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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透视

伊 拉 克 战 后 重 建 中

的 政 党 政 治 发 展

汪 波

内容提要 伊拉克战后重建中的政党政治发展, 主要体现为伊拉克不同种族和宗派政治

势力的扩大与冲突。为适应战后所谓  民主化政治重建! 的需要, 各种族和宗派势力都积

极建立政党, 通过参与选举来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但面对战后现实的政治环境, 各政党须

靠建立民兵武装维护和扩大势力范围。同时, 政党还通过提供就业机会和其他物质利益吸引

支持者。这种集政治、军事和经济为一体的政党政治发展, 会进一步加深伊拉克种族和宗派势

力之间的分化, 削弱国家的中央权力, 对伊拉克未来的国家建立和政治发展造成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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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拉克战后的国内政治重建中, 政党政治发展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伊拉克战争结束后, 面

对缺乏建构民主政府所必须的政治妥协和政治联合的现实, 国内各种族和宗教派别只能在美英联军临

时权力机构提供的有限政治自由基础上, 通过发展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党政治来维护和扩大自己的利

益, 并为其所属的民众参与地方政治和发表政治主张提供一条基本的途径。由于伊拉克政党代表的种

族和宗教派别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与冲突, 政党发展的过程往往和政党武装的发展密切相关。不仅如

此, 各政党为了扩大和稳固自己的势力, 还要利用和联军临时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 以及自己掌握的

地方经济资源, 为其成员提供具体的物质利益。结果, 伊拉克战后政党政治发展的最大特点, 就是集

政治、军事和经济行为体于一身, 来维护和扩大不同种族和宗派的根本利益。

伊 拉 克 政 党 政 治 的 种 族 和 宗 派 特 色

在伊拉克战后的政治背景下, 伊拉克政党政治发展的基本特点, 主要体现为一场种族和宗派政治

势力代理人之间的零和游戏。伊拉克国内长期存在的种族和宗教派别矛盾, 随着代表不同种族和宗派

利益的政党政治发展, 进一步呈现严重的分裂倾向。在这种趋势的影响下,  伊拉克未来的政治发展

中, 国家政治权力将会更大程度地被代表不同种族和宗派的政治势力所控制。同时, 这些政治势力又

会极力摆脱国家中央权力的约束, 并要求其成员对这些政治势力所属的宗派和种族保持忠诚 !∀。这

种情况意味着伊拉克的政党政治发展, 可能使种族主义和宗派势力进一步分化。事实表明, 伊拉克战

后举行的各种全国和地方选举中, 党派之争主要取决于它所代表的种族和宗派的人口数量, 而无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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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为一种理性的政治程序。选举中的获胜者则根据所代表种族或宗派的最大利益来行使权力, 而不可

能为了全国利益而放弃派别的利益。这种政治过程造成的多数人专制, 将使伊拉克长期以来的种族和

宗派冲突难以消除。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 伊拉克政党政治发展的基础主要是库尔德人、穆斯林什叶派和逊尼派。在伊

拉克北方的库尔德人地区, 居主导地位的是库尔德民主党和库尔德爱国联盟。作为民族主义的政党,

他们有时也会发表一些代表整个伊拉克国家的政治理想宣言。但是, 他们的政治利益和政治目标显然

与伊拉克的阿拉伯人完全不同。他们的最高政治利益和目标, 则是致力于维护库尔德人地区更大程度

的自治, 等等。在穆斯林什叶派占主导地位的伊拉克南部和西部地区, 什叶派政治家们为了反抗萨达

姆政权时代的逊尼派统治, 很早就建立过一些什叶派伊斯兰政党。其中, 主要有伊斯兰达瓦党 ( al-

Da# wa)和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 ( Supreme Counc il fo r the Islam ic R evo lution in Iraq)。另外,

