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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中东局势应避免严重误判

安 惠 侯

摘 要: 研究中东问题要避免严重的误解和误判，它包括以下问题: 如何界定

阿拉伯世界群体性抗议浪潮，如何观察叙利亚局势，如何看待埃及的转型，如何评

估“伊斯兰国”的力量、影响及前途。只有很好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才能避免干扰

政府的决策和误导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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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地区矛盾错综复杂，热点问题众多，局势动荡多变，观察中东局势难免

见仁见智，但作为研究中东问题的专家、学者应该避免严重的误解和误判，以免

干扰政府的决策和误导民众。特别是自 2010 年底阿拉伯世界爆发群体性抗议

浪潮至今 4 年多时间里，一些学者对中东局势的误解和误判屡见不鲜。现仅就

几个重大的事例做些分析。

一、如何界定阿拉伯世界群体性抗议浪潮

2010 年底在突尼斯，一小贩因受到不公正待遇，自焚身亡，引发群体性的抗

议浪潮。突尼斯总统被迫出逃沙特。这一抗议浪潮迅速扩散。到 2011 年，抗

议浪潮几乎席卷所有阿拉伯国家。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除突尼斯外，有埃及、
也门、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美国趁机推行“新干涉主义”，促成埃及和也门政

权更迭，并挑起利比亚和叙利亚两场“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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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拉伯世界的这场群体性抗议浪潮，美国等西方政府和媒体异口同声欢

呼“阿拉伯之春”来临，阿拉伯世界爆发了“反独裁，争民主的革命运动”，目的

是要将这场抗议浪潮引向“颜色革命”，以更加亲西方的政权更替一些国家的现

政权，从而加强美国对该地区的主导作用。伊斯兰势力并不是这场抗议浪潮的

发动力量，但很快介入其中，极力将浪潮引向“伊斯兰革命”，目标是掌权执政。

普通老百姓对生活艰难和社会不公不满，要求变革。埃及民众称抗议运动为

“大饼革命”。

中国的专家学者和舆论界该如何界定这场运动呢? 出现两派意见。一派

认为是“民主革命”、“阿拉伯之春”，与美西方的论断相同。当然，我们的专家

学者可能并不主张抗议浪潮演变成西方所期盼的“颜色革命”，但认为这是民众

反独裁、争民主运动，当然是革命行动，应予以充分肯定和支持。北京一家以报

导和评论国际事件为主的时报以“阿拉伯之春”的通栏标题报导和评论这场“民

主革命”。有些学者在研讨会上厉声指责不赞成将这场抗议运动认定为“革命”

的人:“不支持人家革命，就是反对革命!”情绪激昂。

另一派认为，从种种迹象看，抗议浪潮是民众对现实不满的自发行动，主要

是希望改善民生，同时反对社会不公，要求变革，具有积极意义，但这场没有明

确的纲领、严密的组织和众望所归领袖的群体性自发抗议运动很容易被别有用

心的势力利用; 容易引发暴力冲突，导致社会动乱; 抗议浪潮如何发展存在许多

不确定性。因此主张对这场抗议浪潮用“动荡”、“变局”等中性词汇界定，不要

急于定性为“革命”，更不要拾西方舆论的牙慧，同时要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

很快，这一主张成为我国舆论的主流。官方表态也是这个口径。

事态的发展证明后者的意见符合实际。由于外国势力的插手，伊斯兰势力

的全力介入，受到冲击的世俗力量不甘心失败，和平抗议演变成暴乱，流血事件

越演越烈，社会撕裂成不同派别，势不两立。暴乱导致突尼斯、埃及、也门三国

政权更迭，造成社会安全无保障，经济严重衰退，民生更加艰难。在美西方推行

“新干涉主义”并联手部分地区国家的策动下，利比亚和叙利亚动乱演变成内

战。外国势力公开军事干预利比亚内战，击毙卡扎菲，使得利比亚至今陷入无

政府状态。美西方没有直接军事打击叙利亚，巴沙尔仍然执政，但内战继续，死

亡人数近 20 万，超过一千万难民流离失所，美丽的家园满目疮痍。动乱和内战

为极端恐怖势力发展壮大提供了最佳机会，“伊斯兰国”应运而生，迅速崛起。

动荡逐渐演变成动乱、战乱、灾难。

阿拉伯民众经过亲身体验，逐步认识到动乱既不能促进经济发展，也不能

扩大民主、自由，人心思稳。群体性抗议浪潮在多数阿拉伯国家逐渐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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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伯世界美国名声极坏，极端亲西方的所谓自由民主派力量薄弱，美

