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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问题

高等教育与巴勒斯坦
民族国家之构建＊

姚 惠 娜

摘 要: 高等教育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发展的助推剂，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

动培养出新一代的领导人，促进被占领土的民族主义动员，帮助保存和维持巴勒

斯坦民族认同。高等教育为未来的巴勒斯坦民族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提高了女

性受教育水平，但仍存在不能满足当地青年对高等教育的巨大需求; 文理科发展

不均衡，缺乏职业技术教育; 大学生培养与当地经济发展不匹配等问题。民族国

家构建的困境致使巴勒斯坦高等教育面临政治环境动荡、经费缺乏等严重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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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 2013 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13CSS014) 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高等教育对推动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发展、促进民族国家构建具有重要作用

和意义。高等教育培养出新一代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领导层，促进被占领土

的民族主义动员，帮助保存和维持巴勒斯坦民族认同，推动巴勒斯坦民族主义

在没有国家存在的情况下构建巴勒斯坦民族，并为巴勒斯坦民族国家构建做准

备。然而，巴以和平进程停滞导致的巴勒斯坦民族国家构建的困境给高等教育

带来巨大的危机。本文尝试从以上问题入手，对高等教育与巴勒斯坦民族国家

构建的关系进行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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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等教育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发展的助推剂

1． 高等教育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培养出新一代的领导力量。
巴勒斯坦的传统精英在 1948 年战争中受到毁灭性打击，再无力领导民族

主义运动。以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新生民族主义力量最终在二十世纪六十年

代中期崛起。新一代的巴勒斯坦年轻领导人在委任统治时期建立的新式学校

接受基础教育，大部分毕业于阿拉伯世界的大学，一般出身于贫穷或中产阶级

家庭。① 他们这种相同的教育经历是由巴勒斯坦人的高等教育发展状况决定

的。由于缺乏本土高等教育机构，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前，巴勒斯坦人主要

在阿拉伯世界接受高等教育。这使得开罗、贝鲁特和大马士革的大学成为培养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领导力量的摇篮。1950 年，阿拉法特联合阿布·伊雅德

等同学在埃及开罗大学成立巴勒斯坦学生联合会。与此同时，贝鲁特美国大学

医学专业学生乔治·哈巴什也在学校组建学生组织。哈立德·瓦齐尔在加沙

地带建立了基层军事组织，他毕业于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

( UNＲWA) 设立的中学，后进入埃及亚历山大大学。这些小规模的秘密组织逐

渐发展成为民族组织网络，开始领导巴勒斯坦人进行独立的民族解放斗争。
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新崛起的民族主义力量也逐渐掌握了巴勒斯坦

人的领导权。这些民族主义力量的兴起与被占领土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密切

相关。在民族主义者的不断努力推动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被占领土建立了各

种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因以色列占领而无法外出求学的巴勒斯坦青年可以

在当地接受高等教育。本土大学的建立减少了高等教育的成本支出，平民子弟

也有机会进入大学深造，被占领土大学约 70% 的生源来自难民营、农村和小城

镇。② 高等教育造就的新一代民族主义力量主导了被占领土的地方政治。比尔

宰特大学沙比巴( Shabiba) 学生运动的领导人马尔万·巴尔古提可以说是被占

领土新一代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力量的杰出代表。他参与领导了 1987 年爆发的

第一次因提法达和 2000 年爆发的第二次因提法达，后来成长为巴解组织主流

派别法塔赫最高层的领导人之一。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高校师生在反抗以色列占领的斗争发挥了积极

的领导作用。当今许多著名的巴勒斯坦领导人正是领导第一次因提法达的高

校师生。比尔宰特大学教师哈南·阿什拉维( Hanan Ashrawi) 是因提法达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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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领导人。她被任命为马德里中东和会巴勒斯坦代表团的发言人，是巴勒斯坦

代表团的重要成员。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建立后，她担任了首任高等教育部

长，并连续当选为立法委员会委员。纳迦赫大学的阿卜杜勒·萨塔尔·卡塞姆

( Abdel Sattar Qasim) 后来成为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委员，还在 2005 年参加总