还有什叶派教士萨德尔 (M uqtada a l- Sadr) 在萨达姆统治时期秘密建立的  萨德尔二世运动 ! ( Sadr

IIM ovem ent)。伊拉克战争以前, 这些政党的目标主要是推翻萨达姆政权, 因而都受到了镇压, 这些

政党的领导者也大多流亡海外。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 这些政党开始重新恢复。他们的政治目标主要

是希望通过什叶派在人数上的优势, 以民主选举方式控制伊拉克的国家政治权力。相比之下, 逊尼派

阿拉伯人在伊拉克战争后, 几乎完全失去了他们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英国委任托管时期、伊拉克保皇

党时期, 以及 1963年以后的伊拉克民族主义时期一直保持的统治地位, 因而对伊拉克战后的政治新

秩序极为不满。但为了维护他们仅有的利益, 逊尼派一些政治家在战后政治重建中, 也开始开展政党

政治活动。目前, 逊尼派主要政党是称为  伊拉克和谐阵线 ! 的逊尼派政党联盟。 2005年 12月, 该

联盟在大选中赢得 44个席位后, 伊拉克和谐阵线领导人杜莱米 ( Adnan al- Dula im i) 表示, 逊尼派

愿和以前受它压制的什叶派共同组成政府。这种情况表明, 逊尼派已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伊拉克战后政

治局势的现实, 开始通过政党政治来重新建立萨达姆政权垮台后失去的政治势力。但这并不意味着逊

尼派已经消除和什叶派之间的矛盾。实际上, 战后重建以来, 两派激进势力之间的武装冲突愈演

愈烈。

正是由于伊拉克政党政治所依赖的种族和宗派基础, 由伊拉克政党政治发展带来了一种不断分裂

化的倾向。导致此结果的根本原因, 主要是伊拉克种族和宗派之间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难以调和的利益

冲突。其中包括伊拉克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伊拉克什叶派阿拉伯人和逊尼派阿拉伯人之

间的冲突, 另有逊尼派阿拉伯人统治伊拉克多年来和其他民族, 以及宗派之间的怨恨。因此, 那些论

述政党特性的传统政治学观点在分析伊拉克当前政党政治时, 往往很难解释伊拉克的政党特性与民众

对政党忠诚之间的联系。根据伊拉克社会的历史,  民众在过去的年代中对宗派领导人表现出政治忠

诚是一种非常少见的现象, 因为宗教派别在伊拉克社会生活中几乎从未起过政治代理人的作用 !∀。

如今, 伊拉克政党政治的重要意义在于, 政党已开始充当各个种族和宗派利益的政治代理人, 并要求

民众把原来对种族和宗派的热情与信念转变成对种族和宗派政党的政治忠诚。2003年 4月伊拉克战

争结束以来, 伊拉克政党政治发展的背景中始终缺乏国家统一的中央政治权力和影响。因此, 伊拉克

政党政治的发展, 只能作为不同种族和宗派追求政治权力的途径与扩大政治影响的方式。

政 党 政 治 发 展 与 政 党 武 装 的 联 系

在伊拉克战后的政治重建中, 为了扩大政治势力和维护本地区的地方安全, 伊拉克各政党在发展

过程中都积极扩展自己的武装力量。因此, 建立民兵武装便成为伊拉克政党政治发展的另一个重要特

点。在这些政党中, 什叶派传统的激进派政党达瓦党, 就是通过民兵武装占据和控制着纳什雷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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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asir iyya) 地区。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 则通过民兵武装组织巴德尔 ( Badr) 旅控制贝库

