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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２０１７ 年下半年以来ꎬ 随着摩苏尔和拉卡等城市陆续被

收复ꎬ “伊斯兰国”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大规模军事存在和持续扩

张已经结束ꎬ 全球反恐已经进入了后 “伊斯兰国” 时代ꎮ 从该组织发

展规模、 主导思想、 流变特征来看ꎬ 它源于 “全球圣战主义” 思潮ꎬ
其本质是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的糅合ꎮ “伊斯兰国” 在叙利亚

和伊拉克两地的军事溃败并不意味着该组织的彻底消亡ꎬ 或是其所倡导

的 “萨拉菲圣战” 运动将销声匿迹ꎮ 未来ꎬ 该组织不仅会改变方式继

续在这一地区活动ꎬ 甚至还有可能改变活动方式并加速在全球扩散ꎬ 乃

至形成新一轮恐怖活动浪潮ꎮ 为应对后 “伊斯兰国” 时代国际恐怖活

动威胁ꎬ 国际社会需要科学、 理性地认识产生国际恐怖主义的历史根

源ꎬ 加强反恐领域的国际合作ꎮ
关 键 词　 全球反恐　 后 “伊斯兰国” 时代 　 “跨国圣战” 　 国

际恐怖主义

作者简介　 王震ꎬ 上海社会科学院西亚北非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上海　 ２００２３５)ꎮ

自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自称 “哈里发” (ｃａｌｉｐｈａｔｅ) 并宣

布建立 “伊斯兰国” 以来ꎬ 伊拉克西北部和叙利亚东部开始取代阿富汗和巴

基斯坦边境地区成为全球反恐战争的主战场ꎮ ２０１７ 年以来ꎬ 随着摩苏尔和拉

卡等重要据点陆续被收复ꎬ “伊斯兰国”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大规模存在和持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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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ＺＤＡ０９６) 子课题阶段性成果ꎬ 并获中信改革发展基金会有关项目 (Ｇ１６０２) 资助ꎬ 特此致谢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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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扩张已经成为历史ꎬ 全球反恐正在进入后 “伊斯兰国” 时代ꎮ 换言之ꎬ 近

年来一直盘踞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 “伊斯兰国” 将不再是全球反恐的核

心目标和重点关注ꎮ 但是ꎬ “伊斯兰国”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两地的军事溃败并

不意味着该组织的彻底消亡ꎬ 或是其所倡导的 “萨拉菲圣战” 运动将会销声

匿迹ꎮ 相反ꎬ 该组织会改变活动方式并加速在全球扩散ꎬ 乃至形成新一轮恐

怖活动浪潮ꎮ 因此ꎬ 探讨该组织演变的历史脉络、 发展特征与未来前景ꎬ 对

于我们理解未来中东局势和国际反恐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ꎮ
就其自身属性而言ꎬ “伊斯兰国” 与一般暴恐组织有着明显区别ꎬ 集中体

现为它是打着伊斯兰 “圣战” 的旗号ꎬ 其活动具有前所未有的跨国性ꎬ 一些

学者由此将之称为 “跨国圣战”ꎮ 所谓 “跨国圣战”ꎬ 指在行动和组织层面ꎬ
其活动超越了单一民族国家的主权边界ꎬ 具有明显的 “跨界性” ( ｔｒａｎｓ －
ｂｏｒｄｅｒ) 特征ꎬ 如组建跨国网络、 进行跨国渗透、 开展跨国袭击等ꎻ 在思想层

面ꎬ 它在 “萨拉菲圣战” 的思想和旗帜下ꎬ 倡导开展 “国际性” 联合 “圣
战”ꎬ 并追求建立一个超越民族国家主权之上的国际主义目标——— “哈里发国

家”ꎮ 关于 “跨国圣战” 现象ꎬ 目前学界关注比较有限ꎬ 也尚未形成一个统一

的定义ꎮ 不少学者只是笼统地称其为 “圣战分子” 或 “外籍战士”ꎬ 完全混

淆了二者之间的界限和区别ꎮ 当然ꎬ 对于这一概念界定的困难也恰恰说明了

这一现象本身的复杂性ꎮ 事实上ꎬ 二者的区别至少体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ꎬ
对于这些从事 “跨国圣战” 活动的武装人员即 “外籍战士”、 “外籍武装人

员” 或 “外国武装分子”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ｇｈｔｅｒ) 来说ꎬ “圣战” 意识形态往往是驱

动其为之战斗和献身的核心动机ꎬ 这一特质使其完全不同于一般的 “外籍战

士”ꎮ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ꎬ 在 “圣战” 名义下的跨国武装已越来越多地参

与到了中东、 南亚和非洲等地的暴力冲突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具有所谓 “圣战” 特征

的武装冲突仅占 ５％ ꎬ 到 ２０１４ 年这一比重已经上升至 ４０％ ꎮ① 其二ꎬ 在 “外
籍武装人员” 当中ꎬ 虽然可以通过是否领取报酬来判定是否属于 “雇佣兵”
或 “圣战分子”ꎬ 但是这一点并不能绝对化ꎬ 因为一些非官方的宗教组织往往

也会对这些武装人员提供某种生活资助ꎮ 其三ꎬ 尽管大多数 “外籍战士” 在

激进化以后会首先选择奔赴战区作战ꎬ 而不是在其母国发动袭击ꎮ 但 “自愿

４

① Ｊａｍｅｓ Ｄ Ｆｅａｒｏｎꎬ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ꎬ Ｄａｅｄａｌｕｓꎬ Ｖｏｌ １４６ꎬ Ｎｏ ４ꎬ Ｆａｌｌ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２０ －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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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战” 往往是个人参与极端军事暴力的 “敲门砖”ꎬ 而 “当今大多数 ‘跨国

圣战’ 组织都是外籍战士动员的伴生物”ꎮ① 此外ꎬ 还有为数众多的 “外籍战

士” 或 “圣战老兵” 在战争结束后返回母国ꎬ 策划或参与了当地的恐怖活动ꎮ
由此可见ꎬ “跨国圣战分子” 应属于 “外籍战士” 中的一部分ꎬ 但并非所有的

“外籍战士” 都属于 “跨国圣战分子”ꎬ 只有那些具有强烈 “圣战” 诉求的 “外
籍战士” 才是 “跨国圣战分子”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在当代一些激进伊斯兰教法学家的歪曲和宣传下ꎬ “圣
战” 思想已被简化曲解为以真主名义进行的武装暴力活动ꎬ 成为不少极端暴

力组织的重要理论工具和思想来源ꎮ 尽管目前学界对于 “外籍战士”、 “跨国

圣战分子” 是否从事国际恐怖活动还存在一些争议ꎬ 但毋庸置疑的是ꎬ 已有

为数众多的激进 “跨国圣战分子” 在 “圣战” 名义下从事暴力恐怖活动ꎮ
“伊斯兰国” 的兴衰与 “跨国圣战” 运动的源起与演变密切相关ꎬ 本文将尝

试在全球 “跨国圣战” 运动的历史视野下ꎬ 探讨 “跨国圣战” 运动在不同历

史阶段的主导思想、 流变特征、 国际影响等ꎬ 特别是其对国际恐怖活动发展

的影响ꎬ 进而分析其对后 “伊斯兰国” 时代全球反恐的影响和前景ꎮ

“全球圣战主义” 的滥觞: 阿富汗抗苏战争

当代全球性 “跨国圣战” 运动发端于 ２０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阿富汗抗苏战

争ꎬ 它是阿富汗民族抵抗运动的副产品ꎮ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ꎬ 由于对阿富汗

阿明政权反苏政策不满ꎬ 苏联当局直接出兵喀布尔ꎬ 扶植人民民主党领导人

卡尔迈勒取而代之ꎮ 这一事件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响ꎬ 伊斯兰世界和欧

美各国纷纷谴责和反对ꎮ １９８０ 年 １ 月 ２３ 日ꎬ 美国总统卡特在国情咨文中公开

警告苏联: “外部力量企图控制波斯湾的任何尝试都将被视为是对美国切身利

益的进攻ꎮ 美国将使用一切必要的手段———包括军事力量在内———打退这种

进攻ꎮ”② 这一声明后来被称为 “卡特主义”ꎬ 被认为是美国调整对苏政策的

重要信号ꎮ １ 月底ꎬ 伊斯兰国家外长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召开紧急会议ꎬ
要求苏联从阿富汗撤军ꎬ 并中止了阿富汗的伊斯兰会议组织成员国资格ꎮ

５

①

②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ｅｇｇｈａｍｍｅｒꎬ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ｉｈａｄ”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ꎬ Ｖｏｌ ３５ꎬ Ｎｏ ３ꎬ Ｗｉｎｔｅｒ ２０１０ / １１ꎬ ｐ ５３

王绳祖: «国际关系史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９)» 第十卷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１９９５ 年出版ꎬ 第 ２２ 页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阿富汗战争很快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开始在中东地区逐渐盛行的 “圣战”
思想和 “泛伊斯兰运动” (ｐａｎ －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产生了共鸣ꎬ 并为之提供

了付诸实施的机会ꎮ １９６７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影响极为深

远ꎬ 此后阿拉伯民族主义趋于式微ꎬ 伊斯兰主义开始崛起ꎮ 穆斯林兄弟会

(简称 “穆兄会”) 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卜所提出的伊斯兰 “圣战” 理论开始

广为流传ꎬ 影响尤为深远ꎬ 其理论思想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其一ꎬ 关于 “蒙
昧状态” 的划分ꎬ 人类社会因为没有遵守真主的神圣律法 “沙利亚” 而处于