统竞选。为镇压巴勒斯坦人的反抗，以色列军事政府封锁了被占领土的高等教

育机构，比尔宰特大学的师生遭到扣押，校长被驱逐，校园被迫关闭。1988 年 2
月以色列政府甚至一度关闭被占领土所有高等教育机构，直到 12 月才允许部

分大学重新开放。以色列破坏了被占领土高等教育机构的正常教学活动，但并

不能阻止学生和教师在校园外组织起来。
哈马斯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全新成员。约旦河西岸和加沙

地带的高等教育机构在以哈马斯为代表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崛起中

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被占领土部分年轻知识分子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新的

认同，从宗教中寻求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出路，促进了伊斯兰激进势力在高校

中迅速扩展。高等教育机构成为伊斯兰激进势力招募、动员支持者的重要中

心。到第一次因提法达爆发前夕，被占领土每所高校都建立了独立的伊斯兰学

生组织。① 这些伊斯兰学生组织成为世俗民族主义学生组织的有力竞争者。加

沙伊斯兰大学中伊斯兰学生组织的势力尤其强大。这所高校 1978 年由附属于

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的高中发展而成。作为加沙地带第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它建

立后不久，就在当地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主导作用。该校的学生会几乎

完全由穆斯林兄弟会控制。② 曾担任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总理的哈马斯领导

人伊斯梅尔·哈尼亚就是加沙伊斯兰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运动领袖。
2． 高等教育促进被占领土的巴勒斯坦民族主义动员

随着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高等教育的发展，高校成为巴勒斯坦民族主义

动员的基地。1977 ～ 1978 学年，在被占领土大学注册的学生只有 2，601 人，4
年后，人数就扩大了 3 倍多。③ 1987 ～ 1988 学年，在纳加赫大学、比尔宰特大

学、希伯伦大学、希伯伦理工大学、伯利恒大学、加沙伊斯兰大学和耶路撒冷圣

城大学等主要大学注册的学生将近 16，000 人。如果算上社区学院和沙里亚学

院，就有将近 20，000 名学生。④ 受高等教育人数的增长促进了被占领土社会结

构的转变。高等教育造就的新一代精英对当地传统贵族政治产生了直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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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土地所有权被以色列破坏、农民阶层日益转变为雇佣劳动力阶层等因素而

受到严重削弱的传统贵族进一步丧失政治地位。
新成长起来的知识精英改进了巴勒斯坦的社会动员形式。被占领土涌现

大量的新型社会组织，如研究机构、新闻媒体、专业协会、学生组织、青年运动、
妇女组织等。在以色列的限制下，被占领土无法建立政党等政治组织。巴解组

织各派别都通过这些新型社会组织进行社会动员，尤其重视在大学生中建立组

织，招募新生力量。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 人阵) 首先于 1980 年在伯利恒大

学建立了“进步学生行动阵线( Progressive Student Action Front) ”。随后，解放

巴勒斯坦民主阵线( 民阵) 建立了“学生团结协会( Student Unity ) ”，巴勒斯坦共

产党建立了“进步学生联盟( Progressive Student Union) ”。法塔赫的青年组织

“沙比巴”在学生中建立分支机构的时间相对较晚，然而，由于得到法塔赫充裕

的资金支持，学生参与程度高，沙比巴在纳迦赫大学成功取得学生运动的领导

权，将该大学变成反抗以色列统治的领导中心之一。①

通过沙比巴等青年和学生组织，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迅速将少数精英的政

治理想和行为转变为众多受过教育的普通青年人的实际社会行动。这些青年

和学生组织与其他各种新型社会组织的活动范围涵盖教育、慈善、经济发展等

社会生活各领域，通过提供社会服务，渗透到巴勒斯坦人社区，填补了被占领土

的政治空间。第一次因提法达期间，学生组织和已有政治派别以及工会活动家

一起，投入到反抗以色列占领的斗争中，标志着巴勒斯坦社会全面动员起来，社

会生活迅速政治化，为未来的巴勒斯坦国家构建打下基础。在被占领土民族主

义运动高涨的情况下，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运动的重点也从黎巴嫩等周边国家的

难民营转向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3． 高等教育机构帮助保存和维持巴勒斯坦民族认同

