阿联酋

人ꎬ 尤其是青年一代ꎬ 对阿以 ５ 次战争以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驱逐并无

历史记忆ꎬ 阿联酋与以色列发展关系中历史包袱较少ꎮ ２００７ 年ꎬ 阿联酋、 沙

特、 埃及和约旦设立阿拉伯四方会谈机制ꎬ 阿联酋参与巴以问题的解决ꎬ 并

于当年参加了美国安那波利斯中东和平峰会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ꎬ 阿联酋举办国际可

再生能源机构大会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ｎｅｗａｂｌｅ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ꎬ
以色列基础设施、 能源与水资源部长西尔万沙洛姆 (Ｓｉｌｖａｎ Ｓｈａｌｏｍ) 出席会

议ꎬ 体现出双方心照不宣的关系ꎮ① 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 阿联酋与以色列关系正常

化加速推进ꎮ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ꎬ 以色列外长伊斯拉尔卡茨 (Ｙｉｓｒａｅｌ Ｋａｔｚ) 访问

阿布扎比ꎬ 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ꎬ 向外界释放了重要信号ꎮ
以色列和阿联酋都是人口和国土面积小国ꎬ 同时又是经济强国ꎮ ２０１９ 年ꎬ

阿联酋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 ３１ 位ꎬ 以色列排第 ３２ 位ꎬ 两国人均国内生

产总值在中东地区遥遥领先ꎬ 分别成为海湾与东地中海地区的 “明珠”ꎮ 阿联

酋国内基础设施发达ꎬ 商业环境宽松ꎬ 法律制度健全ꎬ 是中东地区贸易和投

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之一ꎮ 在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 «２０１９ 年全球竞争力报

告» 中ꎬ 阿联酋的全球竞争力指数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居世界第 ２５ 位ꎬ
在中东地区仅次于以色列ꎬ 居第二位ꎬ 居阿拉伯世界第一位ꎮ 在该指数的次

级指标方面ꎬ 阿联酋在宏观经济稳定方面居全球第一位ꎮ② ２０１９ 年ꎬ 在流入

中东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同比下降 ７％的整体形势下ꎬ 阿联酋因其大规模的油

气投资交易而吸引了 １４０ 亿美元的国外直接投资ꎬ 同期增幅近 １ / ３ꎬ 成为西亚

地区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接收国ꎮ③ ２０１９ 年ꎬ 阿联酋又设立了阿布扎比投资

８８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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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 (Ａｂｕ Ｄｈａｂｉ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ｅ)ꎬ 以此促进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ꎮ 在世

界银行 “营商便利度” (ｅａｓｅ ｏｆ ｄｏｉｎｇ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排名上ꎬ 阿联酋的排名从 ２００８
年的第 ４７ 位上升至 ２０２０ 年的第 １６ 位ꎮ① 从上述指标来看ꎬ 阿联酋和以色列

一样ꎬ 都是中东地区营商环境最好的国家ꎮ 在新冠疫情和低油价双重压力下ꎬ
阿联酋从国家现实利益需要出发ꎬ 寻求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ꎬ 旨在通过创新

驱动和经济转型ꎬ 使以色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分别在东地中海和海湾地区成

为经济增长 “新引擎”ꎮ
另外ꎬ 阿联酋还以调解方身份参与中东以外地区事务ꎬ 践行对冲战略ꎮ

在巴尔干地区ꎬ 阿联酋一直是阿尔巴尼亚、 波斯尼亚、 黑山共和国、 塞尔

维亚和科索沃的重要援助国ꎮ 一方面ꎬ 阿联酋大规模投资塞尔维亚航空业、
市政建设、 军工产业和农业ꎬ 成为该国最大的投资国ꎻ 另一方面ꎬ 阿联酋

不顾塞尔维亚政府的反对ꎬ 积极支持科索沃建国ꎬ 并于 ２００８ 年承认科索沃

独立ꎬ 成为第一个承认科索沃主权独立的海湾和阿拉伯国家ꎬ 也是联合国

会员国中第 ５１ 个承认科索沃独立的国家ꎮ② 阿联酋对塞尔维亚和科索沃的

政策体现出阿联酋通过对冲战略ꎬ 发挥 “四两拨千斤” 的作用ꎬ 在冲突方

之间左右平衡ꎬ 并促成 ２０２０ 年以色列同时与塞尔维亚、 科索沃改善关系ꎮ

四　 阿联酋对冲战略的影响

阿联酋外交政策的调整将对阿联酋发展环境、 中小国家对外战略、 外交

理念、 权力关系和 “新中东” 格局产生深远影响ꎮ
第一ꎬ 阿联酋对冲战略为本国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