伊斯兰教诞生之前的 “蒙昧状态” ( ｊａｈｉｌｉｙｙａｈꎬ ａｌ － ｈāｋｉｍīｙｙａｈ)ꎬ 故而应予推

翻ꎻ 其二ꎬ “真主主权” 高于世俗国家权力ꎬ 应当以 “武装圣战” 建立一个

真正的 “伊斯兰国家”ꎻ 其三ꎬ “圣战” 具有不同的特征ꎬ 不仅仅是 “防御性

的”ꎬ 它可以是长期的、 分阶段的ꎬ 可以在伊斯兰教允许的范围内采取各种不

同形式ꎮ① 此外ꎬ 库特卜旨在唤起穆斯林民众对自身国际处境的认知并促进全

球穆斯林团结的 “泛伊斯兰运动” 也开始流行ꎮ 由于埃及、 叙利亚等国对当

地穆兄会的压制ꎬ 大批 “穆兄会” 精英来到沙特希贾兹地区 (Ｈｉｊａｚ)② 避难ꎮ
与此同时ꎬ 一些国际性宗教机构如伊斯兰世界联盟、 伊斯兰会议组织、 国际

伊斯兰大学等也在这一时期相继建立ꎬ 并在麦加‐麦地那‐吉达形成了 “全
球最大的伊斯兰宗教机构聚集地”ꎮ③ 这些泛伊斯兰主义者利用 １９７３ 年全球能

源危机后急剧增加的石油财富设立了各种慈善机构ꎬ 试图通过援助伊斯兰世

界的人道主义危机来实践其泛伊斯兰团结的理念ꎬ 而 １９７９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

则为此提供了绝好的机会ꎮ
首批来到阿富汗的阿拉伯人并非 “外籍战士”ꎬ 而是那些以希贾兹为基地

的慈善机构的人道主义工作者ꎬ 他们又被称为 “阿拉伯阿富汗人” (Ａｒａｂ
Ａｆｇｈａｎｓ)ꎮ １９８０ ~ １９８４ 年ꎬ 约有数百名人道主义工作者先后来到靠近阿富汗

边界的巴基斯坦城市白沙瓦ꎬ 以帮助滞留于当地的阿富汗难民ꎮ 他们主要来

自希贾兹地区的泛伊斯兰主义组织ꎬ 比如伊斯兰世界联盟、 国际伊斯兰大学

等ꎬ 这里也因此而成为 “１９８７ 年前向阿富汗提供沙特籍战士最多的地区”ꎮ④

６

①

②

③
④

Ａｈｍａｄ Ｓ Ｍｏｕｓｓａｌｌｉꎬ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Ｓａｙｙｉｄ Ｑｕｔｂꎬ Ｂｅｉｒｕｔ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ｅｉｒｕｔꎬ １９９２ꎬ ｐｐ ２０５ － ２０８

又译为 “汉志”ꎬ 位于沙特西部沿海地区ꎬ 辖区内因拥有伊斯兰教圣城麦加和麦地那而闻名

于世ꎮ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ｅｇｇｈａｍｍｅｒ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８０
Ｉｂｉｄ ꎬ ｐ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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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ꎬ 一些暴力极端分子ꎬ 乃至 “以赴阿富汗参战为条件从监狱中释放

的犯罪分子” 也从埃及、 阿尔及利亚和约旦等国来到了阿富汗ꎮ① 曾参与阿富

汗作战的苏军将领 Ａ利亚霍夫斯基将军称ꎬ 除了巴基斯坦和伊朗顾问之外ꎬ
战争期间阿富汗境内的 “伊斯兰恐怖主义者的数量大约为 ２ ５００ 人”ꎮ② 美国

学者劳伦斯赖特也认为ꎬ “反苏战争期间来到此地 (白沙瓦地区) 的外乡人

最多也没有超过 ３ ０００ 人”ꎮ③ 实际上ꎬ 来此参战的各类 “圣战” 分子远不止

此ꎬ 只不过很多人还未来得及参战ꎬ 苏军就撤出了阿富汗ꎮ
在这些 “阿拉伯阿富汗人” 当中ꎬ 就包括了后来共同创建 “基地” 组织

的阿卜杜拉阿扎姆 (Ａｂｄａｌｌａｈ Ｙｕｓｕｆ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Ａｚｚａｍ) 和本拉登ꎮ 阿扎姆出

生于英国托管时期的巴勒斯坦地区ꎬ １９８１ 年来到巴基斯坦参加 “圣战” 活动ꎮ
他一方面利用自己与希贾兹地区泛伊斯兰社团的密切联系ꎬ 为阿富汗 “圣战”
活动招募人员、 筹集资金ꎻ 另一方面ꎬ 又以宗教学者的身份著书立说ꎮ 阿扎姆

进一步发展了库特卜的 “圣战” 思想ꎬ 其有关 “圣战” 理论的阐述主要集中于

三点: 一是对传统教义中的 “进攻性圣战” (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 ｊｉｈａｄ) 和 “防御性圣战”
(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 ｊｉｈａｄ)、 “集体义务” (ｆａｒｄ ｋｉｆａｙａ) 和 “个人义务” (ｆａｒｄ ａｙｎ) 等概

念做了进一步拓展ꎬ 提出在阿富汗抗击苏联入侵既是穆斯林的 “集体义务”ꎬ 也

是全体穆斯林的 “个人义务”④ꎻ 二是大力鼓吹 “殉道” (Ｍａｒｔｙｒｄｏｍ) 思想ꎬ
通过援引经典和渲染所谓的 “圣迹” 来宣扬 “以身殉道”ꎮ 对于生活在贫困

和屈辱中的不少阿拉伯青年来说ꎬ “以身殉道在他们鲜有回报的生活之外提供

了另一种理想的选择”ꎮ 因此ꎬ “召唤许多阿拉伯青年来到白沙瓦的ꎬ 并不是

在阿富汗战争中获胜ꎬ 而是死亡ꎮ”⑤ 三是号召全世界穆斯林团结起来ꎬ 通过

“圣战” 夺回被异教徒占领的土地ꎬ 包括巴勒斯坦和阿富汗等ꎬ 最终建立一个统

一的 “伊斯兰国家”ꎬ 他也因此而被冠以 “现代全球伊斯兰 ‘圣战’ 之父”ꎮ
１９８９ 年 ２ 月ꎬ 苏军撤出阿富汗不久ꎬ 阿扎姆在伊斯兰堡的一次演说中表示: “我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Ｈ Ｓｉｄｋｙꎬ “Ｗａｒꎬ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Ｗａｒｆａｒｅꎬ Ｓｔａｔ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ꎬ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１９７８ － ２００１”ꎬ Ｍｏｄｅｒｎ Ａｓｉａ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１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８６３

[俄罗斯] Ａ利亚霍夫斯基: «阿富汗战争的悲剧»ꎬ 刘宪平译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０４
年版ꎬ 第 ２６３、 ５０８ 页ꎮ

[美国] 劳伦斯赖特: «巨塔杀机: 基地组织与 ９ １１ 之路»ꎬ 张鲲、 蒋莉译ꎬ 上海译文出版

社ꎬ ２００９ 年版ꎬ 第 １１７ 页ꎮ
Ｒ Ｋｉｍ Ｃｒａｇｉｎꎬ “Ｅａｒｌ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ｌ － Ｑａ’ ｉｄａ”ꎬ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５１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１０５２ － １０５４
[美国] 劳伦斯赖特: 前引书ꎬ 第 １１７ ~ １１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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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将会战斗ꎬ 打败我们的敌人ꎬ 在阿富汗这块银色的土地上建立一个伊斯兰国

家ꎮ 阿富汗将会扩大ꎬ ‘圣战’ 将会传播ꎬ 伊斯兰将会在其他地方战斗ꎬ 伊斯兰

将会打击巴勒斯坦的犹太人ꎬ 在巴勒斯坦和其他地方建立伊斯兰国家ꎮ 这些国

家将会联合起来ꎬ 最终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ꎮ”① 阿扎姆的思想对于当代全球

“跨国圣战” 运动的影响非常深远ꎬ 一些学者曾评价说: 尽管其他人也在进行外

籍战士参战动员ꎬ 但是 “没有人像阿扎姆这样成功”ꎮ 如果没有阿扎姆和来自希

贾兹地区的泛伊斯兰主义者支持ꎬ “对于阿富汗人的国家层面支持或许依旧ꎬ 但

外籍战士数量肯定会减少ꎬ 有关外籍战士思想的影响力也会大为减弱ꎮ” ②

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下ꎬ 阿富汗抗苏战争一开始就得到了美国及其盟

友的大力支持ꎮ 这一时期美国对于阿富汗 “圣战” 运动的支持有 ３ 个明显特

征: 一是美国避免与苏联发生正面冲突ꎬ 采用较为隐蔽的方式在阿富汗对抗

苏联人ꎬ 这也正是里根政府采取 “低烈度冲突” (ｌｏｗ －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的初

衷所在ꎮ 正是在这些政策思想主导下ꎬ 美国对阿富汗的援助逐年增多ꎮ 到

１９８４ 年时ꎬ 仅美国中情局每年对阿富汗的资金援助就达 ２ ５ 亿美元ꎬ １９８７ 和

１９８８ 年更是高达近 ４ 亿美元ꎮ③ 这还不包括大量价值不菲的先进武器ꎬ 比如

便携式 “毒刺” 防空导弹、 狙击步枪等ꎮ 二是通过美国盟友间接介入阿富汗

事务ꎮ 沙特等海湾国家一方面源源不断地提供有意慷慨赴死的激进 “圣战”
分子ꎬ 另一方给予大量金钱资助ꎬ 为任何愿意前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参战的

人提供免费机票ꎻ 巴基斯坦则利用毗邻阿富汗的优势ꎬ 对这些 “外籍战士”
进行战术技能训练和意识形态教育ꎬ 来自美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军事装备和各