高等教育机构具有非国家机构的独特身份以及面向学生的定位，这使其成

为培养民族认同的天然辅助设施。1967 年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

后，当地的巴勒斯坦人无法建立准国家机构。为满足社会的迫切需要，培育民

族认同，打下未来国家构建的基础，他们必须建立以色列无法反对的机构。而

大学正符合这个要求。② 高等教育机构保存了传统文化，成为民族意识的载体。
巴解组织各派别在大学建立附属学生组织，积极参与校园政治，领导大学生参

与地方活动，将民族主义思想传播到巴勒斯坦社区。
通过建立和管理高等教育机构，被占领土民族主义者开始进行巴勒斯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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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国家构建的准备。由于缺乏统一的国家机构对高等教育机构进行规划、认证

和管理，被占领土各大学结构各异，家族和宗教利益成为大学的组织基础。① 虽

然被占领土建立的大学都是阿拉伯大学协会成员，但阿拉伯大学协会并非认证

机构。为将这些高校改造成结构统一的制度化机构，建立规范的高等教育体

系，1977 年被占领土的民族主义者发起建立“高等教育委员会”，尝试通过教育

途径实现民族国家构建的政治目标。高等教育委员会在成员和组织范围上具

有广泛的代表性，被占领土所有高校都是委员会成员大学，由来自成员大学的

理事会、管理机构和教师的代表组成委员会大会。这个委员会大会是被占领土

自 1948 年以来第一个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代表都包括进来的自治的地方

公共机构。② 高等教育委员会的宪章将其目标严格限制在教育领域，包括现有

机构的发展、大学之间的合作、建立新的大学和学院、在需要的地方或财政许可

的情况下建立研究图书馆、与阿拉伯国家合作等。但实际上它的目标完全是政

治性的。③ 1980 年 2 月，高等教育委员会获得约旦—巴勒斯坦联合委员会的承

认，得到其 100 万约旦第纳尔的预算拨款。④

二、高等教育对巴勒斯坦民族国家构建的贡献和不足

鉴于高等教育在民族国家构建中的重要作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建立

后，大力支持它的发展，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高等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996 年巴民族权力机构设立高等教育部，负责中等教育之后的所有教育工作，

后与教育部合并组成教育与高等教育部。大学校长会议负责高等教育部与各

个大学的协调、合作。高等教育部制定实施了“巴勒斯坦高等教育战略”，把发

展高等教育作为促进巴勒斯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措施，为提高高等教育质

量，加强高等教育课程管理，促进巴勒斯坦高校与国际高等教育机构的合作。
1998 年 12 月，巴勒斯坦颁布高等教育法，规定了高等教育的目标、高等教育部

的职权、高等教育机构的管理制度等，要求保障学术自由以及高等教育机构的

独立与神圣。在巴民族权力机构一系列政策的支持下，高等教育为巴勒斯坦民

族国家构建准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一，高等教育机构为巴勒斯坦培养了大批高素质人力资源。根据设立者

不同，巴勒斯坦的高等教育机构可以分为政府高教机构、公共高教机构和私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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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机构三大类。大部分大学是公共的非营利性机构，主要由学校理事会负责