西方期待的“颜色革命”没有出现。

在政权更迭的国家，世俗势力受到严重冲击后，通过选举上台的是伊斯兰

势力。在突尼斯如此，在埃及也是这样。然而，伊斯兰势力上台后既不能稳定

局势，也无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更不能团结各派力量致力于民族复兴，而是大

权独揽，排除异己，四面树敌，结果是很快丧失民心，失去政权。在埃及如此，在

突尼斯也如此。

而在利比亚和叙利亚灾难还在肆虐。

西方舆论率先变调，悲叹“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

二、如何观察叙利亚局势

( 一) 叙利亚战乱是何性质?

2011 年 3 月，在阿拉伯世界大规模民众抗议浪潮的影响下，叙利亚民众举

行游行抗议，要求变革。巴沙尔政权采取镇压和怀柔两手，原本可以平息事态，

但美国联手沙特、卡塔尔、土耳其等国插手叙事务，于当年 7 月挑起叙内战，旨

在推翻巴沙尔政权。叙危机虽包含民众不满现实，要求变革的因素，但实质不

是西方媒体和我国有些学者所认为的，是“民主”与“独裁”之争，“革命”与“反

革命”之战，而是赤裸裸的外来干涉，挑起内战，旨在更迭现政权。美国为维护

其霸权，利用阿拉伯世界大动荡，推行“新干涉主义”，要推翻不听命于美霸权的

政权，巴沙尔政权榜上有名; 推翻巴沙尔政权也旨在削弱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

新月联盟”。沙特等地区国家担心伊朗影响扩大，“什叶派新月联盟”壮大，威胁

它们的利益和安全。美西方与部分地区国家在推翻巴沙尔政权，进而削弱伊朗

上有着共同利益。在美西方和部分地区国家怂恿和支持下形形色色的宗教极

端势力、恐怖势力潜入叙开展“圣战”。据叙政府统计，反政府武装多达千支，来

自 80 多个国家，其中包括“伊斯兰国”。极端恐怖势力已成为叙反政府武装主

力，使叙危机具备了新的特质，内战已演变成一场反恐战争。
( 二) 巴沙尔政权能支撑多久?

奥巴马总统于 2011 年 8 月宣称: 巴沙尔已失去执政的合法性，必须下台。

此后，我国中东问题学者纷纷预测: 巴沙尔下台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然而近 4

年时间过去，巴沙尔仍在掌权执政。事实证明，我国许多学者的预测是不准确

的。为什么会有这种误判? 可能是“习惯思维”在起作用。在不少人心目中，美

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基本上是为所欲为，几乎没有想干而干不成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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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要伊拉克的萨达姆下台，萨达姆被绞死; 它要利比亚的卡扎菲下台，卡扎菲被

击毙。现在奥巴马公开宣称巴沙尔必须下台，等于判处了巴沙尔死刑，巴沙尔

在劫难逃。
2013 年，美西方制造了叙利亚“化武危机”，有学者断定，这次美国将对叙

利亚发动军事打击，巴沙尔大限将至。结果是美国接受俄罗斯提出的“化武换

和平”方案，化解了危机。知名学者钱文荣先生指出: 二战和冷战后，美国从来

就是想打就打，而且总能纠集一批帮手，并因此产生美国“全球必胜思想”，自认

为可以在世界上为所欲为。这次，奥巴马在叙利亚“化武危机”上被迫退却，表

明美国实力下降，今不如昔。美国霸权一呼百应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也许是

一去不复返了。①

2014 年 7 月 17 日巴沙尔总统任期届满，巴沙尔是否再次参选，争取连任，

引发热议。有学者认为，美国不可能容忍巴沙尔连任，如巴沙尔坚持参选，将成

为美国发动军事打击的口实。结果是巴沙尔高票当选连任，美国无可奈何。②

巴沙尔坚持下来了，原因何在? 可从巴沙尔仍拥有民意基础，政府军在战

场占有优势，而反对派群龙无首，且相互争斗等列出多项原因，但最重要的原因

是美国至今没有对叙利亚发动直接军事打击。
美国为何不对叙利亚发动军事打击? 美国因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拖累，