巴 ( Baquba) 和库特 ( Kut) 地区。同时, 其他各派政治组织, 也主要是通过各自的民兵武装占据势

力范围内的城镇, 并控制这些地区的政治权力机构。

由于伊拉克战后社会生活缺乏秩序和稳定, 伊拉克各派政党的发展战略, 主要是通过民兵武装维

护他们所在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势力。当年那些流亡国外的政治

家建立的政党, 跟随美英联军回到伊拉克后, 也积极致力于自建军事力量, 以维护和扩大自己的政治

势力。其中, 什叶派政党伊拉克国民大会 ( INC ) 回国后, 不但建立了自由伊拉克武装, 还和美国国

防部保持密切的合作关系。什叶派另一个政党伊拉克全国协议党 ( INA ), 也以自卫的名义建立了武

装力量。

各派政治势力在通过民兵武装扩大势力范围的时候, 难免会出现相互间的敌对行动。其中最主要

的, 自然是逊尼派和什叶派激进组织之间长期不断的武装冲突。2003年 4月 17日, 逊尼派萨德尔领

导的激进组织把什叶派的巴德尔旅赶出了巴格达东部地区, 并把这个原称为萨达姆市的地区易名为萨

德尔市。而什叶派萨德尔二世运动的武装组织, 也在库法、内杰夫和什叶派圣地撒马拉建立了据点。

为了扩大势力范围, 萨德尔二世运动还成立了正式的伊拉克  救世主军 ! (M ahd iA rmy)。由于联军

临时权力机构对民兵武装冲突最初很少进行干预, 因而敌对政党的民兵组织在 2003年后数月中的武

装冲突不断加剧。

随着伊拉克政党之间的武装冲突加剧, 联军临时权力机构采取了一些措施加以制止。 2003年 5

月 23日, 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发布  第三号命令 ! , 禁止国家武装力量之外的其他民兵组织拥有重型

武器, 且禁止个人在公共场所携带小型武器。不过这些禁令并不涉及处于联军监督下的武装组织, 也

就是说不包括库尔德人政党的两个民兵组织。其中一个是库尔德民主党领导下的埃尔比勒 ( Irb il) 和

杜胡克 ( Dahuk) 地区总督所属的民兵组织, 另一个是库尔德爱国联盟领导下的苏莱曼尼亚 ( Sulay

man iyya) 地区总督和其他 3个小总督所属的民兵组织。2003年 6月, 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又明确宣布,

要解除什叶派巴德尔旅的武装, 并袭击了加底雷亚 ( al- Jad iriya)、瓦西特 (W asit) 和克特 ( Kut)

等地区伊拉克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的机构与武装组织。

面对伊拉克战后社会秩序难以维持的局面, 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后来改变了对待政党民兵武装的态

度。2003年 8月 29日, 内杰夫的阿里 ( Imam A li) 清真寺爆炸案, 致使伊斯兰革命最高委员会领导

人哈吉姆 (M uhammad Baqr al- Hak im ) 和其他 80人被杀。此事件发生后, 联军临时权力机构重新制

定了伊拉克国内的安全政策。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原以为, 伊拉克的安全问题完全可由联军负责, 与各

政党的民兵组织无关。爆炸事件发生后, 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发现, 联军实际上无法维持伊拉克国内的

全面安全, 因而不得不依靠伊拉克各政党来解决安全真空问题。不久, 布雷默在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提

出, 民兵武装组织虽然不能单独承担维持安全的任务, 却能够在联军临时权力机构领导的安全结构中

发挥作用。后来他还宣布, 内杰夫地区的民兵在维护当地安全的过程中,  和那里的联军具有同样充

分的权力!∀。自此, 政党民兵武装开始在内杰夫和伊拉克南部其他地区正式承担起维持安全的任务,

且这种情况一直延续未变。∃

2003年底, 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在其建立的新的安全结构中, 不但继续发挥政党民兵武装的作用,

还使其进一步合法化。首先, 政党民兵的公开活动得到了联军临时权力机构的认可。 2003年 12月,

联军临时权力机构还修改了  第三号命令 ! , 规定民兵武装人员可以携带武器, 甚至包括重型武器。

同时, 还取消了民兵武装要受到联军监督的规定, 允许民兵武装在得到授权后可以自由采取行动。尽

7

伊拉克战后重建中的政党政治发展

∀

∃

P ress brief ing s, 2 Sep tem ber 2003 and 6 Septemb er 2003

See Congress ional R esearch Service, Iraq: US Reg im e Change Efforts and P ost- Saddam G overnance, L ibrary of Congress Report

