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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把钥匙解中东

———兼评《中东政治与社会》

　　[内容提要 ] 　自二战以来 ,中东地区以其无可替代的地缘价值和石油资

源 ,成为国际政治角力场 ,悠久而复杂的历史际遇与独有的宗教、民族、教派和

部落以及资源禀赋 ,为其披上层层神秘的面纱。王联博士的新作《中东政治与

社会》便以最简洁的数字条理介绍了中东地区的最本质的特征。本文介绍此书

的基本架构和特色 ,并着力推介其提炼的当代中东研究的五个核心概念 ,以期

进一步探求这一研究的路径。

[关键词 ] 　中东 　穆斯林与阿拉伯 　冲突与革命 　石油

中图分类号 :D81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 - 1369(2010) 1 - 0098 - 07

　　中东地区历史悠久 ,是世界文明诞生地之一 ,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重要

的战略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油气资源 ,成为大国争霸的角斗场。冷战结束后和

海湾战争以来 ,中东地区多战局势更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之一 ,更加强了人们

了解中东的欲望。上海外国语大学朱威烈教授指出 :“要想自由出入迷宫般的

中东局势 ,掌握三把钥匙至关重要 ,那就是沙漠文化、伊斯兰教和石油资

　　收稿日期 :2009111110

　　作者简介 :余泳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 ,200083。

—89—



源。”①为欲从事中东研究的人们指出了一种路径。2009 年 3 月 ,北京大学王

联博士的最新专著《中东政治与社会》则提炼出当代中东研究的五个核心概

念。本文试就该书及这些概念做些介绍和梳理 ,以进一步探求这一区域研究

路径。

全 书 概 览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国家战略重心的转移以及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 ,中

东研究逐渐成为中国一门显学 ,原创性专著和论文数增多。北京大学最新推

出的《中东政治与社会》一书就是其中一本兼具研究专著和教材特征并提供了

较为丰富的资料专著。全书共 60 万字 ,包括朱威烈教授所作的序、正文 7 章

30 节和作者后记 ;推荐阅读的中外书籍共 15 部、文章 28 篇、思考题 35 个 ;附

录表格 50 个、图片Π地图 19 幅。

开篇讨论的是相关研究所用到的概念理解问题。如“中东”一词 ,作为欧

洲人的一种地理、文化和政治概念是一种解释 (指地中海东部与南部区域的大

片地区) 。但从历史由来分析 ,则可能最早起源于英国印度事务部 19 世纪 50

年代的描述 (波斯及其附属中亚领土和波斯湾地区) ,至 1902 年美国海军战略

理论家 A1T1 马汉的首次公开使用和英国考古学家 D1G1 霍格斯的称谓 ,范围

已逐步扩大 (在近东基础上的波斯湾地区或从巴尔干一直到今天的巴基斯

坦) ,再到二战期间又“西扩”融进了直至大西洋西岸的北非地区 ;而对中东内

涵的认知也有分歧 ,是 17Π18 国 (阿拉伯半岛和海湾地区为主) 、24 国 (包括北

非 6 国和阿富汗) 还是 32 国 (再加进中亚 5 国、高加索地区 2 国以及巴基斯

坦) ? 政治语境和氛围的不同导致这些差异 ,但某种程度上内涵的模糊使之可

以在不断变化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中使用 ,故作者阐明该书采用了广义上的“中

东”概念 (24 国) 。

在梳理和明确了“中东”概念之后 ,作者从战略高度逻辑性地谈到对东方

和中东问题的讨论。但如同它们的历史成因一样 ,这些问题在当代更是纷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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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埃及已故总统纳赛尔曾说过“美国记者到这一地区呆上两三天就可以