类援助也通过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发送到这些 “圣战” 分子手中ꎮ 相关统计

表明ꎬ 在 １９８２ ~ １９９２ 年间ꎬ 来自 ４３ 个国家的大约 ３ ５ 万名穆斯林和阿富汗战

士一道接受了战火的洗礼ꎬ 另有成千上万人在巴基斯坦的宗教学校接受了与

战争有关的教育ꎮ 巴基斯坦三军情报局的训练营为至少 ８ 万 ~ ９ 万名阿富汗人

提供了为期 １０ 天到 ３ 个月的培训ꎮ④ 三是借助伊斯兰的旗帜将阿富汗抗苏战

争宣传成一场 “圣战”ꎮ 里根总统不仅多次赞扬并接见这些参与抵抗运动的

８

①

②
③
④

Ｂｒｕｃｅ Ｒｉｅｄｅｌꎬ Ｄｅａｄｌｙ Ｅｍｂｒａｃｅ: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Ｊｉｈａｄꎬ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ＨａｒｐｅｒＣｏｌｌｉｎ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Ｉｎｄｉａꎬ ２０１１ꎬ ｐｐ ２４ꎬ ３３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ｅｇｇｈａｍｍｅｒ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８６ － ８８
Ｂｒｕｃｅ Ｒｉｅｄｅｌ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２７
Ｉｂｉｄ ꎬ ｐｐ ２４ꎬ ３３



后 “伊斯兰国” 时代的全球反恐态势略论　

“圣战” 人员ꎬ 还称其为 “自由斗士”、 “具有美国国父一样道德的人”ꎮ 这一

点甚至还可以从苏联解密档案中得到证实ꎬ 苏共中央宣传部和苏联科学院在

当时呈递给苏共中央的报告中都曾提到ꎬ “阿富汗地下反革命的活动实际上是

和泛伊斯兰敌对宣传结合在一起的”ꎬ 它 “把反革命说成是为伊斯兰教的自由

正义和纯洁而斗争的运动”ꎮ①

阿富汗战争结束后ꎬ 曾经作为 “外籍战士” 的 “阿拉伯阿富汗人” 和阿

富汗一起很快被国际社会所遗忘ꎮ 直到 “九一一” 事件发生后ꎬ 国际社会

才重新开始聚焦于 “基地” 组织和本拉登所藏身的阿富汗ꎬ 并试图重新认

识和评估当年的阿富汗战争ꎮ② 简言之ꎬ “阿拉伯圣战士” 的参战或许并未对

阿富汗抗苏战争产生实质性影响ꎬ 然而美国对阿富汗抵抗组织的援助却起到

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它推动了极端的伊斯兰主义从阿富汗向中东乃至全球蔓

延开来ꎬ 并逐步形成了 “全球圣战主义”ꎮ 其一ꎬ 它不仅将毛杜迪、 库特卜等

伊斯兰 “圣战” 理论家们的思想付诸实践ꎬ 并且由阿扎姆等人在实践中进一

步发展为 “全球圣战” 思想ꎬ 为日后全球 “跨国圣战” 运动的兴起提供了重

要的理论和思想基础ꎮ 其二ꎬ 来自中东和其他地区参加 “圣战” 的穆斯林激

进分子或是在阿富汗接受了战火的锤炼ꎬ 或是在巴基斯坦接受了三军情报局

提供的军事训练ꎮ 他们不仅在此过程中获得了必要的军事技能ꎬ 也密切了彼

此间的联系ꎬ 并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跨国网络ꎬ 为全球 “跨国圣战” 运动的进

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人力资源和组织基础ꎮ 阿富汗战争结束后ꎬ 留在塔利

班武装力量中的 “阿拉伯阿富汗人” 大约有 ０ ８ 万 ~ １ ５ 万人ꎬ 分别来自沙

特等中东国家ꎬ 其中约有 ３ ０００ ~ ５ ０００ 人效力于本拉登麾下ꎮ③ 巴基斯坦学

者艾哈迈德拉希德则认为ꎬ “在世界范围内ꎬ 超过 １０ 万名极端分子和巴基

斯坦政府、 阿富汗战争搭上了关系ꎮ”④ 其三ꎬ 它是第一次跨地域性国际 “圣

９

①

②

③
④

«苏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敌对宣传的基本方针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附录 (Ｎｏ ０６１０２ꎬ １９８０ 年 ８
月 ５ 日)、 «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关于阿富汗形势的分析报告» (Ｎｏ ０６００９ꎬ １９８１ 年 ５ 月) 载沈志

华: «苏联历史档案选编» 第 ３２ 卷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 年版ꎬ 第 ４４３ ~４５４ 页、 ５５５ ~５８０ 页ꎮ
一些美国学者认为ꎬ 美国支持阿富汗 “圣战” 与苏联入侵之间并无联系ꎬ 理由是美国在此之

前已决定介入阿富汗事务ꎬ 但并不否认这一政策与当今国际恐怖活动之间的关联ꎮ Ｓｅｅ Ｊｏｈｎ Ｐｒａｄｏｓꎬ
“Ｎｏｔ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ＩＡ’ ｓ Ｓｅｃｒｅｔ Ｗａｒ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ꎬ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Ｖｏｌ ８９ꎬ Ｎｏ ２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 ４６６ － ４７１

Ｈ Ｓｉｄｋｙꎬ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８６２ － ８６３
[巴基斯坦] 艾哈迈德拉希德: «塔利班: 宗教极端主义在阿富汗及其周边地区»ꎬ 钟鹰翔

译ꎬ 重庆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１３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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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ꎮ 其动员规模、 地理范围、 复杂程度和国际影响等都远远超过了之前的国

际 “圣战” 活动ꎬ 并由此开启了全球 “跨国圣战” 运动的一个新时代ꎮ 正像

一些学者评论所说ꎬ “阿富汗圣战是一场 ‘全球化了的’ 冲突ꎬ 它早在 ‘全
球化’ 这一词汇风行之前即已开始ꎮ 其中涉及了大量外国代理人、 合作者、
雇佣兵、 间谍、 挑唆者、 军事顾问、 国际军火商、 医生ꎬ 以及来自世界各地

的人道主义援助工作者ꎮ”① 其四ꎬ 各类 “跨国圣战者” 所参与的阿富汗战争

开创了人类暴力冲突的全新范式ꎬ 那就是跨国性 “圣战” 运动与民族国家内

战之间的有机融合ꎬ 以及战争的非军事化和私有化ꎮ 由于各类武装组织的卷

入ꎬ 人们已经很难区分士兵和罪犯、 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ꎬ 也使得克劳塞

维茨关于战争是一种 “政治行为”、 “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②

的经典论断失去了意义ꎮ 在以 “非军事化” 和私有化为特征的所谓 “新战

争” 中ꎬ 平民既成了战斗人员ꎬ 也是受害者ꎮ 它们不同于等级森严、 令行禁

止的常规军队ꎬ 很少接受军令的约束ꎬ 甚至 “从未听说过国际人权法或国际

人道主义法律”ꎮ 这些战斗人员所采用的暴力尤为残忍ꎬ 而且往往 “不加区

分”ꎮ③ 不幸的是ꎬ 此类战争形态随后迅速向全球主要热点冲突地区扩散ꎮ

“跨国圣战” 运动的异化: “基地” 组织勃兴

１９８９ 年苏联撤出阿富汗后ꎬ 参与阿富汗战争的各类 “跨国圣战分子” 开

始迅速向全球扩散ꎮ 特别是 １９９２ 年海湾战争结束后ꎬ 以 “基地” 组织为代表

的 “跨国圣战” 运动进入了以构建真正的全球性网络的第二个发展阶段ꎮ
苏军从阿富汗正式撤出不久ꎬ 庞大的苏联帝国也在 １９９１ 年轰然解体ꎮ 这两

起影响当代历史的重大事件极大地鼓舞了来此参战的国际 “圣战” 分子ꎮ 在他

们看来ꎬ 这是其 “战胜一个信奉无神论的超级大国” 的最好证明ꎮ④ 换言之ꎬ
“既然一场 ‘圣战’ 就能摧毁苏联这个超级大国ꎬ 他们完全可以用另一场 ‘圣
战’ 将另一个超级大国击倒在地ꎬ 顺带把本国的政府一并推翻只要一代战

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Ｈ Ｓｉｄｋｙ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８５２
[德国] 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 第一卷ꎬ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９５ 年版ꎬ 第 ４２ ~ ４５ 页ꎮ
Ｈ Ｓｉｄｋｙ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８７２ － ８７３
Ｉｂｉｄ ꎬ ｐ ８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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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能够不畏牺牲、 献出热血和生命ꎬ 一个新的乌玛世界就会再次降临人间ꎮ”①

正是在这种宗教极端思想的激励下ꎬ 越来越多的极端分子走上了 “跨国圣战”
之路ꎮ 本拉登领导下的 “基地” 组织正是在阿富汗战争后期建立并成长起来

的 “跨国圣战” 势力中的典型代表ꎮ
１９８８ 年夏天ꎬ 本拉登带领追随者在白沙瓦创建了 “基地” 组织ꎮ 该组

织成立后不久ꎬ 苏军即从阿富汗撤出ꎬ “基地” 组织成员很快就面临着何去何

从的问题ꎮ １９８９ 年 ２ 月苏军撤离时ꎬ 本拉登领导下的武装力量约有 １ 万 ~ ２
万人ꎮ 其中ꎬ 来自埃及、 阿尔及利亚、 约旦、 摩洛哥、 叙利亚等地的 “阿富

汗阿拉伯人” 大约 ３ ０００ 名ꎬ 其余成员分别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巴基斯坦、 孟