制定政策，校长负责日常管理。根据教学内容，高等教育机构又可以分为大学、
大学学院和社区学院。大学学习年限不低于三年，一般进行学士级别的学历教

育，有的学校可以提供更高级别如硕士、博士等阶段的学历教育。大学学院提

供学术或职业教育，学习年限为 2 年或 3 年。社区学院提供不超过一年的学术

或职业技术教育。这些高等教育机构专业设置比较齐全，涵盖了人文、自然科

学、商业、经济、工程、农学、法律、制药、医学、护理、教育和旅游管理等各个

专业。
自英国委任统治以来，面临民族生存挑战的巴勒斯坦人就极为重视教育。

在没有国家、政治局势前景不明确的情况下，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提高自身竞争

力、克服就业阻碍，是巴勒斯坦人能够掌握的有效生存手段。高等教育提供的

专业技术训练使巴勒斯坦人可以从事医生、教师、工程师和管理人员等具有较

高声望的职业，从而改善社会经济地位。因此，巴勒斯坦人寻求各种机会接受

高等教育，即使是在阿拉伯海湾国家和北非等地打工的巴勒斯坦人也努力利用

当地的教育资源取得学位。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经济发展乏力，就业市场竞

争极为激烈。巴勒斯坦人尤其是难民中较高的失业率不但刺激他们去学习技

能，推高了其教育程度，而且促使学生尽可能地延长学习年限。2004 年的统计

数据表明，在 18 ～ 21 岁年龄段的巴勒斯坦青年中，44% 的人仍在接受全日制教

育。就世界范围来说，这都是很高的比例。而 2003 年阿拉伯世界其他国家同

年龄段青年接受全日制教育的比例只有 15%。① 根据 1997 年 12 月的统计资

料②，约旦河西岸( 不包括耶路撒冷) 和加沙地带拥有两年制大专文凭的人有

7． 2万，其中 5． 1 万人( 71% ) 毕业于巴勒斯坦的教育机构; 拥有本科学历的人有

6． 6万，其中 2． 7 万人( 41% ) 毕业于巴勒斯坦的教育机构; 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人

有 6，100 人，其中 1，000 人( 14% ) 毕业于巴勒斯坦的教育机构。2000 ～ 2001 学

年，巴勒斯坦高校共有在校大学生 7． 5 万多人，而 1994 ～ 1995 学年只有 2． 8 万

人，平均每年增加新生 8，000 人。但同期社区大学学生增加较少，只是从 4，000
人增至 5，000 人。③ 2009 ～ 2010 学年，巴勒斯坦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共有在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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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25 人。①

第二，高等教育提高了巴勒斯坦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巴勒斯坦传统观念将

女性的活动范围局限在家庭之内，不重视她们接受学校教育的问题。联合国近

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设立的各级学校，确保了难民儿童接受教育，同

时也提高了女童的初级教育入学率。随着巴勒斯坦基础教育的逐渐普及，中小

学在校生人数的性别差异日渐缩小。本地高等教育的发展为完成中学教育的

女生提供了更多深造机会。比尔宰特大学 2002 年发布的人力资源发展报告显

示: 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女性占男性人数的 58%，但

在 30 岁以下年龄段的人群中，男女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② 第二次因提法达爆

发后，巴勒斯坦经济形势恶化，男生过早地进入劳动力市场，辍学率增加，导致

中学阶段女生的比例开始超过男生。③ 相应地，进入大学的女生也比男生多。
2008 ～ 2009 学 年，巴 勒 斯 坦 高 等 教 育 机 构 的 毕 业 生 中，女 生 的 比 例 达 到

58． 5%。④ 巴勒斯坦女性不仅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增多，在高等教育的学历层

次上也有所提高，一些女生取得了硕士甚至博士学位。巴勒斯坦各高等教育机

构中就有 286 名具有博士学位的女教师。⑤ 然而，巴勒斯坦女大学生在专业选

择上的性别色彩仍十分突出。虽然有一些巴勒斯坦女性进入工程科学、计算机

编程等以男性为主导的学科领域，但受社会传统文化影响，巴勒斯坦女大学生

多选择教育、社会工作、人文、护理和理疗等专业，毕业后从事的大多也是幼教、
小学教师、护士等符合传统女性社会角色定位的工作。

巴勒斯坦高等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还存在很多问题。首先，高

等教育仍不能满足当地青年的升学需求。从第一所大学建立到现在，只不过四

十几年，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已经有 14 所传统大学、18 所大学学院、20 所社

区学院和 1 所开放型大学⑥，是阿拉伯世界除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以外拥有高等

教育机构最多的地区之一。当地大学入学率也很高。在 18 ～ 24 岁年龄段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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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 40%，即使与中等收入国家相比，也处于前列。① 但巴

勒斯坦青年对高等教育的迫切需求仍然无法得到满足。这与当地人口结构密

切相关。巴勒斯坦是世界上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在二十世纪六十年

代，平均每个妇女生育 8 个孩子，九十年代生育率相对下降，但 1990 ～ 1995 年仍

然保持了 6． 61 的高生育率，直到 2005 ～ 2010 年生育率才降到 4． 42。② 长期的

高生育率导致人口结构中青年所占比例相当高。15 ～ 24 岁年龄段的青年人在

1985 年时占总人口的 20． 3%，到 2010 年则占总人口的 21． 4%。③ 巴勒斯坦民

族权力机构建立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基础教育逐步普及。与 1999 ～
2000 学年相比，2005 ～ 2006 学年小学和中学入学率增加将近 25%，12 岁以下儿