开始从霸权的巅峰向下坠落，2008 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重创美经济，美国内问

题增多，民众反战情绪上升，加上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美国力相对衰减，维

护全球霸权已感力不从心，常常顾此失彼。2011 年奥巴马提出“亚太再平衡战

略”，美全球战略重心转向亚太。为此，美调整其中东政策: 减少对中东的投入，

放缓推行“新干涉主义”，避乱求稳。美对中东事务的主导意愿和能力减弱。发

动对叙军事打击，对美来说既是分散精力，也力不从心，而且有悖其全球战略

部署。
除了上述根本性原因外，如下因素也使美难下决心对叙动武: 一是因俄罗

斯和中国的反对，美得不到联合国安理会对叙动武的授权; 二是巴沙尔得到伊

朗、伊拉克什叶派、黎巴嫩真主党的支持，轻率对叙动武后果严重; 三是极端恐

怖势力是叙反政府主力，让这股势力替代巴沙尔政权对美更加不利。
中国在联合国三次否决了西方及部分地区国家支持的涉叙提案，招来美西

方及其媒体的攻击，也一度引起海湾国家的不满。国内有学者认为因叙利亚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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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钱文荣:《奥巴马 2013 年对外政策评析》，载刘古昌主编:《国际问题研究报告 2013—2014》，北京: 世

界知识出版社，2014 年版。
《巴沙尔连任激发全球舆论战》，载《环球时报》，2014 年 6 月 6 日。



交恶美西方，得罪海湾国家，是得不偿失。
中国一贯坚持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反对以武力强行更迭他国政权，主张政

治解决各种分歧和争端。中国在叙危机上，追求的是保障叙人民的安全，维护

地区的和平和稳定，不谋求任何私利。中国坚持原则不动摇，体现了负责任大

国的风范，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检验。
经过我方耐心的解释工作，以及事态实际发展的影响，海湾国家逐步理解

了中国的原则立场，中国与海湾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未受到实质性的影响。
“政治解决叙危机是唯一正确的途径”的中国主张，成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共

识。中国和俄罗斯的否决票为避免叙危机扩大，酿成地区性战争，推动叙危机

走向政治解决，做出了贡献。

三、如何看待埃及的转型

对埃及的动乱和转型议论很多，如认为军方废黜穆尔西总统职务是“政

变”，是“民主进程的倒退”，“埃及革命返回到原点”; 塞西当选总统是靠政变上

台，不合法，又回到“没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政权”; 埃及法院否决穆尔西执政

时期法院对穆巴拉克的重判，改判穆巴拉克无罪，是“复辟”，是“历史倒车”，等

等。北京一家报纸 2014 年 12 月 1 日发表一篇“社评”是上述观点的集中

表现。①

2011 年 2 月 11 日，在民众抗议浪潮的压力下，穆巴拉克宣布辞职，将权力

移交军方。2012 年 6 月 30 日穆兄会背景的穆尔西当选总统，上台执政。执政

一年，穆尔西既不能稳定政局，又不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却大权独揽，四面树

敌，迅速失去民心。一年中反对穆尔西政权的抗议游行不断。在穆尔西执政一

周年前夕，3000 多万人游行示威，要求穆尔西下台，规模超过 2011 年反穆巴拉

克的声势。与穆巴拉克迫于压力，提出辞职不同，穆尔西拒绝民众的要求，坚持

执政不妥协。7 月 3 日，国防部长塞西为避免动荡失控，顺应民心，解除穆尔西

的总统职务，由最高法院院长代行总统职责，并成立过渡政府。② 埃及民众拥护

军方的举措，称之为“第二次革命”。穆兄会不甘心失败，组织游行抗议，反对

“军事政变”，要求恢复穆尔西的总统职务，与军警发生冲突，酿成流血惨剧，最

终被军方平息。西方媒体谴责埃及政变，认为“民主进程倒退”，“革命回到原

点”。我国有些学者的观点与西方媒体的论调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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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埃及雷人“复辟”简直是小说家写的》，载《环球时报》，2014 年 12 月 1 日。
《穆尔西被埃及军方赶下台》，载《北京日报》，2013 年 7 月 5 日。