RL31339, 7 January 2004, p 12



管此条例禁止在已有民间武装力量之外建立新的民兵组织, 但同时也准许  根据联邦法律! 在例外

情况下不予禁止。∀ 其次, 对于那些未经授权的民兵组织, 联军临时权力机构也允许他们在民间继续

发挥安全作用, 参与维持地方秩序。结果, 原被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取缔的巴德尔旅, 也乘机改名为巴

德尔组织, 宣称自己今后将维护人道主义使命, 并保留了 1万名武装人员。联军临时权力机构虽不赞

同巴德尔组织的这种做法, 但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解散或是没收他们的武装。这表明, 联军临时权

力机构已不得不承认, 没有民兵组织的协助, 现存警力根本无法维持伊拉克的社会秩序。尽管很多报

道指称,  巴德尔组织经常攻击那些与萨达姆前政权有关的个人, 但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对这些行动也

大多是置若罔闻。!∃ 最后, 伊拉克的政党民兵组织还不断和国家官方安全机构融合, 成为政府武装

人员的主要来源。2003年 9月, 过渡政府成立伊拉克国民防卫团 ( Iraq C iv ilDefence Co rps) 时,  不

但招收了大量政党民兵组织成员, 还让他们和联军采取联合军事行动 !%。另外, 过渡政府同一时期

还建立了保护服务机构 ( Facilities Protect ion Serv ice), 负责保护政府部长和官员的安全。实际上, 伊

拉克过渡政府中所有部长都处于政党的控制下。这使得民兵组织成员可以通过各政党控制的部门, 转

变为政府官员和国家安全部队成员。这不但使伊拉克政府部门具有政党武装派系的阴影, 也使国家武

装部队和政党武装间的关系常常难以区分。

政 党 政 治 发 挥 的 社 会 功 能

伊拉克政党在战后的发展过程中, 还发挥了协助安排民众就业的重要社会作用。重建时期, 伊拉

克社会动荡不安的一个重要原因, 即大批萨达姆政权下的工作人员和军人, 以及阿拉伯复兴党成员失

去了工作机会, 再加上普通民众也大量失业。在民众的就业问题上, 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和伊拉克过渡

政府所做的工作都很有限。实际上,  无论是代表国家中央机构的伊拉克管理委员会, 还是那些负责

人道主义福利工作的国家机构, 他们和伊拉克大多数民众间的联系其实都非常有限 !&。对于这种情

况造成的结果, 联合国调查小组于 2004年 2月发表的有关伊拉克举行大选的可能性报告中曾有过详

细介绍。这份调查报告指出:  大量迹象表明, 伊拉克正在出现各种不同的政治派别。随着宗派主义

势力的不断扩大, 公共政治也日益多极化。其根源在于, 政治过程依然被局限于有限的政治行为体,

而且其可靠性也各不相同。在精英集团斗争的背后, 是民众广泛的失业, 而且特别是大量男青年失

业。当前, 很多人都表现出幻想的破灭和对现实的愤怒。!∋

与此同时, 伊拉克各政党在扩大势力的过程中, 都极其重视和广大民众之间的联系, 并积极为其

支持者们提供各种就业机会。首先, 政党控制着大量的民兵武装, 因而能够为其支持者们提供安全的

生活环境和工作机会。同时, 政党还可以利用武装力量控制地方政府, 并安排自己的支持者担任政府

官员。不仅如此, 各政党还和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安排的省长以及议员们保持密切关系, 为自己和支持

者争取更多的地方资源。尤其是, 那些在伊拉克临时管理委员会中拥有代表席位的政党, 还可以在地

方民众和联军临时权力机构之间充当职业中介。对于各政党来说, 吸引更多成员扩大势力范围的一个

重要方式, 就是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伊拉克战后重建时期, 工作机会主要来源于政府各种机构和外