加拉、 塔吉克斯坦等地ꎮ② 从 “九一一” 事件后获取的档案可以看出ꎬ “基
地” 组织领导层曾经就未来去向问题进行过一系列争论ꎮ 一些人试图去 “解
放” 印控克什米尔地区ꎬ 还有的人准备打击 “异教徒” 阿拉伯政权ꎮ 比如ꎬ
对本拉登影响甚大的艾曼扎瓦希里就一直强调推翻阿拉伯世界 “腐败政

权” 和 “叛教政权” 的重要性ꎮ 这说明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末ꎬ “阿富汗圣战

士们仍未将斗争矛头转向美国”ꎬ 大多数人 “也未被说服去推翻腐败的阿拉伯

政权ꎬ 而是继续聚焦于 ‘解放’ 被占领的穆斯林土地”ꎮ③ １９９０ 年 ８ 月ꎬ 伊拉

克悍然入侵科威特ꎬ 其后美国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一系列政策最终促使 “基
地” 组织改变了立场ꎮ

根据本拉登的公开声明ꎬ 他认为美国在沙特驻军是 “美国十字军及其

盟友的军队对两大圣地———伊斯兰教奠基之所、 启示之地、 圣训之源ꎬ 以及

全体穆斯林祈祷之地的入侵”ꎮ④ 这一声明既是 “基地” 组织面对抗苏战争结

束后新形势所做出的选择和回应ꎬ 也是本拉登等人 “圣战” 意识形态进一

步演化的产物ꎮ 就现实而言ꎬ 大多数 “基地” 组织成员在战争结束后即面临

严峻的现实困境: 其一是 “圣战者” 何去何从的问题ꎮ “这些阿拉伯人大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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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 艾哈迈德拉希德: 前引书ꎬ 第 １３１ ~ １３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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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母国欢迎: 他们还没去阿富汗的时候ꎬ 就已经被母国政府视为格格不入者

与极端分子ꎮ” 尽管这些阿拉伯国家政府鼓励并资助他们前往阿富汗参战ꎬ 但

并未期望他们会在战争结束后回来ꎮ 一些国家拒绝这些 “圣战者” 回国ꎬ 曾

经支持 “圣战” 活动最为积极的沙特当局将这些 “圣战者” 投入监狱ꎬ 或是

进行为期两三天的审讯ꎮ 巴基斯坦也不再欢迎他们ꎬ 于是 “他们成了一群没

有国家、 漂泊无定的宗教雇佣兵”ꎮ① 其二是圣战者身份的转换问题ꎮ 在抗苏

战争过程中ꎬ 这些 “圣战者” 无不身披荣光ꎬ 他们曾被阿拉伯世界和西方媒

体誉为 “穆斯林勇士” 和 “自由斗士”ꎮ 然而ꎬ 他们在战争中的付出和曾经

作为 “英雄” 的神话在战争结束后旋即变得毫无意义ꎬ 巨大的落差让不少人

心理上无法接受ꎮ 其三是这些 “圣战者” 的生活来源问题ꎮ 随着抗苏战争宣

告结束ꎬ 无论是来自欧美还是阿拉伯世界的援助都随之减少ꎬ 甚至连本拉

登自身的经济来源也开始受到各种限制ꎮ
在意识形态层面ꎬ “基地” 组织虽然继承了赛义德库特卜和阿卜杜拉

阿扎姆等人关于 “圣战” 的思想理论ꎬ 但又和后者存在着一些明显分歧ꎮ 特

别是后来本拉登在以扎瓦希里为首的 “埃及伊斯兰圣战” 组织影响之下ꎬ
将 “圣战” 思想进一步激进化、 扩大化、 暴力化ꎮ 比如ꎬ 阿扎姆强调支持阿

富汗人的 “圣战”ꎬ 而扎瓦希里则主张组建独立的阿拉伯武装ꎬ 而不是混在阿

富汗内战派系当中ꎮ 又如ꎬ 阿扎姆反对违反伊斯兰教义ꎬ 针对平民发动袭击ꎬ
而扎瓦希里则倡导针对敌人采取 “无差别攻击” (Ｉｎ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ｅ Ａｔｔａｃｋ)ꎮ 简

言之ꎬ “基地” 组织所倡导的 “圣战” 思想主要有 ３ 个特征: 其一ꎬ 以打击

“十字军和犹太复国主义者同盟” 的名义ꎬ 号召发动针对西方国家的 “全球性

圣战”ꎬ 而非关注于阿拉伯国家内部的腐败政权或是迫切地建立一个 “乌玛”ꎮ
１９９８ 年 ２ 月ꎬ 本拉登和扎瓦希里等人在以 “世界伊斯兰阵线” 名义发布的

声明和教令 (ｆａｔｗａ) 中指出: 美国在中东发起战争并驻军的做法不过是为了

转移人们对 “屠杀穆斯林并占领耶路撒冷的关注”ꎬ “ (通过 ‘圣战’) 从他们

的手中 ‘解放’ 阿克萨清真寺和神圣的麦加清真寺ꎬ 使他们的军队离开伊斯

兰的土地ꎬ 打败他们ꎬ 使之无法威胁任何一位穆斯林”ꎮ② 其二ꎬ 任意曲解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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滥用发布 “圣战” 的权力ꎬ “使 ‘圣战’ 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最重要的工具”ꎮ
历史上的 “圣战” 通常是由国家元首或众望所归的宗教领袖发布命令ꎬ 本
拉登既非宗教领袖ꎬ 也不是合法的政治权威ꎬ 却随意 “以伊斯兰的名义宣布

和发动 ‘圣战’”ꎮ① 其三ꎬ 曲解伊斯兰教教义ꎬ 将 “防御性圣战” 的概念随

意扩大为全体穆斯林的宗教义务ꎬ 并将 “圣战” 对象扩大到了无辜的平民

群体ꎮ 在前述声明中ꎬ 本拉登等人声称: “伊斯兰历史上的乌莱玛都会同

意ꎬ 一旦敌人摧毁了穆斯林的国家ꎬ ‘圣战’ 就是一项个人义务任何穆

斯林ꎬ 无论身在何处ꎬ 只要存在可能ꎬ 就应杀死美国人和他们的盟友ꎬ 无

论其为平民还是士兵ꎬ 这是一项个人义务ꎮ”② 如果说参加阿富汗战争的

“圣战” 组织主要是通过游击战来抗击外敌入侵的话ꎬ 那么 “基地” 组织则

完全突破了常规战争和游击战争的规则ꎬ 沦为了一个完全不择手段的国际

恐怖组织ꎮ
在活动策略和袭击战术方面ꎬ 对于前述 “圣战” 思想的最广泛应用便是

“无差别袭击”ꎬ 尤其是自杀性攻击手段的大量使用ꎮ 在历史上ꎬ “自杀性恐怖

主义”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和 “自杀性攻击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并非新事物ꎬ
近代俄国的 “民意党人” 和二战时期日军所谓的 “神风” 特攻队员都曾采用

过这一战术ꎮ 罗伯特佩普指出ꎬ 自杀性恐怖主义的战略逻辑在于进行 “政
治胁迫”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ｅｒｃｉｏｎ)ꎮ 绝大多数自杀性恐怖袭击并非狂热分子孤立的

随机行为ꎬ 而是一个有组织团体 “为实现其特定政治目标而开展的一系列活

动的一部分”ꎮ③ 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前ꎬ 这一做法在恐怖袭击当中并不盛

行ꎮ １９８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ꎬ 伊拉克什叶派极端分子利用汽车炸弹袭击了伊拉克

驻贝鲁特大使馆ꎬ 造成包括大使在内的 ６１ 人死亡、 １１０ 人受伤ꎮ １９８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ꎬ 一个自称 “伊斯兰圣战” 的组织使用两辆汽车炸弹袭击了位于黎巴嫩

的国际维和部队营地ꎬ 造成 ２４１ 名美国士兵和 ５８ 名法国伞兵遇难ꎬ 整个营地

３１

①

②

③

刘中民、 俞海杰: « “伊斯兰国” 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探析»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４７ 页ꎻ 吴冰冰: «圣战观念与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３５ ~ ４１ 页ꎮ

Ｗｏｒｌｄ Ｉｓｌａｍ Ｆｒｏｎｔꎬ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Ｊｉｈａ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Ｊｅｗｓ ａｎｄ Ｃｒｕｓａｄｅｒｓ”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３ꎬ １９９８ꎬ ｉｎ Ｂａｒｒｙ
Ｒｕｂｉｎ ａｎｄ Ｊｕｄｉｔｈ Ｃｏｌｐ Ｒｕｂｉｎ ｅｄｉｔｅｄꎬ Ａｎｔｉ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Ａ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ｅａｄｅｒ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 １４９ － １５１

Ｒｏｂｅｒｔ Ａ Ｐａｐｅꎬ Ｄｙｉｎｇ ｔｏ Ｗｉｎꎬ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ａｎｄｏｍ Ｈｏｕｓｅꎬ
２００５ꎬ ｐ ２１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８ 年第 １ 期

被毁ꎬ 美国和法国最终不得不撤出了黎巴嫩ꎮ 这两起自杀性袭击的巨大影响

和惨烈后果对后续恐怖活动影响深远ꎬ 它在某种意义上开启了一个自杀性恐

怖袭击的时代ꎬ 采用此手段的极端组织、 袭击数量、 受袭目标等都出现了增

长ꎮ 据统计ꎬ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３ 年的恐怖袭击数量一般每年不超过 ７ 起ꎬ 只有 １９８５
年高达 ２２ 起ꎮ １９９１ ~ ２０００ 年ꎬ 从事自杀性恐怖袭击的暴力团体增加了 ３ 倍ꎬ
平均每年约有 ４ ５ 个极端组织采用此一战术ꎮ ２０００ 年后ꎬ 这一数字更是迅速

攀升ꎮ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ꎬ 平均每年有 １２ ３ 个恐怖组织采用这一战术ꎮ① 在