其实，埃及民众关心的首先是“民生”，其次才是“民主”。客观现实让民众

认识到，街头政治带来的是动乱、社会撕裂，既不能解决“民生”问题，也无法实

现真正的“民主”，民心思定。军队废黜穆兄会背景的总统，反映了世俗势力与

宗教势力对执政权的争夺，而军方与世俗势力联手挫败穆兄会势力符合多数民

众的愿望。穆兄会一度上台执政，并不意味“民主进步”; 军方废黜穆尔西也就

谈不上什么“民主的倒退”。在埃及这类发展中国家，保持稳定，才有可能发展

经济，改善民生。而要保持稳定，必须由强人组成的有权威的政府。在埃及，塞

西是不二人选。
塞西辞去军职，通过选举当选总统，与穆尔西一样是“民选总统”，而且得票

明显多于穆尔西。至于塞西政府是否会成为没有穆巴拉克的穆巴拉克政权，不

取决塞西也是军人出身，而要看他执行什么政策。如果他能吸取穆巴拉克失败

的教训，开创埃及复兴的新路，就会得到民众的拥戴，否则难免重蹈穆巴拉克的

覆辙。
穆尔西当政时期，法院对穆巴拉克重判; 塞西上台后，法院改判穆巴拉克无

罪，两次判决在埃及国内都有支持者和反对者。其实这都不是真正意义的“法

律判决”，而是“政治判决”，是世俗势力与宗教势力博弈的表现。重判并不代表

“革命”，改判也谈不上是“复辟”。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并不罕见。而且，这

属于主权国家的内政。外国人无权评头品足。中国与埃及是传统友好国家，中

国媒体人更无须对此感到“透心凉”。
中国和中国人民尊重各国人民的选择，不干涉他国内政。穆尔西作为埃及

总统曾正式访华，受到隆重接待。塞西总统应习近平主席的邀请于 2014 年 12
月 22 日访华，以促进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是中埃友好合作关系中的

一件大事。在访问中，中、埃确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尤其引人注目。① 北

京那份报纸在塞西总统访华前夕就埃及法院改判穆巴拉克无罪发表“社评”，批

评埃及搞“复辟”，“历史倒退”，既不实事求是，也不符合我国政府的立场和政

策，是对中、埃友好关系的干扰，很不礼貌，很不恰当。
顺便提一下，该“社评”说，塞西是穆巴拉克时代的国防部长。此说不准确。

穆巴拉克时代的国防部长是坦塔维元帅。穆尔西上台后，为了控制军队，解除

了坦塔维的职务，任命塞西为国防部长。看来，“社评”的执笔人对埃及情况了

解有限，又不愿查询核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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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埃及总统塞西首次访华》，载《环球时报》，2014 年 12 月 23 日。



四、如何评估“伊斯兰国”的力量、影响和前途

2011 年“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武装潜入叙利亚，进行反巴沙尔政权的“圣

战”，在美国及部分地区国家的支持和援助下，利用叙利亚乱局，力量迅速壮大，

占据广大地盘，成为反叙政府武装的主力。2014 年初，这股势力杀回伊拉克，先

占距巴格达 69 公里的费卢杰，6 月又占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以及周边广

大地区，震惊世界。这股势力于 6 月 29 日宣布成立“伊斯兰国”，当前的“国土”

范围界定为从叙利亚的阿颇勒省到伊拉克的迪亚拉省，计划 5 年内占领整个中

东地区以及非洲、欧洲、亚洲部分地区直到中国的西部边陲。该势力头目巴格

达迪自命为“伊斯兰国”哈里发，要求全世界穆斯林对他效忠。

如何评估这股极端势力的力量、影响和前途，再次出现不同的看法。有学

者认为，“伊斯兰国”的崛起标志着中东进入新的“大乱局”，导致中东政治秩序

崩溃，政治版图解体。① 叙利亚已经没有了，伊拉克可能也没有了，伊叙边界事

实上被“伊斯兰国”抹掉; 一个库尔德国家更是呼之欲出; 黎巴嫩和约旦岌岌可

危; 利比亚和也门正在解体。中东形势是一个崩溃的局面: 国家解体、边界失

控、秩序坍塌。“崩溃”是 2014 年中东局势的关键词。
那么中东的前途又将如何呢? 这位学者认为:“地区秩序崩溃，新秩序怎么

建立，建立什么样的新秩序，现在美国人还不知道，当然欧洲人和俄罗斯人也不

知道，我们就更不知道了。”