国企业。对于伊拉克国内几乎 60%以上没有工作的成年劳动力来说, 这些工作机会自然特别具有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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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力。  但要获得这些工作机会, 必须首先得到一封与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关系密切的政党提供的推荐

信。!∀ 据悉, 那些在地方管理和维护社会安全方面, 与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密切合作并获得信任的政

党, 大多能够为其成员介绍工作。特别是  什叶派的伊斯兰政党, 它签发的工作推荐信最为有效!∃。

对于希望加入过渡政府安全部队的人来说, 政党提供的政治担保也至关重要。伊拉克战争结束

后, 被遣散的萨达姆时代的武装部队和情报机构人员, 常常成为激进组织争取的对象。但他们大多还

是希望通过政党的推荐重获正式工作机会。伊拉克国民大会, 正是通过提供这种帮助而成功进行扩展

的一个主要政党。伊拉克战后重建时期, 伊拉克国民大会依靠和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长期合作, 逐步控

制了伊拉克临管会下设的最高安全委员会, 并在部长职位的分配中又控制了内政部。这种有利地位就

 使得这个政党有了大量机会, 为其支持者提供进入安全部门工作的机会!%。因此, 这个政党后来发

展的成员, 大多是伊拉克原来的安全机构官员。

除了安全部门外, 那些曾在萨达姆政权机构中工作过的人员, 也需获得政党的推荐, 才能在就业

市场中重获工作机会。根据 2003年 5月 16日发布的  非阿拉伯复兴党! 命令, 凡是在阿拉伯复兴党

内担任过四级以上职务, 或是在萨达姆政权管理机构中担任过三级以上职务的复兴党成员, 都不能担

任政府公职。结果,  约 3万多名原在萨达姆政权下工作, 但不一定支持萨达姆政权意识形态的人,

因此失去了职位 !&。战争结束后, 这些人如果要重获工作机会, 就须向联军临时权力机构提出申请。

然而, 审查这些申请的工作都交给了伊拉克临管会于 2003年 11月建立的  根除复兴党国家最高委员

会 ! (HNCEBP) ∋。在这个委员会及其分支机构中, 各政党指定的人员不但有权直接决定申请人能否

重新工作, 而且可以安排他们担任地方理事会的成员。这就使很多伊拉克人, 特别是那些希望进入社

会上层的人士, 都希望和已经进入伊拉克临管会的政党建立密切联系。在这些政党中, 伊拉克国民议

会最有影响力, 因为它实际上控制着  根除复兴党国家最高委员会!。
在伊拉克战后的特殊环境中, 政党在充当职业介绍者的同时, 还常常通过和联军临时权力机构的

关系, 为国内外的承包商充当建设项目中介。 2003年 6月以来, 联军临时权力机构开始把大量建设

项目合同提供给伊拉克临管会成员推荐的企业。例如  伊拉克为重建军队购买价值 3 27亿美元军事

装备的合同, 被授予一个与沙拉比在商业上合伙的财团 !(。这种为那些与政党有关企业谋取合同的

情况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非常普遍。因为政党也希望通过加强同那些向他们提供资助的公司之间的联

系来获取政治活动的资金。在各政党中, 伊拉克国民议会党不但控制了伊拉克临管会中经济和财政委

员会主席的职务, 还负责指定财政和贸易部长, 因而特别有利于获得国内外企业的支持。

政 党 政 治 中 存 在 的 问 题 和 发 展 前 景

总的来说, 伊拉克战后重建, 政党政治的发展, 主要是在种族和宗派之间充满利益冲突, 社会无

安全稳定的环境, 伊拉克临管会缺乏办事效率和能力, 联军临时权力机构控制伊拉克战后的社会秩序

和就业机会, 再加上民兵武装广泛存在等一系列因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从而形成了伊拉克政党政