写文章 ,呆上两个月就可以写书 ,但呆上六个月就了解他对这一地区一无所

知。”①在摒除完全复原历史真实与只关注眼下热点问题两种极端后 ,作者采

用以点带面 ,将历史背景、当代社会和世界环境有机地结合 ,从宏观和总体上

来把握中东政治和社会 ,得出以下五个核心概念 ,将其作为当代中东研究的主

要对象 :“这些核心概念主要有五个 ,即穆斯林、阿拉伯、冲突、革命和石油 ,它

们的英文表述的第一个字母合起来就是英文单词 MACRO ,恰恰是宏观的意

思。”②

中东的穆斯林与阿拉伯

民族、宗教、边界等矛盾是导致世界矛盾纠葛、甚至战争等现象的基本动

因。原教旨主义、圣战、恐怖活动与反恐、“文明冲突”等这些耳熟能详的词汇 ,

无论它们的本义与内涵如何 ,都离不开中东地区和伊斯兰教。

就民族而言 ,中东有六大人口过千万的民族 ,也有犹太民族集聚的国家。

以宗教而论 ,世界三大宗教均发源于此 ,都奉耶路撒冷为其圣城 ;巴以、黎以、

伊 (拉克)科、两伊、叙伊 (朗)等均存在边界争端与异议。此外 ,这一地区同一

宗教内还存在明显的不同教派斗争 ,同一民族分属不同国家但又有独立建国

的要求 ,同一民族内部的矛盾也不时爆发 ,很多地方部落势力与原著居民左右

着社会政治的发展 ,等等。作者因此总结道 ,在中东地区 ,民族问题与宗教问

题纠缠在一起 ,导致政治宗教化、宗教政治化 ;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纠缠在一

起 ,导致国内民族问题国际化、国际民族问题国内化、民族问题世界化。③以国

家计 ,除以色列、塞浦路斯外 ,中东地区均为伊斯兰国家 ,再进一步划开土耳

其、伊朗和阿富汗 ,其余 19 国为阿拉伯国家。因此 ,了解中东务必先从伊斯兰

教的信徒 ———穆斯林和占那里大部的民族 ———阿拉伯 ,才不至于舍本逐末 ,陷

入愈了解愈不解的悖论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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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发端于阿拉伯半岛 ,随后分化为逊尼派和什叶派。在当代亚、

非、欧 ,共有 53 个伊斯兰国家 ,其中有影响的大国除印尼外均属中东国家。当

今世界上什叶派主导的国家伊朗、伊拉克也在此间。中东问题的核心是巴勒

斯坦问题 ,事即巴以双方因领土、难民、首都Π圣城、水源等矛盾而产生的冲突 ,

并造成阿拉伯国家Π阿盟与以的整体对抗 ;强大的院外犹太集团势力让美国执

行了饱受诟病的中东双重标准政策 ,并与传统的欧洲盟友产生罅隙 ,还衍生出

黎以、叙以等问题。从中不难看出 ,这一问题除产生国家间冲突最基本的领土

因素外 ,宗教和民族矛盾纠葛难以厘清。再看地区和国际热点中的伊朗核问

题、伊拉克与阿富汗重建问题、巴基斯坦反恐、苏丹达尔富尔问题等 ,这些源于

中东地区的热点不仅占据了大部分国际政治热点问题 ,而且它们都是由于这

一地区特有的宗教、民族架构久拖不决。此外 ,中东还有与特定国家相联系的

棘手难题 ,如摩洛哥 ———西撒哈拉问题、伊朗 ———什叶派新月地带问题、土耳

其 ———库尔德问题、阿富汗 ———“基地”组织与塔利班蔓延、塞浦路斯 ———希塞

问题等。

以上内容作者将其安排为该书的第二、三章。当然实际含量则大得多 ,各

自名为“民族和国家”、“宗教与社会”,说明作者研究视野开阔 ,在此领域积累

日深 ,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和思考。如他用“宗教上的少数派”一节 ,归集了中

东地区“伊拉克的什叶派”、“沙特的少数派”、“黎巴嫩的德鲁兹派”、“埃及的科

普特正教”、“伊朗的非什叶派”等现象 ,为人们认知有关国家内部宗教与社会

提供了很好的视角。

冲突、革命与大中东

矛盾和争执带来了无尽的冲突 ,“短暂的和平给人们带来的喜悦还没退

去 ,新的战争和冲突又已经开始 ,这几乎成了中东各国和人民摆脱不了的梦

魇。”①中东地区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总是与战争相关的报道和残忍的画面。首

先 ,随着奥斯曼帝国大厦的崩塌和一战后殖民新体系的形成 ,中东地区在炮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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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诞生了现代国家 ,但它们都有显著的殖民争夺烙印 ———利益分割与分而治

之。及至二战期间 ,美苏逐渐将原中东殖民统治者欧洲人排挤出去 ,而在冷战

期间 ,“他们对中东政治的介入之深、影响之大 ,完全不是此前的殖民统治者所

能比的”。处于大国利益纠葛与内部错综复杂矛盾常态下的中东地区 ,仅二战

后国家间的战争就有 8 次 ,另外还有阿拉伯国家内部的和以以色列为一方的

数次规模不等的战争。

有着悠久历史与辉煌传统的民族与人民 ,总不会长期漠视其内部体制的

腐朽与没落 ,以及外部的强力入侵与制约 ,多重任务不时挫在他们面前 ,从而

在某种程度上选择变革也成为中东的常态之一。1923 年凯末尔领导的土耳

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开启了中东世俗化富民强国的发展模式。1979 年霍梅

尼领导的伊朗伊斯兰革命 ,则标志着伊斯兰复兴运动成功。这两起革命事件

极大地改变了中东的发展进程和国际关系。此外 ,还有众多的革命和兴变之

举在中东上演。1952 年纳赛尔领导的埃及“七·二三”革命推翻其封建王朝 ,

废除君主制 ,建立共和国 ;1959 年布尔吉巴在突尼斯首次普选中当选总统 ;

1958 —1969 年 ,伊拉克、(北)也门和利比亚的“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 ,也成

立了共和国。近者则是外国占领当局主导下阿富汗和伊拉克政局的逆转。

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 ,在军事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但也