写到这里，笔者不禁想起，2013 年底，这位学者在评论推翻穆兄会政府后的

埃及局势时曾断言: 埃及已“病入膏肓”，将会是一场流血暴乱接一场暴乱地乱

下去。然而，该学者在 2014 年断言中东“崩溃”时，所列举的已经解体和正在解

体的国家名单中，没有埃及。看来，他也看到，被他诊断为“病入膏肓”的埃及并

未“寿终正寝”，而是正在克服困难，开启由乱到治的进程。

当然，也有人不同意上述学者的观点，认为首先不应过分夸大“伊斯兰国”
的力量和影响。其理由是:

( 一) “伊斯兰国”的崛起是美国及部分地区国家扶植的结果。美国发动

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使得伊朗坐大。美国及沙特等海湾国家认为伊朗、伊
拉克什叶派势力、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和黎巴嫩真主党结成什叶派“新月联盟”，

并感到不安。海湾国家支持伊拉克逊尼派势力以牵制伊拉克什叶派势力发展。
“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是伊拉克逊尼派势力中的一部分。美国伙同海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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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陈婧:《“伊斯兰国”作乱标志中东进入新一轮大乱局》，载《中国青年报》，2014 年 9 月 23 日。



挑起叙利亚内战，旨在推翻巴沙尔政权，进而削弱“新月联盟”，牵制伊朗。因

此，“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反对巴沙尔政府，符合美国及部分地区国家的利益并

得到它们的支持。只是，这股极端势力现在壮大了，矛头同时指向美国等西方

国家以及曾支援它的地区国家。美等国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 二) 这股极端势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攻城略地，给两国乱上添乱; 其影响

外溢到邻国，加剧地区局势紧张; 这股势力还煽动欧洲国家的极端势力潜入叙

利亚参加“圣战”，然后返回欧洲制造恐怖事件，威胁这些国家的社会安定; 利比

亚、也门和埃及等国内的极端势力，有的选择效忠“伊斯兰国”并加强恐怖暴力

活动。国际社会对这股极端势力切不可掉以轻心。同时也应看到，“伊斯兰国”

主张极端，迷信暴力，否定现代国家体制，企图复古回归早已过时的哈里发体

制; 手段残忍，滥杀无辜，屠杀战俘，斩首西方记者，对异教徒和什叶派穆斯林，

或强迫改变信仰，或予以处死，漠视基本人权，挑战文明底线; 狂妄自大，四处树

敌，既反美、反西方、反以色列，扬言要血洗美、欧，又反对阿拉伯现行政体，不论

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已成为文明社会的毒瘤，各国人民的公敌，注定要以失败

而告终。尽管这股势力占据了伊拉克和叙利亚近三分之一的国土并宣布成立

“伊斯兰国”，对地区政治秩序和地缘格局形成冲击，但不可能导致地区秩序和

格局的崩溃，也改变不了地区政治版图。对其能量不应过分夸大。
( 三) 美国于 2014 年 8 月 7 日宣布对“伊斯兰国”武装发动空袭，并组建国

际反恐联盟。① 中东和其他地区近 60 个国家加入联盟。但美国坚持不派地面

部队参战。空袭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恐怖势力，阻缓了“伊斯兰国”的攻势，但

无法予以致命的打击。地面战斗主要靠伊拉克和叙利亚政府军以及库尔德人

武装。伊拉克政府军和库尔德人武装战斗力不强，起初一触即溃，丢弃大片国

土。经美西方提供武器和训练，力量有所加强，开始发动反攻，但要收复失地，

挫败“伊斯兰国”尚力不从心。伊朗和叙利亚政府愿意参与共同打击极端势力，

但美国出于政治考量，拒绝与它们联手。美国计划培训叙利亚“温和反对派”武

装，对抗“伊斯兰国”势力，这更非短期可以奏效。地区大国，如沙特、土耳其等

各有自己的盘算，在打击极端势力方面，没有真正出力。因此，打击“伊斯兰国”