此过程中ꎬ “基地” 组织所鼓吹的 “萨拉菲圣战” 思想无疑起到了推波助澜

的重要作用ꎮ 因为 “萨拉菲圣战思想更像是意识形态而非宗教”ꎬ 它不仅唤起

了穆斯林对于其当前国际处境的危机感ꎬ 同时构建了一种作为 “乌玛” 共同

体成员的认同ꎬ 并提出了解决当前困境的出路ꎬ 即开展 “武装圣战”ꎮ 正因为

如此ꎬ 一些学者认为ꎬ 与 “猛虎” 组织所采取的传统自杀性袭击相比ꎬ 此类

萨拉菲 “圣战” 组织所发动的自杀性袭击代表了一种自杀袭击的新模式ꎬ 即

“殉道” 的全球化ꎮ②

在组织管理和行动运营层面ꎬ “基地” 组织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跨国运营模

式ꎮ 其核心成员大约 ３ ０００ 人ꎬ 主要由 “阿富汗阿拉伯人” 组成ꎮ 在决策层面ꎬ
设有 “舒拉委员会” 作为其决策咨询机构ꎻ 在管理层面ꎬ 主要通过军事委员会

(负责军购和军训)、 资金和商业委员会 (负责公司运营和筹资)、 新闻委员会

(负责出版圣战杂志和对外宣传) 等机构来执行ꎮ 此外ꎬ “基地” 组织还通过提

供资金、 装备、 训练ꎬ 派出顾问等方式支持其他地区的恐怖活动ꎬ 极大地增强

了其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ꎮ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６ 年ꎬ 本拉登共建立并装备了 ２３ 个训练

营ꎬ 受其支持或资助的恐怖主义组织涵盖了中东、 非洲、 东南亚、 中亚乃至欧

美的广大地区ꎮ 这些组织 “犹如 ‘基地’ 组织的连锁店一样ꎬ 只要按公司的配

方进行生产就可以了ꎮ 他们的行动不需要征求总部意见ꎬ 且事实上可能也从未

联系过ꎬ 就能够生产恐怖活动产品ꎮ”③ 通过采用现代跨国公司的管理方式ꎬ 借

助被严重异化的 “圣战” 意识形态为纽带的松散跨国结盟ꎬ 本拉登领导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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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 组织不仅将触角伸向了全球各地ꎬ 也使国际恐怖主义进入新阶段ꎬ “一
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恐怖主义网络的基础就此奠定”ꎮ① 至此ꎬ 这个依旧打着

“圣战” 旗号的伊斯兰武装团体ꎬ 已经彻底背离了真正的伊斯兰教信条和传

统ꎬ 异化为一个彻头彻尾的跨国恐怖势力ꎮ

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的糅合: “伊斯兰国” 崛起

２００３ 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前后ꎬ “基地” 组织等一批打着 “圣战” 旗号的

国际恐怖势力在全球反恐战争的打击下疲于奔命ꎮ 然而ꎬ 美国在伊拉克推行

的 “政权更迭” 和不期而至的 “阿拉伯剧变” 为这些跨国 “圣战” 势力与当

地反叛武装进一步结合创造了机会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ꎬ “伊斯兰国” (ＩＳ) 正式建

立和巴格达迪自称 “哈里发” 的举动将第三波 “跨国圣战” 运动推向巅峰ꎮ
２００１ 年 ９ 月 １１ 日ꎬ “基地” 组织针对美国纽约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发动

了史无前例的恐怖袭击ꎮ ２００３ 年 ３ 月 ２０ 日ꎬ 小布什政府在以 “反恐战争” 名

义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后ꎬ 又以 “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为名在伊拉克

实施了 “政权更迭”ꎮ 萨达姆政权倒台后ꎬ 不仅在国内形成了巨大的权力真

空ꎬ 也使其内部的政治平衡、 教派矛盾和种族冲突随之凸显ꎮ 一方面ꎬ 作为

萨达姆时期执政精英的大批前复兴党人在新的政治安排中处于被边缘化地位ꎻ
另一方面ꎬ 什叶派出身的新政治精英也无意推进真正的政治和解ꎬ 而是对这

些前执政精英采取了比较强硬的立场ꎬ 造成以国内两大教派为分野的社会矛

盾迅速激化ꎮ 与此同时ꎬ 阿布穆萨布扎卡维 (Ａｂｕ Ｍｕｓａｂ ａｌ － Ｚａｒｑａｗｉ)
领导下的 “统一和圣战组织” 迅速坐大ꎬ 并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宣誓效忠本拉

登ꎬ 更名为 “伊拉克 ‘基地’ 组织”ꎮ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ꎬ 扎卡维等人被美军击毙ꎮ
几个月后ꎬ 由 “伊拉克 ‘基地’ 组织”、 “伊斯兰圣战旅” 等组成的 “圣战士

舒拉委员会” 宣布成立 “伊拉克伊斯兰国”ꎬ 该组织主要致力于在伊拉克建立

一个 “伊斯兰国家”ꎮ 它的建立 “旨在表现一种质变”ꎬ 即 “叛乱组织转变成

为负责统治一片领土的军事政治参与者”ꎮ②

２０１０ 年底ꎬ 阿拉伯剧变发生ꎬ 叙利亚由于国内抗议活动逐渐升级为内战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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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东部与伊拉克接壤的哈塞克、 霍姆斯、 戴尔祖尔等省形成了巨大的真空地

带ꎻ 当年 ５ 月ꎬ 藏匿于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地区的本拉登被美军击毙ꎬ “基
地” 组织在全球 “圣战” 运动中的领导权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冲击ꎻ 与此同

时ꎬ 驻伊美军也于当年底从伊拉克全部撤离ꎬ 其国内反叛势力和 “圣战” 武

装面临的军事压力骤然减少ꎮ 所有这一切都为 “伊拉克伊斯兰国” 的崛起提

供了难得的机会ꎮ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接任 “伊拉克伊斯兰国” 主要领导人的阿布
巴克尔巴格达迪 (Ａｂｕ Ｂａｋｒ ａｌ － Ｂａｇｈｄａｄｉ) 充分利用有利时机大肆扩张ꎬ 升

级了其在伊拉克境内的军事行动ꎮ 到 ２０１４ 年ꎬ 该组织已经夺取了叙利亚境内

的阿勒颇、 拉卡、 戴尔祖尔和伊拉克境内的安巴尔、 尼尼微、 迪亚拉等广大

地区ꎮ 路透社在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的一份评估中指出: 该组织控制区的资产超过

了 ２ 万亿美元ꎬ 每年的财政收入约为 ２９ 亿美元ꎮ①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底ꎬ 巴格达迪

宣布建立 “伊斯兰国”ꎬ 自称是全球所有穆斯林的 “哈里发”ꎮ 在宣布 “建
国” 的同时ꎬ 该组织还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治理架构ꎮ 巴格达迪的两名副

手阿布阿里安巴里 (Ａｂｕ Ａｌｉ ａｌ － Ａｎｂａｒｉ) 和阿布穆斯利姆土库曼

尼 (Ａｂｕ Ｍｕｓｌｉｍ ａｌ － Ｔｕｒｋｍａｎｉ) 分别掌管叙利亚和伊拉克事务ꎬ 并有一个 ７
人组成的 “舒拉委员会” 提供决策咨询ꎮ 其下是内阁层级的委员会ꎬ 包括

财政委员会、 军事委员会、 内务委员会、 沙利亚委员会ꎬ 以及情报机构和

媒体中心ꎮ
早在宣布 “建国” 之前ꎬ 该组织就因发展目标、 权力分配和行动方式等

开始与 “基地” 组织产生龃龉ꎮ 巴格达迪宣布建立 “伊斯兰国” 并自称 “哈
里发” 的行为ꎬ 更是彰显了双方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大分歧ꎮ 其一ꎬ 尽管双

方都以建立 “哈里发国家” 作为目标ꎬ 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紧迫性上明显不

同ꎮ 在理论上ꎬ “基地” 组织同样支持建立一个 “哈里发国家”ꎬ 但本拉登

和扎瓦希里把这视为一个长期目标ꎮ 尽管本拉登和扎瓦希里在公开场合表

示支持伊拉克 “基地” 组织ꎬ 但他们并不赞成在伊拉克宣布建立 “伊斯兰国

家”ꎬ 也从未对控制领土表现出多大兴趣ꎮ② 与此相反ꎬ 扎卡维和巴格达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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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就把建立 “伊斯兰国家” 作为其 “圣战” 的目标ꎬ 巴格达迪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的讲话中表示: “我们将不再悖逆真主ꎬ 宣布建立 ‘伊斯兰国’ꎬ 坚持这一

信仰和道路ꎬ 这一点从未也永远不会被取代或放弃ꎮ”① 其二ꎬ 双方对于 “圣
战” 目标的选定也有着明显不同ꎮ “基地” 组织坚持以打击 “远敌” 为核心目

标的全球 “圣战” 战略ꎬ 将其首要敌人锁定为美国ꎬ 认为后者对于中东地区

“腐败的独裁者” 的经济和军事支持才是所有问题的根源ꎮ 如果以美国为袭击目

标ꎬ 就会迫使其撤出对这些政权的支持ꎬ 从而为最终建立一个统一的 “伊斯兰

国家” 奠定基础ꎮ② 相比之下ꎬ “伊斯兰国” 主要关注在本地区的武装斗争ꎬ
其首要目标是作为 “近敌” 的伊斯兰世界 “叛教者” (ａｐｏｓｔａｔｅｓ)ꎬ 特别是叙

利亚阿萨德政权和伊拉克阿巴迪政权ꎮ 因此ꎬ 该组织对于攻击西方目标毫无

兴趣ꎮ 它 “并不倡导对抗西方的战略战争ꎬ 也不是西方主要城市 ‘九一一’
式恐怖袭击的已知策划者ꎮ” ③其三ꎬ 双方对待什叶派穆斯林态度迥异ꎮ “基地”
组织同样把什叶派穆斯林当成是 “叛教者”ꎬ 但并不主张将其杀死ꎬ 认为这种极