境ꎮ 国际低油价、 中东局势的不确定性ꎬ 尤其是美国与伊朗、 沙特与伊朗、
土耳其与以色列、 土耳其与沙特等地缘政治争夺升级ꎬ 让阿联酋对其所处的

地区环境充满隐忧ꎬ 该国不得不调整以往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ꎮ 阿联酋实施

对冲战略ꎬ 旨在探索自己的发展模式ꎬ 即强化国内领导权ꎬ 维护联邦政府权

９８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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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ꎬ 并通过强政府推动经济社会改革ꎬ 建立充满活力的多元经济ꎬ 防范两类

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 一是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政治伊斯兰ꎻ 二是以穆兄

会为代表的逊尼派政治伊斯兰ꎮ① 在对外政策上ꎬ 阿联酋与沙特既有联合又有

分歧ꎬ 尤其两国在也门发动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ꎬ 不仅未能击溃胡塞武

装ꎬ 反而酿成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ꎮ ２０１８ 年以来ꎬ 阿联酋和沙特在对伊朗、
也门内战等问题上的分歧也日益明显ꎮ② 未来ꎬ 阿联酋会继续在伊朗和沙特之

间实施对冲战略ꎬ 不会充当沙特对抗伊朗的 “马前卒”ꎮ
从经济角度看ꎬ 尽管阿联酋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ꎬ 但是受限于自身体量、

对外部资本和市场的依赖性ꎬ 阿联酋经济也具有难以克服的脆弱性ꎮ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ꎬ 迪拜经历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ꎬ 因阿布扎比、 沙特等提供紧急援

助ꎬ 才避免了其出现经济衰退ꎮ 阿联酋通过建立多元平衡ꎬ 实现增加朋友、
减少敌人的目的ꎻ 通过减少外部财力的消耗和推动国内经济社会的改革ꎬ 把

自己打造成 “海湾地区的以色列” 和地区和平与繁荣的枢纽ꎮ 实施对冲战略ꎬ
使阿联酋扩大了军事、 政治和能源合作 “朋友圈”ꎮ 例如ꎬ 随着阿联酋和以色

列关系正常化的推进ꎬ 美国政府也在不断放松对阿联酋的武器交易限制ꎮ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ꎬ 美国国务院批准以 ５ ５６ 亿美元向阿联酋出售 ４ ５６９ 辆使用防地

雷伏击保护车辆ꎻ １０ 月ꎬ 特朗普政府向美国国会提出计划向阿联酋出售总价

约 １０４ 亿美元的 ５０ 架 “Ｆ － ３５” 战斗机ꎮ③

第二ꎬ 阿联酋对冲战略产生了辐射效应ꎬ 越来越多的中东地区中小国家

将步阿联酋后尘ꎬ 由制衡战略转向对冲战略ꎮ 冷战结束后ꎬ 从 １９９１ 年海湾战

争到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ꎬ 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目标几乎全部实现ꎬ 但始自

２０１０ 年底的阿拉伯剧变并没有沿着西方预设的 “自由” “民主” 的轨道发展ꎮ
不仅如此ꎬ 中、 俄连续使用否决权ꎬ 使西方干预叙利亚局势的幻想破灭ꎮ④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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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解决中东热点问题的能力和意愿下降ꎬ 以俄罗斯、 伊

朗和土耳其为主的非西方大国登上中东地缘政治的舞台ꎬ 三国不仅在叙利亚

形成政治联姻ꎬ 而且在其他中东热点问题上也主动出击ꎬ 打破了西方国家对

中东安全事务的垄断ꎮ 随着美国的战略收缩与 “战略超脱”ꎬ 非西方大国开始

跃跃欲试ꎬ 战略自主性日益增强ꎬ “一超多强” 让位于 “多极并存”ꎮ 中东是

大国安全博弈的主战场ꎬ 中东秩序是全球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ꎮ 从 １９４８ 年第一