同时给这一地区新添了无尽的新矛盾和冲突爆发的可能 ,使得它们的政治和

社会状况不得不整体上接受了某种变化 ,尤其是 2004 年美国提出在整个大中

东地区 ,包括 22 个阿拉伯Π伊斯兰国家以及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 ,

推行西方式的民主 ,实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的全面变革 ,即所谓“大

中东民主计划”。尽管这一计划和政策饱受诘难 ,而且也不被当前奥巴马政府

所看好 ,但客观上还是加剧了阿拉伯国家间发展模式的分化 ,并对相关国家的

长远发展产生了影响 ,这在书中第四章“政府与政治”、第五章“战争与和平”中

有较详尽的阐述。

中东与石油的福祸相倚

中东地区 ,大部分是高原 ,平原面积狭小 ,阿拉伯半岛几乎为沙漠所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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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地形和环境条件 ,使得各国经济发展各具特色 ,但“主要受到两个因素

的制约 :原油价格以及地区冲突”①。1973 年和 1979 年中东石油禁运而引发

的世界经济危机 ,让政治家之外的普通民众也知晓了中东之于自己日常生活

的息息相关。2003 年伊拉克战争后 ,美国并没有找到开战前所持两个理由的

任何证据 ,让人们见识了“石油 ,10 %是经济 ,90 %是政治”这种判断的正确性 ,

一如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说 :“令我感到悲哀的是 ,发动伊拉

克战争主要是为了石油。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但政府在政治上又不便承

认。”②故了解中东最后的一把钥匙就是石油。

2009 年 1 月 ,中东地区石油剩余探明储量为10 219 143184万吨 ,天然气估

计探明储量为733 878138亿立方米 ,分别占世界总量的 55160 %和 41144 %。一

位地缘政治学家的话基本能概括世界之于中东的关系 :“尽管过去 100 年来中

东一直是世界的重要地区 ,但人们所看重的始终是这里的石油资源。”③这些

资源较集中地储藏在西亚海湾地区。1901 年 ,在今天的伊朗发现了石油 ,1909

年成立了英波 (斯) 石油公司。20 世纪 30 年代在波斯湾沿岸发现了石油 ,沙

特于 1933 年授权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勘探权 ,至 1946 年开始大规模开采。1958

年在阿布扎比、迪拜等地先后发现石油 ,阿联酋等国也开始大规模开采并出

口。海湾地区国家因此换取了巨额财富 ,甚至使寸草不生的荒滩变成草木扶

疏的绿洲。④

但与 18 世纪的煤炭一样 ,供应和需求的相互机制在石油经济也生了

根。⑤随着在世界范围内对石油需求的增长 ,市场上的石油不可避免地引发了

问题 ———石油生意并不仅仅是一种生意 ,甚至不能完全按照供求关系的规律

来做 ,其价值超出了经济学的范畴。石油是一种政治商品 ,不仅要受到供求经

济规律的影响 ,还受着国家战略大计和工作日程的影响 ,如其国内供应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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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 ,就要开通主要是中东石油供应的途径 ,亦即国家的安全将与维持获得外

国石油的能力维系起来 ,石油就成了地缘政治的绝对核心。西方国家和日本

等就要千方百计地加强或争夺对中东等地产油国的控制 ,因此石油不仅与外

交结下不解之缘 ,也无可避免地选择了与战争联姻。中东尤其是海湾地区的

穆斯林们既感谢真主赐予了他们荒漠下的黑金 ,但也饱受石油战争给他们带

来的痛苦。作者把“石油”在本书第六章“经济与发展”中对石油经济及其国际

政治又做了深刻的论述 ,视野更为宏观。

结 　　语

第七章的“中国与中东”是该书的结尾。但作者并没有简单地抄录一般性

的政府政策宣示 ,而是极其精炼地梳理了中国与中东交往关系 ,指出中国在当

前中东也是国际热点问题上所作出的努力 ,并且不落窠臼地审视了双边关系

中的伊斯兰因素 ,最后还以较大篇幅论述了中东地区与中国新疆地区和经贸

能源合作问题。这在目前中国国家核心利益受到相关冲击和国际金融危机的

大背景下 ,彰显了强烈的现实意义 ,学理性思维在国际体系急剧转型下的中国

与中东关系研究中熠熠生辉。

中国主张构建和谐、公正的国际关系 ,胡锦涛主席提出了“促进中东和平 ,

建设和谐世界”的明确诉求 ,了解和研究中东是践行外交工作“使我国在政治

上更有影响力、经济上更有竞争力、形象上更有亲和力、道义上更有感召力”①

的重要途径之一。全面而系统地以单本著作穷尽中东的方方面面尽管值得商

榷 ,但书中提出中东研究的五个核心概念 ,无疑是开启拥有古老而神秘历史和

时下纷争丛生的中东的五把钥匙。

(责任编辑 :张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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