童入学率几乎达到 100%，90% 多的小学生能够升入中学。这种基础教育发展

水平在整个中东地区都处于领先地位。④ 小学和中学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相应

地增加了对大学尤其是本科教育的需求。急速扩展的高等教育机构也无法容

纳暴增的学生。1996 ～ 1997 学年，在传统大学入学申请者中，只有 78% 的人能

成功; 而在社区大学入学申请者中，只有 53% 的女生和 74% 的男生能如愿。⑤

尚有大批年青人亟需高等教育机会。
受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限制，巴勒斯坦高等教育的质量也需要进一步

提高。尽管设置有教育、人文、自然科学、医学、工程和通信技术等将近 300
个专业，实际上各高校教学内容同质化严重，一些学科只是处于起步阶段。
高校研究能力整体不足，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高科技领域的研究明显落后，

只有部分学科能够提供硕士阶段的研究生教育。巴勒斯坦高等教育机构要

求教师必须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2012 ～ 2013 学年，具有博士学位的高校教

师共有 3，119 名，占教师总数的 44%。⑥ 由于学生数量连年增长，学生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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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比例持续升高，原有教师的教学负担过重，只好大量聘用兼职教师，客观上

影响了教学质量。各高校的硬件设施原本有限，更无法适应学校招生扩大的

规模和速度。图书馆藏书和期刊数量少、实验设备不足等问题都限制了教学

质量的提高。
其次，文理科发展不均衡、职业技术教育不足是巴勒斯坦高等教育中存

在的严重问题。在主要依靠阿拉伯国家大学提供高等教育的时候，这个问题

就已经存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建立后，各高校文理科发展不平衡的局

面没有改善。社会科学和人文艺术专业的学生远远超出当地就业市场能够

容纳的数量。理工类各专业师资有限、学科建设欠缺仍是普遍存在的情况。
毕业于自然科学、数学、计算机、医学、工程和农学等科学领域的学生只能占

到毕业生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1997 年 9 月底的统计数字表明，在完成高

等教育的 25 ～ 44 岁年龄段巴勒斯坦人当中，只有 36% 的人就读的是理工类

专业。①

职业技术教育对巴勒斯坦的发展及减轻贫困至关重要。但被占领土的大

学在设立时就缺乏职业技术教育内容。虽然约旦河西岸 70% 的居民生活在人

口数量不足 5，000 的小聚居区内，农业生产占约旦河西岸国民生产总值( GNP)

的 30%，但当地大学的课程中也很少有关于农业计划和发展的内容。② 受传统

观念影响，巴勒斯坦学生也不愿意接受职业技术教育。1975 ～ 1976 学年，在联

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设立的职业和技术培训学校中，包括师资

培训学校学生在内，只有 4，500 名学生。③ 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虽然受到巴勒

斯坦教育和高等教育部、劳动部等部门的重视，但愿意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学

生仍然不多。2001 ～ 2002 学年，巴勒斯坦选择职业技术教育的学生只占学生总

数的 3%。④

再次，大学生培养与当地经济发展不匹配。巴勒斯坦高校文理科失衡、缺

乏职业技术教育的学生培养状况使高等教育严重脱离当地劳动力市场的实际

需求和就业现实。大学课程设置也无法满足当地经济发展和学生的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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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缺乏就业技能。其直接后果就是 25% 以上的大学毕业生失业。① 虽然