次阿以战争的爆发ꎬ 到 ２０１０ 年底横扫西亚北非的阿拉伯剧变ꎬ 域外大国谋霸与

反霸的斗争成为第一组矛盾ꎬ 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与以色列的对抗成为第二组

矛盾ꎬ 上述两组矛盾贯穿始终ꎬ 成为中东 “双重权力平衡” 的主要特征ꎮ ２０１０
年底以来ꎬ 中东地区格局由美国独霸到多强林立ꎬ 地区强国从战略依附走向战

略自主ꎬ 阿拉伯世界加速碎片化ꎬ 中东联盟分化组合ꎬ 阿联酋、 伊拉克、 苏丹、
吉布提等国意识到 “制衡威胁” 成本高昂ꎬ 且风险较大ꎬ 在冲突方之间左右逢

源风险更低ꎮ 在域外大国和中东地区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升级的情况下ꎬ 一大批

中小国家则步阿联酋后尘ꎬ 在大国之间进行周旋ꎬ 实施对冲战略ꎮ
第三ꎬ 受阿联酋外交理念调整的影响ꎬ 中东国家外交普遍从意识形态主

导转向以国家利益优先ꎮ 冷战结束后ꎬ 尽管阿拉伯世界政治制度、 经济发展

差异甚大ꎬ 但在维护巴勒斯坦人民正义事业、 实现阿拉伯世界的团结与统一

方面ꎬ 具有一致性目标ꎮ 过去十年里ꎬ 作为中东主体民族的阿拉伯世界普遍

面临高人口增长率、 高失业率、 高物价、 货币加速贬值、 经济增长乏力等问

题ꎮ 尽管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提出了经济振兴计划和中长期发展战略ꎬ 如沙特

“２０３０ 愿景” 和埃及 “经济振兴计划” 等ꎬ 但其执行力弱ꎬ 国家治理能力不

足ꎮ① ２０２０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ꎬ 全球经济复苏缓慢ꎬ 能源需求不旺ꎬ
加上低油价的困扰ꎬ 使中东国家的发展雪上加霜ꎬ 甚至被称赞为 “和平绿洲”
与 “经济增长火车头” 的海合会六国也面临有史以来最严峻的经济挑战———
２０２０ 年海合会六国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约收缩 ４ ４％ ꎬ 其中由于欧佩克减产

协议的签署ꎬ ２０２０ 年的石油总产值约收缩 ５ ３％ ꎮ② 面对经济和安全双重挑

１９

①

②

Ｓｅｅ Ａｌｉ Ｋａｄｒｉ ｅｄ ꎬ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 ２０１６

“ＣＯＶＩＤ －１９ Ｉｍｐａｃｔ: ＧＣＣ Ｆａｃｅｓ Ｂｉｇｇｅｓ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Ｇｕｌｆ Ｎｅｗｓꎬ ｈｔｔｐｓ: / / ｇｕｌｆｎｅｗｓ
ｃｏｍ /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 ｂａｎｋｉｎｇ / ｃｏｖｉｄ － １９ － ｉｍｐａｃｔ － ｇｃｃ － ｆａｃｅｓ － ｂｉｇｇｅｓｔ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 ｉｎ －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１ ７１９００２９６ꎬ ２０２０ － ０６ － ０６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１ 年第 ２ 期

战ꎬ 中东国家普遍奉行 “以我为主、 以国家利益为重” 的务实政策ꎬ 淡化意

识形态因素ꎮ 阿联酋打破僵局ꎬ 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ꎬ 与以色列、 沙特

等构建 “中东科技创新联盟”ꎬ 助力国家转型ꎬ 打破了 “先巴以和平再阿以和

平” 的前后顺序ꎬ 颠覆了 “以土地换和平” 以及 “阿拉伯和平倡议” 等理

念ꎮ 阿联酋对冲战略体现出以本国现实利益为导向的外交政策ꎬ 会带动更多

的阿拉伯国家从本国利益出发ꎬ 与以色列实现外交媾和ꎮ
第四ꎬ 阿联酋对冲战略的实施使中东地区强国之间出现一个 “中间地

带”ꎮ 从 ２０１０ 年底的阿拉伯剧变ꎬ 到 ２０２０ 年以色列与阿联酋关系正常化ꎬ 阿

拉伯世界的内部问题积重难返ꎬ 叙利亚、 利比亚、 也门、 索马里等热点问题

长期得不到解决ꎬ 伊拉克、 黎巴嫩和巴勒斯坦等危机潜伏ꎮ 以色列抓住机会ꎬ
借助美国的威逼利诱手段ꎬ 各个击破ꎬ 与多个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ꎮ 同时ꎬ
土耳其与以色列却从昔日的准盟友变成今日的竞争对手ꎮ 埃尔多安政府反对