端做法将会损害更广泛的 “圣战” 运动ꎬ 分散对于美国的注意力ꎬ 并造成 “穆
斯林在残杀穆斯林” 的恶劣影响ꎮ 然而 “伊斯兰国” 组织不仅把什叶派穆斯林

视为 “叛教者”ꎬ 还将其作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的首要目标ꎮ 扎卡维甚至认

为ꎬ 什叶派对于逊尼派的历史仇恨不可能克服ꎬ “来自什叶派的危险要大于美国

人ꎬ 它们对于伊斯兰国家的损害和破坏性也更甚”ꎮ④ “伊斯兰国” 刻意挑动教

派矛盾的做法既来自其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仇恨和偏见ꎬ 也源自其谋求全球逊

尼派穆斯林支持的现实需要ꎬ 客观上却加剧了两大教派之间的对立和冲突ꎮ
“伊斯兰国”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快速崛起ꎬ 除了其借助前述有利时机

外ꎬ 还得益于其有效的军事策略和国际动员ꎮ 在军事层面ꎬ “伊斯兰国” 的军

事力量和军事策略超过了以往所有的跨国 “圣战” 武装ꎮ 关于 “伊斯兰国”
溃败前的真实军事力量ꎬ 各方根据不同信息来源ꎬ 给出了不同的评估数据ꎮ
美国中情局估计约为 ２ 万 ~ ３ １ 万人ꎻ 叙利亚人权观察人士认为ꎬ 仅叙利亚境

内就高达 ５ 万人ꎻ 俄罗斯总参谋长认为大约为 ７ 万人ꎻ 巴格达安全专家希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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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哈希米 (Ｈｉｓｈａｍ ａｌ － Ｈａｓｈｉｍｉ) 认为ꎬ 总数大约为 １０ 万人ꎻ 而库尔德军

事领导人则认为ꎬ 总数大约为 ２０ 人ꎮ① 如此庞大的武装力量ꎬ 足以让历史上出

现的其他跨国武装力量相形见绌ꎮ 与此同时ꎬ “伊斯兰国” 通过吸纳前萨达姆时

期的 １ ０００ 多名复兴党军事精英ꎬ 并夺取伊拉克政府军遗弃的军事装备ꎬ 完全具

备了开展常规地面作战的能力ꎮ 与此同时ꎬ 它还能娴熟地开展旷日持久的游击

战ꎬ 或是开展无差别的自杀性袭击ꎮ 正如一些学者所言: 尽管这些战术已为

“基地” 组织、 塔利班等所用ꎬ “但是没有哪个极端势力能像执行总体战略规划

那样ꎬ 采取如此广泛的军事战术”ꎮ② 在 “伊斯兰国” 庞大的武装力量当中ꎬ 还

有着为数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 “外籍战士” 和 “国际圣战分子”ꎮ 根据美国苏

凡集团 (Ｔｈｅ Ｓｏｕｆａｎ Ｇｒｏｕｐ)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发布的评估报告ꎬ 约有 ２ ７ 万 ~３ １ 万

人参加了 “伊斯兰国”ꎬ 它们来自全球至少 ８６ 个国家ꎮ③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ꎬ 该机构

发布的最新报告中认为ꎬ 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伊斯兰国” 宣布建立 “哈里发” 前后

至今ꎬ 已有超过 １１０ 个国家的 ４ 万人参加了 “伊斯兰国” 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

亚的战斗ꎮ④ 从历史上看ꎬ 如此规模庞大的跨国动员ꎬ 在战后世界历史上绝无仅

有ꎮ 无论是在人员数量ꎬ 还是在多样性和复杂性方面ꎬ 它都已远远超过了当年

的阿富汗战争、 波黑战争和科索沃战争ꎮ 这一方面得益于 “伊斯兰国” 有效的

国际化宣传和跨国运营ꎬ 更得益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社交媒体网络的大

规模应用ꎬ 另一方面也得益于美国入侵伊拉克后所造成的普遍的反美情绪ꎬ 以

及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交流便利和反全球化、 反西方情绪ꎮ⑤

从某种意义上说ꎬ “伊斯兰国” 在意识形态、 运作方式、 国际影响等方面

已经完全超越了 “基地” 组织ꎬ 它既代表了新一轮全球 “跨国圣战” 运动的

顶峰ꎬ 也是这场 “跨国圣战” 运动中所产生的 “超级怪物”ꎬ 其本质是宗教

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的糅合ꎮ 特别是由于其理论建构能力和跨国动员能

力已经远远超过了 “基地” 组织ꎬ 它对整个国际安全的危害和影响也远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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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 组织所能比拟ꎮ 面对 “伊斯兰国” 所展现的这些特征ꎬ 以至于有学

者认为传统的恐怖主义定义或许已经不再适用于该组织ꎮ

表 １　 １９４５ ~ ２０１７ 年中东部分冲突国家外籍战士流动情况

国家 时间 冲突方 到来时间 数量 来源

阿富汗

１９７８ ~
１９９２ 年

“圣战分子” (游
击战士) 与苏联、
喀布尔政权

１９８０ ~
１９９２ 年

５ ０００ ~
２０ ０００ 人

多数阿拉伯国家、 土
耳其、 巴基斯坦、 孟
加拉、 印尼、 菲律宾、
欧美国家

１９９２ ~
２００１ 年

塔利 班 与 北 方 联
盟ꎻ 马苏德与希克
马蒂亚尔

１９９６ ~
２００１ 年

１ ０００ ~
１ ５００ 人

多数阿拉伯国家、 中
亚国家、 巴基斯坦、
土耳其、 欧美国家

２００１ 年
塔利班与美国、 北
约、 阿富汗政权

２００１ 年
以来

１ ０００ ~
１ ５００ 人

多数阿拉伯国家、 欧
美国家

伊拉克
２００３ ~
２０１０ 年

逊尼派穆斯林与美
国、 叙利亚和伊拉
克的什叶派政权

２００３ 年
４ ０００ ~
５ ０００ 人

多数阿拉伯国家、 欧
美国家、 土耳其

伊拉克和
叙利亚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７ 年

逊尼派穆斯林与美
国、 叙利亚和伊拉
克的什叶派政权等

２０１３ 年
以来

２７ ０００ ~
４０ ０００ 人

邻近中东、 俄罗斯和
中亚地区、 欧美国家、
东南亚国家等

　 　 资料来源: 伊拉克和叙利亚部分数据为作者所增补ꎬ 其他数据主要来源于美国苏凡集团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和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发布的评估报告: Ｔｈｅ Ｓｏｕｆ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ＴＳＣ)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Ａｎ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Ｆｌｏｗ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ｉｎｔｏ Ｓｙｒｉａ ａｎｄ Ｉｒａｑ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５ꎻ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ａｒｒｅｔｔꎬ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ｌｐｈａｔ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ｆ Ｒｅｔｕｒｎｅｅｓꎬ Ｔｈｅ Ｓｏｕｆ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ＴＳＣ)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７

后 “伊斯兰国” 时代全球恐怖主义发展态势

随着 ２０１７ 年以来 “伊斯兰国”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的持续失利ꎬ 该组

织所代表的 “跨国圣战” 势力被迫开始了新一轮转型ꎬ 全球 “跨国圣战” 运

动以及作为其最激进势力的国际恐怖主义进入后 “伊斯兰国” 时代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ꎬ 以库尔德人为主的 “叙利亚民主军” 收复了 “伊斯

兰国” 在叙利亚境内的 “首都” 拉卡ꎮ 在此之前ꎬ 该组织在伊拉克境内的重

要据点摩苏尔已在 ７ 月被攻下ꎬ 据称其最高领袖巴格达迪也在摩苏尔之战中

遇袭身亡ꎮ １２ 月 ９ 日ꎬ 伊拉克总理阿巴迪通过电视讲话宣称: 已经彻底清除

了 “伊斯兰国” 组织在伊拉克境内的存在ꎮ １１ 日ꎬ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视察驻

叙利亚空军基地时也表示ꎬ 鉴于主要作战任务已经完成ꎬ 俄军会分批从叙利

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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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撤离ꎮ 显然ꎬ “伊斯兰国” 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的大规模军事存在和持续

扩张已经结束ꎬ 全球反恐已经进入了后 “伊斯兰国” 时代ꎮ 所谓后 “伊斯兰

国” 时代ꎬ 并不意味着 “伊斯兰国” 及其影响已经彻底消亡ꎬ 或是其所代表

的全球 “跨国圣战” 运动已经偃旗息鼓ꎬ 而是指其作为一个超大型跨国军事

政治实体的存在已经终结ꎬ 短期内要想重现昔日攻城略地、 开疆拓土的举动

已不复可能ꎮ 该组织不仅会通过化整为零、 改变效忠、 转入地下等方式继续

在这一地区活动ꎬ 未来还将通过其跨国网络和 “圣战老兵” 返乡加速在全球

扩散ꎬ 乃至形成新一轮恐怖活动浪潮ꎮ 与此相对应的是ꎬ 近年来以 “伊斯兰

国” 为主要打击目标的全球反恐战争也将会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ꎮ
就目前情势来看ꎬ 未来 “伊斯兰国” 组织及其追随者的发展前景不外以

下几种可能: 其一ꎬ 通过改变效忠 (ｂａｙａ) 加入其他 “圣战” 组织ꎮ 一旦该

组织所谓的 “哈里发” 巴格达迪被证实死亡ꎬ 一些成员和海外组织将会改变

效忠ꎬ 转而投奔诸如 “基地” 之类的其他国际 “圣战” 组织ꎮ 倘若更具 “魅
力” 的拉登之子哈姆扎取代曾经驱逐过巴格达迪的扎瓦希里ꎬ 那么投奔 “基
地” 组织的人可能会更多ꎮ 其二ꎬ 转型为地下组织ꎮ 留在当地的残余势力化