如此，大学毕业生在就业方面仍具有明显优势，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人失业率

低于只有小学或中学教育程度的人。在拥有大学文凭的人口中，女性失业率高

于男性。由于适合知识女性的就业岗位较少，曾一度出现妇女受教育程度越

高，失业率越高的情况。另一方面，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

带对高级人才的需求程度较低。以色列劳动力市场虽然向巴勒斯坦人开放，但

主要雇用受教育程度低的非熟练工人。巴勒斯坦私营部门能够提供的就业岗

位非常有限，公共服务部门成为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主要渠道。教育部门是巴勒

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中最大的用人单位，这导致教育专业的大学生急剧增长。耶

路撒冷开放大学中，一半的学生在学习教育专业; 教育也是传统大学中学生人

数最多的专业，占学生总数的 23%。② 2005 年，教育和高等教育部新增 2，200
个教师岗位，吸引了 2． 5 万多名毕业生申请。

除了就业市场的限制外，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还不时遭受以色列的封锁

与占领，法塔赫和哈马斯的冲突也导致巴勒斯坦内部政治局势动荡，这都促使

巴勒斯坦高级人才移民，向外寻求发展。广阔的中东地区劳动力市场，尤其是

阿拉伯产油国曾经吸纳了大量巴勒斯坦高级人才。巴勒斯坦教师、工程师、医
生和管理人员在阿拉伯海湾国家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海湾危机后，由于海

合会国家的限制政策，巴勒斯坦人向阿拉伯产油国的移民减少，向加拿大、澳大

利亚和美国移民的人数增多。高级人才在巴勒斯坦移民中占有很大比重。
2008 年的抽样调查显示，巴勒斯坦每年的向外移民中，接近四分之一的人是拥

有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高级人才。估计巴勒斯坦每年向外移民 2 至 3 万人，这意

味着每年有五六千高级人才离开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③ 当年对医疗和教育

领域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人士进行的调查表明，他们中将近 31% 的人在考虑

移民。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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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巴勒斯坦民族国家构建的困境与高等教育的危机

巴勒斯坦尚不是具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家。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外

部边界由以色列控制，内部领土则被以色列检查站、定居点以及连接各定居点

的公路分割包围，一些地方还处于以色列的军事占领之下。根据 1994 年巴以

双方签署的《巴黎经济草案》规定，以色列在本国口岸对运往巴勒斯坦地区的物

资征收关税，再移交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 以色列代替巴民族权力机构向

在以就业的巴勒斯坦人征收所得税，并有权保留 25%，巴勒斯坦人缴纳的医疗

保险全部交给巴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财政部代表每月会晤一次，就向巴方移

交的税款数额达成协议。巴勒斯坦对进口依赖严重，这些进口大部分通过以色

列进行。因此，以色列转交的代征税款就成为巴民族权力机构的主要财政收

入，如果不算国际援助，占财政总收入的 60%还多。
巴勒斯坦人民建立拥有完整主权的独立国家的目标只能在巴以和平进程

的最终阶段实现。根据 1993 年 9 月 13 日巴解组织与以色列签署的《临时自治

安排原则宣言》，巴勒斯坦最终地位谈判应在 1999 年 5 月 4 日前解决。由于双

方极端势力的阻挠和政局的多次变化，巴以和平进程一再受挫。2000 年阿克萨

起义爆发后，巴以和平进程停滞，独立的巴勒斯坦国至今未能建立。民族国家

构建的困境使巴勒斯坦高等教育陷入巨大的危机。
首先，动荡的政治局势是高等教育最大的威胁。除检查站外，以色列还设

置路障、土墩、壕沟等阻碍当地人员流动。自 2002 年开始修建的隔离墙更是一

条无法跨越的地面障碍，直接阻断了通往各种教学设施的道路。即使在巴以关

系稳定时期，高校师生通过众多的检查站到达学校也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在双

方关系紧张时期，以色列的封锁和宵禁、对约旦河西岸内部以及约旦河西岸与

加沙地带之间人员流动的限制，阻碍着各高校师生顺利到达学校。公路上的一

个以色列检查站就可以使高校教学活动停止几天甚至数周。第二次因提法达

爆发后，封锁使学生和教师无法按时到校，部分高校教学设施处于以色列的包

围封锁之中，一些校园不时关闭，教学活动被迫停止。只是在封锁减少后情况

才有所好转。为尽量减少危险，高等教育部不得不允许学生到其他高校就近

上课。
冲突不仅限制了人员往来，还破坏了各高校正常的教学活动。第二次因提

法达期间，希伯伦大学校园被关闭长达两年时间，部分教师在当地的杂货市场

和学生会面。2006 年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后，以色列的限制更加严格，拒

绝持有外国护照的巴勒斯坦人入境或勒令其限期离境。很多高校教师由于在

外出求学期间被注销了巴勒斯坦当地的身份证件，甚至无法再次入境。受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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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条件限制，正常的教学课程有的被迫压缩课时提前结课，有的因没有机会