以色列恃强凌弱、 吞并巴勒斯坦人土地政策ꎬ 故在叙利亚问题上同以色列最

大敌人———伊朗开展合作ꎬ 在东地中海油气资源划界问题上与以色列龃龉不

断ꎮ 此外ꎬ 近年来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关系也持续恶化ꎮ 在利比亚ꎬ 土耳其

与埃及、 沙特、 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支持不同的代理人ꎬ 土耳其成为以色列

和上述阿拉伯国家在地中海的 “假想敌”ꎮ 伊朗既反对以色列的地区霸权主

义ꎬ 又反对阿拉伯国家牺牲巴勒斯坦人权益ꎬ 成为阿、 以在海湾地区的 “假
想敌”ꎮ 土耳其与伊朗 “合纵”ꎬ 以色列、 沙特和埃及 “连横”ꎬ 以色列与主要

阿拉伯国家从不共戴天的敌人变成了心照不宣的 “准盟友”ꎮ 未来ꎬ 在土耳

其、 伊朗、 沙特、 以色列和埃及等地区大国的战略博弈过程中ꎬ 将出现以阿

联酋、 伊拉克、 苏丹、 吉布提、 摩洛哥等为代表的 “中间地带” 国家ꎬ 这些

国家不愿意充当地区霸主的 “代理人”ꎬ 而更倾向于在各大力量之间保持一种

动态的均衡ꎬ 充当 “第三种力量”ꎮ
第五ꎬ 阿联酋对冲战略的实施进一步推动了 “新中东” 格局的形成ꎮ 阿

拉伯剧变的第一波和第二波解构了原有的地区秩序ꎬ 集团政治死灰复燃ꎬ 中

东地区无论是弱国还是强国均陷入集体焦虑ꎬ 都有强烈的不安全感ꎮ 中东国

家曾经是 “不结盟运动” 的积极倡导者ꎬ 但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ꎬ 各

国被迫对 “不结盟” 的内涵加以与时俱进的解读ꎬ 开始与域外大国、 地区国

家甚至非国家行为体建立特殊关系ꎮ 在 “新中东” 格局下ꎬ 中东国家和阵营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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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分化ꎬ 地区一体化组织阿盟与海合会功能弱化ꎬ 敌人和盟友关系开始易

位ꎮ① 卡塔尔与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和巴林三国分道扬镳ꎬ 严重破坏了海湾地

区的政治秩序和稳定ꎮ 土耳其、 以色列、 伊朗、 埃及、 沙特等登上中东地缘

博弈的舞台ꎬ 通过政治、 军事、 经济和战略传播等综合手段整合其国内外各

种力量ꎬ 通过 “组合拳” 应对不确定性ꎮ 以阿联酋、 伊拉克、 苏丹、 摩洛哥

和吉布提为代表的中小阿拉伯国家面临国内与国际、 经济与安全、 民主与民

生等多重挑战ꎬ 故在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夹缝中左右逢源ꎬ 积极规避风险ꎬ
对冲战略也成为这些国家开展多元平衡、 维护利益最大化的重要举措ꎮ

五　 结语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ꎮ 阿拉伯剧变后ꎬ 埃及、 叙利亚、 阿尔及利亚等中东传

统大国陷入内部纷争ꎬ 影响力下降ꎻ② 中东产油国近年来因油价大跌也面临潜在

的社会经济危机ꎮ 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政治伊斯兰ꎬ 以穆兄会为代表的逊尼

派政治伊斯兰ꎬ 以及以 “伊斯兰国” 为代表的恐怖主义对阿联酋构成了三重挑

战ꎮ 从阿富汗到利比亚ꎬ 从伊拉克、 也门、 叙利亚到巴勒斯坦ꎬ 到处可以看到

阿联酋的身影ꎬ 阿联酋也被称为好斗的 “斯巴达”ꎮ ２０１８ 年阿拉伯剧变第二波

以来ꎬ 阿联酋从 “新中东” 格局发展的大势出发ꎬ 树立了 “经济繁荣、 政治稳

定” 的标杆ꎬ 及时调整外交政策ꎬ 通过增加朋友 (即同盟友或伙伴做 “加法”)
和减少敌人 (即同敌人做 “减法”)ꎬ 避免战略透支ꎬ 以 “对冲” 减少外交资源