声势不小，实效不大，可能是项长期任务。美军方估计需 3 年时间。

最近，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出现新的动向，值得关注。

一是 2015 年 2 月，埃及科普特人在利比亚被效忠于“伊斯兰国”的极端势

力屠杀后，埃及不仅应利比亚世俗政府的要求，派飞机空袭了利比亚的极端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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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包尔文、闫亮:《美军空袭伊拉克极端武装》，载《北京日报》，2014 年 8 月 9 日。



力，还呼吁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利比亚极端势力发动军事打击，并倡议阿盟组

建反恐部队打击极端势力。①

二是伊拉克政府军伙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和逊尼派民兵共三万人，在伊朗

革命卫队将军的指挥下，于 2015 年 3 月份，向“伊斯兰国”武装占领的提克里特

市发起进攻，并取得明显进展，3 月 31 日，伊政府宣布收复提克里特。但“伊斯

兰国”武装疯狂反扑，于 5 月 17 日占领了伊拉克西部安巴尔省首府拉马迪市，

美国承认这是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过程中的一次挫败。5 月 21 日，“伊斯兰

国”武装又攻占了叙利亚古城帕尔米拉，帕尔米拉及其周边沙漠与伊拉克的安

巴尔省连成一体，使“伊斯兰国”具有了地理上的连贯性。“伊斯兰国”的卷土

重来表明，肃清其武装的斗争依然遥遥无期。
三是 2015 年 5 月 22 日，沙特东部卡提夫地区一座什叶派清真寺遭自杀性

爆炸袭击，造成 21 人死亡，“伊斯兰国”声称对这一袭击负责。5 月 29 日，沙特

东北部城市达曼的一座什叶派清真寺又遭到汽车炸弹袭击，造成 4 人死亡，“伊

斯兰国”再次认领了这次袭击。“伊斯兰国”的恐怖袭击已渗透到沙特境内。
可以预见，随着极端势力暴行的增多，国际社会打击这股势力的力度也会

加强。
( 四) 打击“伊斯兰国”之类的极端武装势力，军事手段必不可少，但单凭

军事打击，也无法奏效。还必须切断它们的兵源、财源和武器供应。极端势力

都打着捍卫伊斯兰教的旗号，行违反伊斯兰教义的暴行，应将恐暴势力与伊斯

兰教区分开来，并揭露它们反宗教，反社会的真面目。极端势力在伊拉克、叙利

亚、利比亚最为活跃，是利用了这些国家的动乱和战乱。这些动乱和战乱无一

例外都是美国及部分地区国家的“杰作”。平息动乱和战乱，改善民生，使得平

民百姓安居乐业，才能根除恐暴势力滋生的土壤。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打击恐

暴势力要标本兼治。而作为始作俑者的美国，应该改变其谋求霸权私利的中东

政策，以及在反恐暴问题上的双重标准。
其次，应准确地认识中东地区局势的主流和走向。
自二战结束至今，中东地区动乱此起彼伏，从未消停，但在多数时间，动乱

发生在局部地区，烈度可控，多数国家保持相对稳定和正常发展。这是常态。
2011 年阿拉伯世界大动荡以及美国趁机推行的“新干涉主义”，打破了这种常

态: 群体性抗议浪潮几乎席卷所有阿拉伯国家，四国政权更迭，两场战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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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埃袭利境内 IS 或开辟中东反恐“新战场”》，载《解放日报》，2015 年2 月 18 日;《塞西访沙特商建联