整为零ꎬ 转入地下秘密活动ꎮ 如果巴格达迪的确已经死亡ꎬ 该组织也可能会

推举出新的 “哈里发”ꎬ 也可能会因为权力斗争陷入内讧当中ꎮ 但不管怎样ꎬ
“即便是领土被压缩ꎬ 无法继续公开存在ꎬ 该组织领导层肯定会寻求海外支持

者ꎬ 包括返乡的老兵们的支持ꎬ 以维系 ‘伊斯兰国’ 组织的名号ꎮ”① 其三ꎬ
通过跨国网络向全球扩散ꎮ 根据苏凡集团发布的最新报告ꎬ 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ꎬ 已有至少 ３３ 个国家的 ５ ６００ 名 “伊斯兰国” “圣战” 老兵已经返回故土

(参见表 ２)ꎮ 如果考虑到许多参战人员是通过非法的秘密渠道出入境ꎬ 其实

际数字应当更高一些ꎮ 俄罗斯总统普京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表示ꎬ 在来自俄罗斯及中

亚诸国的 ９ ０００ 名 “外籍战士” 当中ꎬ 返乡者约占 １０％ ꎮ 激进化意识网络

(ＲＡＮ) 在 ７ 月份的评估中也指出ꎬ 约有 ３０％ 来自欧洲的 “外籍战士” 已经

返乡ꎮ 其中ꎬ 来自英国、 丹麦和瑞典的返乡老兵可能已接近 ５０％ ꎮ②

尽管国际社会对于这些返乡的 “外籍士兵” 是否会对自己的母国和藏身

地构成威胁一事存在争论ꎬ 但其中一些人肯定会继续在伊斯兰世界或其他地

０２

①
②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ａｒｒｅｔｔ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５
Ｉｂｉｄ ꎬ ｐｐ ７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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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从事 “基地” 和 “伊斯兰国” 所宣扬的 “暴力圣战” 活动ꎬ 这一点早已在

阿富汗 “圣战毕业生” 身上得到了证实ꎮ 事实上ꎬ 过去两年来ꎬ 伊拉克和叙

利亚周边的中东国家ꎬ 以及邻近的欧洲国家正在成为 “伊斯兰国” 进行渗透

和发动外围袭击的 “重灾区”ꎮ 联合国反恐办公室 (ＵＮＯＣＴ) 在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ꎬ 由于在数量上远远超过此前的阿富汗战争和波黑内战ꎬ
来源地又极为广泛ꎬ 外籍恐怖分子 (ＦＴＦ) 已成为 “我们这个时代最紧迫的

跨国安全问题”ꎮ 这些前往叙利亚战区的个体可能会进一步激进化ꎬ 或是接受

战斗技能训练ꎬ 被灌输极端思想ꎬ 建立社会关系网ꎬ 形成共同的忠诚ꎬ 进而

形成 “未来自主性跨国恐怖组织细胞的基础”ꎮ①

表 ２　 叙利亚和伊拉克外籍战士主要来源地及返乡情况

国家
外国战士

数量
被阻止人数 /请求

土耳其截获名单人数
剩余人数 返乡人数

俄罗斯 ３ ４１７ ８０４ / ４ １２８ － ４００
沙特阿拉伯 ３ ２４４ １４１ / ７ ５２３ － ７６０
约旦 约 ３ ０００ 人 － 约 ９００ > ２５０
突尼斯 ２ ９２６ － / ４ ６０５ ——— >８００
法国 １ ９１０ ２５４ / ２ ６２２ 约 ７００ ２７１
摩洛哥 １ ６２３ １８３ / ２ ８３１ ５００ １９８
乌兹别克斯坦 > １ ５００ － － －
土耳其 约 １ ５００ < ７ ２４０ － 约 ９００
塔吉克斯坦 １ ３００ ３０８ / ２ ６５１ > ７００ １４７
德国 > ９１５ １３３ / ６５７ 约 ４５０ 约 ３００
阿塞拜疆 > ９００ ２５２ / １ ６７７ － －

　 　 资料来源: Ｔｈｅ Ｓｏｕｆ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 ( ＴＳＣ)ꎬ Ｂｅｙｏ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ｌｉｐｈａｔ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ａｔ ｏｆ

Ｒｅｔｕｒｎｅｅｓ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ꎬ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１２ － １３

与 “伊斯兰国” 残余势力及其 “圣战” 老兵的 “有形存在” 相比ꎬ 另一

个更为深远的影响或在于其所宣扬的 “萨拉菲圣战” 意识形态的全球扩散ꎬ
及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所取得的军事成就的激励作用ꎮ 这种无形的潜在影响ꎬ
并不会因为 “伊斯兰国” 的军事失败或领导人死亡而迅速烟消云散ꎮ 其一ꎬ
“伊斯兰国” 所鼓吹的通过 “圣战萨拉菲主义” 运动以 “建立横跨整个世界

１２

①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ｅｒ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ꎬ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ｉｎ Ｓｙｒｉａ”ꎬ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７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ｃｏｕｎｔｅｒ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 ａｓｓｅｔｓ / ｉｍｇ / Ｒｅｐｏｒｔ ＿
Ｆｉｎａｌ＿ ２０１７０７２７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７ － １１ －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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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帝国” 思想及其实践ꎬ 不仅超越了 “阿富汗圣战” 和 “基地” 组织的理论

想象和阐释ꎬ 也是对全球激进 “圣战” 势力的极大鼓舞ꎮ 一方面ꎬ “在建国的

理论和实践上ꎬ ‘伊斯兰国’ 遥遥领先于其他组织ꎮ”① 另一方面ꎬ “伊斯兰

国” 倡导通过 “萨拉菲圣战” 建立一个 “哈里发帝国”ꎬ 也即现实中的 “人
间天堂”ꎬ 而不是单纯地以自杀性 “殉道” 换取身后进入天堂的入场券ꎮ 这一

思想及其实践ꎬ 无论是对于其他 “跨国圣战” 组织还是对于世界各地的激进

分子而言ꎬ 都有着较强的感召力ꎮ 其二ꎬ 就军事层面而言ꎬ “伊斯兰国” 将常

规军事战争、 游击战和恐怖袭击 ３ 种方式融为一体的军事策略ꎬ 不仅超越了

战区与非战区的地理限制ꎬ 也打破了士兵和平民、 和平与战争的传统分野ꎬ
大大超出了以往军事家们对于武装冲突的传统认知和想象ꎮ 这种类似于 “超
限战” 的战略战术及其实践ꎬ 势必会为今后包括武装内战、 “跨国圣战”、 国

际恐怖组织等在内的其他暴力团体所效尤ꎬ 并将加剧未来国际暴力冲突的烈

度和广度ꎮ 其三ꎬ “伊斯兰国” 以 “跨国公司” 加 “准政府” 的管理运作模

式ꎬ 以社交网络作为跨国活动空间和宣传战平台等做法充分发挥了全球化和

信息化所带来的各种便利ꎬ 并使其获得了与自身实力无法匹配的成就和影响

力ꎮ 就此而言ꎬ “伊斯兰国” 在此领域的实践和经验ꎬ 同样会为其他跨国犯罪

集团所借鉴和仿效ꎬ 只不过这些影响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慢慢体现出来ꎮ
毫无疑问ꎬ “伊斯兰国” 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军事失败会削弱其在 “萨拉

菲圣战运动” 中的影响力ꎬ 全球 “跨国圣战” 运动也将会面临新一轮洗牌ꎮ
在后 “伊斯兰国” 时代ꎬ “伊斯兰国” 残余势力和 “基地” 组织及其追随者

之间围绕全球 “萨拉菲圣战运动” 领导权的争夺仍将继续下去ꎮ 尽管 “基
地” 组织在意识形态和跨国网络方面仍有强大的基础ꎬ 但这并不意味着 “基
地” 组织可以马上取而代之ꎬ 轻易地重获 “跨国圣战” 运动的领导权ꎮ 这部

分是因为在 “九一一” 事件以来的全球反恐战争中ꎬ “基地” 组织的核心

架构和指挥层已经连遭重创ꎬ 部分是因为在西方国家强势的战略传播和反恐

话语塑造过程中ꎬ “基地” 作为反西方先锋的形象已经被严重削弱ꎮ 加之 “基
地” 组织在网络空间和信息技术应用ꎬ 以及对外信息传播方面都远逊于 “伊
斯兰国”ꎬ 其未来能否重新获得全球圣战运动领导权还存在一些未知因素ꎮ

从全球反恐的角度来看ꎬ 随着伊拉克和叙利亚战事逐渐平息ꎬ 未来二者

２２

① [英国] 查尔斯利斯特: 前引书ꎬ 第 １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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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反恐战争中的地位和关注度将会有所下降ꎬ 但其周边地区的中东国家

仍将是全球反恐的重点关注所在ꎮ 其一ꎬ 伊拉克和叙利亚周边地区不仅是

“外籍战士” 的主要来源ꎬ 也是近年来 “伊斯兰国” 着力渗透的重点区域ꎮ
随着战事结束ꎬ 越来越多的 “圣战” 老兵开始返回故土ꎬ 其对当地安全局势

的影响也会随之增加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ꎬ “伊斯兰国” 西奈分支在埃及北西

奈省一苏菲派清真寺内制造了恐怖袭击ꎬ 造成 ３０５ 人死亡、 １２８ 人受伤ꎮ① 这

足以表明ꎬ 其各地分支仍有能力发起协调一致的大规模恐怖袭击ꎮ 其二ꎬ “阿
拉伯剧变” 以来ꎬ 阿拉伯世界各国大多处于政治、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转型时

期ꎬ 不少国家还未能从政治与社会震荡中恢复ꎮ 除了 “伊斯兰国” 肆虐的伊

拉克和叙利亚外ꎬ 也门、 利比亚、 突尼斯等也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暴力冲突局

面ꎮ 无论是经济发展迟缓、 民生凋敝ꎬ 还是国内政治动荡、 暴力活动频发ꎬ
都将继续为 “跨国圣战” 势力提供非常有利的外部生存环境ꎮ 其三ꎬ 除了中

东阿拉伯各国国内政治和社会经济转型影响之外ꎬ 整个中东地区目前还处在

地缘政治均势和地区秩序同步瓦解后的重建时期ꎮ②一方面ꎬ 美国因近年来相

对实力下降ꎬ 干预中东事务的能力和意愿开始同步减弱ꎬ 其在中东反恐和其

他国际热点事务中表现得越来越心有余而力不足ꎻ 另一方面ꎬ 中东地区各国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ꎬ 并在新一轮地缘政治格局变动中获得相对优势ꎬ 其参与

塑造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意愿也明显增强ꎬ 这也是当前中东地区的代理人战

争、 教派冲突和 “跨国圣战” 活动难以平息的重要原因ꎮ

余论: 后 “伊斯兰国” 时代全球反恐何为?