的消耗ꎬ 为其国内社会改革和向后石油经济转型奠定基础ꎮ “增加朋友” 系确保

阿联酋加强同美国的安全伙伴关系ꎬ 提升同俄罗斯的能源伙伴关系和中国的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ꎻ “减少敌人” 旨在缓和同伊朗、 土耳其、 也门胡塞武装、 叙利

亚巴沙尔政府、 以色列和卡塔尔的竞争关系ꎬ 减少在也门、 叙利亚、 利比亚和

巴勒斯坦的军事和财政投入ꎬ 实现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 形成科技合作伙伴ꎮ
阿联酋由 “冒进” 到 “守成”ꎬ 从依靠 “军事干预和经济援助硬实力”ꎬ

３９

①

②

参见唐志超: «秩序、 意识形态和模式之转换———中东剧变以来的地区政治发展»ꎬ 载 «西亚

非洲» ２０２０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４５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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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依靠 “外交巧实力” 的外交实践证明ꎬ 实施对冲战略、 在冲突方之间左

右逢源、 两面下注ꎬ 比制衡威胁风险更小ꎬ 比单纯追随大国自主性更强ꎮ 阿

联酋对冲战略以减少对外交资源的消耗为出发点ꎬ 为建设创新性强国营造有

利的国际环境ꎮ 阿联酋通过一系列政策调整ꎬ 避免成为中东矛盾和冲突的焦

点ꎬ 避免在外交上咄咄逼人和树敌过多ꎬ 通过巧实力趋利避害ꎬ 为国内的经

济社会改革和产业转型服务ꎬ 在后石油时代与后工业化时代建立创新社会ꎬ
跻身世界高科技强国的行列ꎬ 从而与东南亚的新加坡、 地中海地区的以色列

和欧洲的瑞士并驾齐驱ꎬ 从体量并不出众的中小国家变成能量超群的地区强

国ꎮ 目前ꎬ ９ 个联合国分支机构和 ８５ 个非政府组织在阿联酋设立办事处ꎮ 在

伦敦品牌价值评估与战略咨询公司 (Ｂｒ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公布的 «２０２０ 全球软实

力指数» 中ꎬ 阿联酋软实力排名居中东国家首位ꎮ①

阿联酋对冲战略也有其限度和消极的一面ꎮ 在海湾地区乃至整个中东地

区ꎬ 美、 俄争夺主导权ꎬ 沙特、 伊朗、 土耳其、 以色列争夺地区霸权ꎮ 阿联

酋选择对冲战略ꎬ 外交理念从威胁平衡转向多元平衡ꎬ 是在国际环境变化和

实力透支的情况下被迫做出的调整ꎮ 阿联酋暂时摆脱了外交困局ꎬ 但其战略

目标和政策取向仍有短视性和局限性ꎮ 一方面ꎬ 阿联酋仍有大国抱负ꎬ 希望

继续在海湾、 中东乃至伊斯兰世界扩大影响力ꎻ 另一方面ꎬ 阿联酋为保持国

内社会稳定和国际竞争优势而忽视巴勒斯坦的核心利益、 实现与以色列关系

正常化ꎬ 对其软实力也是一种损害ꎮ 因此ꎬ 阿联酋对冲战略是一种消极的

“规避问题” 而非积极的 “解决问题” 举措ꎬ 阿联酋的对冲战略与其说是一

种战略ꎬ 不如说是一种机会主义策略ꎬ 其利用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左右逢源ꎬ
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其周边环境恶化的问题ꎮ 只要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博弈的

结构性矛盾不改变ꎬ 阿联酋对冲战略所能取得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ꎮ 所以ꎬ
在未来一段时期ꎬ 实施对冲战略的阿联酋虽然会以减少敌人的方式来增强外

交韧性ꎬ 但这种规避风险的方式体现出它缺乏能力和意愿化解中东的整体冲

突ꎮ 当地区矛盾激化、 阿联酋核心利益受到威胁时ꎬ 不排除其可能放弃对冲

战略ꎬ 回归制衡战略ꎬ 再度卷入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博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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