合反恐部队》，载《参考消息》，2015 年 3 月 2 日;《埃及呼吁联合国授权打击极端武装“伊斯兰国”》，

人民网 2015 年 2 月 19 日。



中东地区出现超出常态的大动乱。

群体性抗议浪潮止步于叙利亚; 多数阿拉伯国家的抗议浪潮逐步平息。民

众经过切身体验，认识了动乱的危害以及和平、稳定、安全的可贵，思稳求安。
2014 年，埃及和突尼斯通过大选，世俗势力占据上风，出现由乱转治的前景。尤

其是埃及，作为地区大国，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它的转型在地区具有风向标的作

用，意义重大。与此同时，美国全球战略东移，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减少对

中东的投入，调整其中东政策，放缓推行“新干涉主义”，避乱求稳。

美迄今未对叙利亚发动直接军事打击。叙利亚巴沙尔高票连任总统，进一

步站稳脚跟。巴沙尔政权尽管面临“伊斯兰国”的挑战，至少在一段时期内，不

存在被推翻的危险。叙利亚仍然存在，并未消失。

也门胡塞武装 2015 年 1 月攻占总统府，软禁总统哈迪，2 月 6 日宣布夺取

政权，3 月 24 日，胡塞武装大举进攻也门南部忠于哈迪的政府军和部落武装。3

月 26 日起，沙特为首的联军开始对也门境内胡塞武装控制的目标发动空袭。

持续的武装冲突已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美国发动的战争打破了伊拉克内部力量的平衡，出现了什叶派、逊尼派和

库尔德人三大势力的博弈，伊拉克一直面临分裂的危险，但始终没有公开分裂。
“伊斯兰国”的崛起对三股势力均构成威胁，从当下情况看，不仅未加快分裂的

步伐，反而促使三方间的协调。伊拉克也未消失。

库尔德人在对抗“伊斯兰国”的战斗中得到美西方的支持，武装力量有所壮

大，势必助长本来就存在的独立倾向。但库尔德人分别存在于土耳其、伊朗、叙
利亚、伊拉克四国，库尔德人独立建国涉及四国利益和安全，也关乎地区地缘格

局，甚至世界大国利益，恐怕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认为“一个库尔德国家

呼之欲出”似乎有些武断。

也门已陷入战事，利比亚仍处于无政府乱局，两国是面临分裂，甚至“解

体”，还是和解，逐步恢复统一，还有待观察。断言这两个国家“正在解体”，根据

不足。回想一下，黎巴嫩于 1975 ～ 1990 年打了 25 年内战，最后各派还是握手言

和，尽管各派间一直矛盾重重，仍维持同一国家。非洲的索马里也是这样。

地区历史告诫我们，对地区国家命运，不要轻率地判处死刑，诸如“病入膏

肓”、“已经没有了”、“正在解体”、“崩溃”等极端词汇，虽能吸引“眼球”，制造轰

动效应，但并不符合实情，使用时要慎之又慎，最好不用。

当前中东局势是乱中有治，治中还乱。阿拉伯世界大动乱以及美国的“新

干涉主义”造成的超常态的动乱已经过去。留下的严重的创伤有的走向康复，

有的还在溃烂。中东地区不可能完全稳定下来，但有望恢复到大动荡前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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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 部分地区动乱，但烈度可控，多数国家保持稳定并正常发展。用“崩溃”二

字描述 2014 年中东局势并不恰当。

五、结 语

在观察中东局势时，如何避免严重失误?

一是不要盲目接受西方媒体的论断。西方媒体从自身的价值观和自己国

家的利益出发观察分析问题并作出判断。它们的价值观不同于我们的价值观，

它们国家的利益也有异于我国的利益。西方媒体的观点，我们可以参考，但不

能盲从。然而，当下西方媒体一有新观点出现，国内立即有人跟进，并大力传

播，实在令人遗憾。
二是要运用辩证观点来观察分析问题。好事可能包含着坏的成分，坏事可

能包含着好的因素; 避免片面，不走极端; 踏踏实实作学问，有根有据作分析，不

追求轰动效应，耸人听闻。常言说，真理夸大了即成为谬误。
三是中东地区矛盾错综复杂，影响地区局势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一个因素

十分重要，那就是民众的根本利益、民众的真实诉求，也就是民心所向。这看似

抽象，实际上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不

是标语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真理。在分析中东局势时，对这一点要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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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oiding Misjudgment on Analyzing on
the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 Hui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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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should avoid serious misunderstanding and misjudgment when doing
the Middle East research． For instance: how to define the wave of mass protests in
the Arab world，how to observe the Syria situation，how to regard the transforma-
tion in Egypt and how to evaluate the power，influence and future of“IS”，so as
not to interfere the government decisions and mislead the 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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