我们对于恐怖活动的思考并不能局限于恐怖活动现象本身ꎬ 而是要在更

为宏大的国际背景和历史视野下来认识这一问题ꎮ 全球 “跨国圣战” 运动正

是我们理解当今国际恐怖活动的一个关键所在ꎮ 尽管 “跨国圣战” 并不等同

于国际恐怖主义ꎬ 但它却在客观上为当今国际恐怖活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

３２

①

②

郑凯伦: «突遭重大恐袭　 埃及反恐形势再起波澜»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７ － １１ / ２５ / ｃ＿ １１２２０１０６９５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７ － １２ － １５ꎮ

一些国内学者称其为 “三期叠加” 现象ꎬ 即地区政治秩序崩溃后的重建期、 地缘政治力量均

衡的重构期和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的转型期发生了重合ꎮ 参见李绍先: « “三期叠加” 的中东大乱局»ꎬ
载新华网: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２３ / ｃ＿ １２８５５９６１４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２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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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来源和组织基础ꎮ 从战后历次 “跨国圣战” 运动的历史发展来看ꎬ 每一

次 “跨国圣战” 运动都会伴随着更为激进的 “圣战” 思想阐释ꎬ 更大规模的

跨国动员ꎬ 以及更为残忍、 血腥的恐怖活动浪潮ꎮ 随着当前全球 “跨国圣战”
运动进入后 “伊斯兰国” 时代ꎬ 未来全球反恐形势或将更为严峻ꎮ 一方面ꎬ
失去常规作战能力和固定控制区的 “伊斯兰国” 残余势力或会更多地依赖于

“无差别” 的恐袭手段ꎬ 大量曾经在此参战的 “圣战” 老兵也正在像 “阿富

汗毕业生” 一样快速向全球扩散ꎻ 另一方面ꎬ 受其 “建国” 成就激励的全球

各种恐怖势力、 追随者和模仿者仍会信守其激进且被异化了的 “圣战” 信条ꎬ
采取其惯用的恐怖手段开展活动ꎮ 这将意味着除了传统恐怖活动之外ꎬ 未来

或将出现更多孤立的、 无组织的 “独狼” 恐怖活动ꎮ
为应对后 “伊斯兰国” 时代的国际恐怖活动ꎬ 第一ꎬ 我们需要正确地认识

国际恐怖主义现象以及造成这一现象的深层根源ꎬ 进而采取科学的应对之道ꎮ
面对 “跨国圣战” 运动所诱发的国际恐怖主义ꎬ 首先要在意识形态层面开展针

锋相对的斗争ꎮ 一方面ꎬ 利用正确的教义阐释与科学理论逐一揭露并批驳极端

主义 “圣战” 理论的荒谬性ꎻ 另一方面ꎬ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ꎬ 还要通过深入的

文明对话与交流化解不同宗教与文化之间的误读与隔阂ꎮ 正像卡恩斯洛德所

说: “从长远看ꎬ 不摧毁激进伊斯兰主义ꎬ 或至少瓦解其关键机构和政治力量的

其他来源ꎬ 是不可能在反恐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ꎮ”① 事实上ꎬ 已经有越来

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了这一点ꎬ 并开始了这方面的努力和尝试ꎮ 比如ꎬ 英国政府在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公布的 «英国国家安全战略» 指出: “我们当前反恐战略的一项重要

内容是应对 ‘基地’ 组织背后的意识形态ꎬ 正是这些意识形态激发了暴力恐怖主

义ꎮ”② 为此ꎬ 英国政府已将阻止 “激进化” 作为其反恐政策的四大支柱之一ꎮ
第二ꎬ 加强反恐领域的国际合作ꎬ 建立一个高效、 广泛的跨国反恐合作

机制ꎮ 在全球化背景下ꎬ 一方面ꎬ 无论是国际恐怖活动ꎬ 还是 “跨国圣战”
运动ꎬ 都具有明显的 “洼地效应”ꎬ 总是会流向社会治理能力低下、 安全防范

薄弱、 极端思想浓厚、 同情者和支持者较多的 “洼地”ꎻ 另一方面ꎬ 部分民族

４２

①

②

[美国] 奥德丽库尔思克罗宁、 詹姆斯 Ｍ 卢德斯等: «反恐大战略: 美国如何打击恐怖

主义»ꎬ 胡溦、 李莎、 耿凌楠译ꎬ 新华出版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１８８ ~ １８９ 页ꎮ
Ｃａｂｉｎｅｔ Ｏｆｆｉｃｅꎬ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Ｕｐｄａｔｅ ２００９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９ꎬ ｐ ７８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ｇｏｖ ｕｋ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ｓｙｓｔｅｍ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 / ｆｉｌｅ / ２２９００１ / ７５９０ ｐｄｆꎬ ２０１６ － ０５ － １９



后 “伊斯兰国” 时代的全球反恐态势略论　

国家、 非国家行为体对于 “跨国圣战” 和国际恐怖势力的工具性利用与支持

也是其能够不断发展的重要原因ꎮ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一项研究表明: 在后

冷战时代ꎬ 国家或非国家行为体的支持对于反叛势力至关重要ꎮ １９９０ ~ ２００１
年ꎬ 约有 ７３％的恐怖势力在其他国家而非目标国开展活动ꎮ① 对大多数现代主

权国家而言ꎬ 在自己领土上打击恐怖犯罪活动是国际法赋予本国政府的基本权

利ꎬ 但对于超越自己边界的恐怖活动则往往无能为力ꎮ 当代国际恐怖势力正是

利用了这一点ꎬ 以境外为基地开展活动ꎬ 从而使自己免于被受害国报复的风险ꎮ
“更糟的是ꎬ 由于交通、 通信和信息技术的巨大进步ꎬ 恐怖分子走向国际化的成

本已经大大降低”ꎮ② 对此ꎬ 国际社会不仅要深化对于国际恐怖主义危害的认识ꎬ
摒弃以邻为壑的侥幸心态ꎬ 更要加强国际合作ꎬ 构建一个最广泛的国际反恐合作

统一战线ꎬ 最大限度地减少国际反恐中的 “洼地”ꎬ 使恐怖势力最终无处遁形ꎮ
第三ꎬ 以全球反恐战争为契机ꎬ 在新一轮国际格局转型过程中建立一个

平等、 公正、 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ꎮ 揆诸历史ꎬ 当代 “跨国圣战” 运

动的不断高涨ꎬ 以及与之如影随形的国际恐怖主义的猖獗ꎬ 无不与某些超级

大国的霸权主义和黩武主义有关ꎮ ２００３ 年以来的新一轮 “跨国圣战” 运动浪

潮ꎬ 同样与美国的单边主义、 霸权主义和 “政权更迭” 政策密不可分ꎮ 从这

个意义上说ꎬ 未来的国际反恐合作首先要摒弃一些超级大国长期奉行的 “双
重标准” 和单边主义政策ꎬ 尤其是西方国家在 “九一一” 事件后以 “反恐

战争” 名义所建立话语霸权和行为霸权ꎮ 与此同时ꎬ 国际社会还要在反恐合

作、 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等国际事务中充分尊重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愿和诉求ꎬ
承担起帮助发展中国家构建并提升反恐能力的国际责任ꎬ 以调动更多发展中

国家参与国际反恐合作的积极性ꎮ 简言之ꎬ 通过深化全球反恐合作ꎬ 在新一

轮国际格局转型过程中建立一个更为平等、 公正、 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

序ꎬ 进而消除造成 “跨国圣战” 运动和滋生恐怖主义的国际土壤ꎮ 这种努力

既是在国际反恐领域实现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也是未来建立公正、 合

理的国际安全新秩序ꎬ 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的应有之义ꎮ③

５２

①

②

③

Ｄａｎｉｅｌ Ｂｙｍａｎ ＆ Ｐｅｔｅｒ Ｃｈａｌｋ ｅｔ ａｌ ꎬ 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Ｏｕｔｓｉｄｅ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Ｉｎｓｕｒｇｅｎ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ｓꎬ Ｓａｎｔａ
Ｍｏｎｉｃａꎬ ＲＡＮＤꎬ ２００１ꎬ ｐｐ ９ － １７

Ｎａｖｉｎ Ａ Ｂａｐａｔꎬ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ｓ”ꎬ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Ｖｏｌ ２４ꎬ Ｎｏ ４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２６５ － ２６７

参见王震: «关于全球反恐战争转型问题的再认识»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４７ ~ ４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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