授课而只好成倍延长课时，有些课程甚至被迫取消。在以色列的占领下，学习

过程碎片化成为巴勒斯坦高等教育的标志，对教育质量的关注也不得不转到生

存斗争方面。
除以色列的限制外，哈马斯与法塔赫的冲突也使得加沙地带与约旦河西岸

进一步隔绝，加沙地带的大学生无法到达位于约旦河西岸的学校，约旦河西岸

的师生也无法去往加沙地带。
其次，经费严重缺乏也限制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巴勒斯坦高等教育机构的

经费来源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拨款、学费、阿拉伯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捐

助、大学研究中心的收入以及与外国大学的共建。巴民族权力机构从 2002 年

开始每年向高等教育机构拨付 2，000 万美元的经费，2009 年涨到 3，400 万美

元，2011 年高等教育经费预算达到 9，000 万美元。第二次因提法达爆发后，控

制着巴勒斯坦边境的以色列政府经常停止向巴方转交代为征收的关税，导致巴

民族权力机构的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对高等教育机构的拨款通常每年只能达到

预算的 60%。①

阿拉伯世界和国际组织的援助曾是巴勒斯坦高等教育机构重要的经费来

源。阿拉伯世界的援助自海湾战争后就大幅减少。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成

立后成为国际社会的重要援助目标，新成立的人权组织等团体也分流了许多西

方援助，直接针对高等教育机构的捐助非常有限。欧盟通过“和平项目”在机构

建设、人员和学术交流、学术研究等领域对巴勒斯坦的大学进行援助。该项目

发起于 1991 年，在欧盟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的资金支持下，

由 12 所欧洲大学与耶路撒冷圣城大学、纳加赫大学、比尔宰特大学、伯利恒大

学、加沙伊斯兰大学和希伯伦大学等巴勒斯坦 6 所大学签订“巴勒斯坦—欧洲

教育领域学术合作( Palestinian-European Academic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
协议。“和平( PEACE) ”一词即该项目名称的英文首字母缩写。巴民族权力机

构建立后，和平项目得到进一步发展，目前成员范围扩大到欧洲 52 所大学和巴

勒斯坦 12 所大学。
在财政拨款和捐赠收入减少的情况下，各高校只好通过提高学费来弥补赤

字。除了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所属的高校外，巴勒斯坦所有

的高等教育机构都向学生收取学费。目前，学费收入已经占这些高校经费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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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uropean Commission，“Higher Education in the Occupied Palestinian Territory”，http: / / eacea． ec． eu-
ropa． eu / tempus /participating_countries /overview /oPt． pdf，July，2012．



的 60% ～70%。① 巴勒斯坦的大学生主要依靠家庭、政府和私人机构贷款支付

学费。由于巴以冲突对经济发展造成的不良影响，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家

庭普遍承受着失业率上升带来的经济困难。免息的学生贷款也因偿还率低、国
际机构和政府拨款不能保证而难以为继。无力负担学费的贫困大学生只好选

择退学或延长学习时间。学费连年上涨则将更多的贫困学生推向退学的边缘。
比尔宰特大学的学生 2013 年甚至到总理办公室前抗议学校大幅提高学费。

经费缺乏严重损害了高等教育质量。为节约经费，很多高校不得不削减教

职人员，压缩教学内容。高校教师的工资无法合理、及时地发放。2012 年，比尔

宰特大学的教师就罢课抗议收入过低。包括纳加赫大学在内的一些高校，则通

过扩大招生规模增加学费收入，导致生源质量下降，教学质量也难以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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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er Education and Palestinian Nation-state Building

YAO Huina

( Yao Huina，Ph． D，Associate Ｒesearch Fellow at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 Higher Education has boosted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ism by educating
new generation of leaders，mobilizing the people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and
helping to preserve and maintain the Palestinian national identity． Lots of human
resources have been educated for the future Palestine state by the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education level of women has been improved too． The problems of the
higher education in Palestine are as follows，no enough university space for youth，

the imbalance of human arts and sciences，shortage i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
cation，mismatch with the local economic． The setbacks of Palestinian nation-state
building have put the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plight of unstable political environ-
ment and fund shortage．
Key Words Palestine; Higher Education; Nationalism ; Nation-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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