治的强烈的种族和宗派的特性。从理论层面说, 伊拉克政党政治发展的结果, 并没有体现出韦伯有关

国家运作的  理性 ) ) ) 合法性 ! 模式。那就是政府官僚机构的高度效率、中央集权制、严格区分公

共权力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界限。相反, 由于政府、政党、部族和私人企业之间界限模糊, 伊拉克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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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性质更接近于新宗派的传统主义权力形式。在这种情况下, 伊拉克的政党政治发展, 根本无法

实现韦伯所要求的, 那种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应建立在行政体系内, 赞助人和委托人之间界限明确基础

上的  理性 ) ) ) 合法性! 模式。∀

在伊拉克战后的政党政治发展中, 政党不过是一种委托者构成的体系, 而未能发挥政治发展推动

者的作用。委托主义的特点即利用种族、部族和宗派的联系, 一方面致力于实现政治委托者提出的要

求, 另一方面又扮演着责任担保者的角色。这种体系所强调的, 首先是种族和宗派的原始忠诚, 再加

上经济联系的  粘合剂! , 同时还需要建立一种稳定的社会关系。由于伊拉克战后软弱无能的国家机

构无法满足民众的基本需要, 于是政党便成为一个集种族与宗派需求、社会安全需求, 以及个人经济

需求为一体的特殊行为体。在这种情况下, 要建立一个以现代政党为基础的民主体制, 并且让选举人

根据政党提出的相互竞争的政治纲领来做出选择, 显然是不可能的。美国政府在鼓吹伊拉克战后重建

中已经取得成功的民主转变的时候, 往往忽略了伊拉克政党政治发展的这种严重缺陷。这些鼓吹者并

没有认识到,  伊拉克民主转变的前提, 必须首先建设一种有效的 ∗政治文化 # , 并在国际机构的支
持下建立起伊拉克的公民社会 !∃。目前, 伊拉克民主化最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于思想领域, 因为很多

伊拉克人并不反对民主的价值和内涵。而政党政治的畸形发展, 则已成为伊拉克民主进程中的一个严

重问题。事实上, 在伊拉克的战后社会中, 政党已演变成一种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的综合行为体。

事实表明, 伊拉克战后政党政治发展的目的, 主要是为了实现和维护委托者的利益, 而不是成为

国家一体化政治发展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因此, 民众通过政党体系来实现政治参与, 必然会受到很大

限制。同时, 政治竞争既然是以种族和宗派利益为基础, 自然也就无法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自从

2003年 4月政党体系在伊拉克开始建立以来, 这种种族和宗派与政治之间的委托关系在地方政党政

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从而导致了国家在政治上的进一步分裂。结果, 任何政党都不可能放弃各自在

本地区的势力, 因而也不可能去维护国家软弱无力的中央权力机构。对于库尔德人的政党来说, 这一

点表现得格外明显。实际上, +过渡行政法 , 在 2004年 3月开始实行后, 库尔德人已经获得维持自

治的保证。同时, 代表各个种族和宗派的政党还通过 +过渡行政法 ,, 巩固了他们在占领时期和过渡
时期建立的地方政府。在这种情况下, 伊拉克未来的中央政府, 作为一个听命于地方势力的弱势机

构, 只能在地区利益的冲突中担任调解者, 而无法在伊拉克社会和政治发展中推行一种全国性战略。

伊拉克政党政治的畸形发展还意味着, 伊拉克未来举行的各种公开选举, 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各种

政治势力按照种族和宗派的界线重新组合。+过渡行政法, 实施以来, 已经为这种政治势力的重组提

供了更大的可能性。在战争结束后联军占领的第一年中, 伊拉克政治重建中政党政治这种离心倾向所

起的作用, 已经消除伊拉克未来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来主导地方政治的可能性。对于那些指责萨

达姆政权的人来说, 伊拉克的各种政治问题, 似乎都是当年阿拉伯复兴党为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拉克国

家所造成的。因此, 推翻萨达姆政权对于维护伊拉克种族和宗派的地方利益来说, 自然会产生积极结

果。然而, 战后重建时期按照种族和宗派组合起来的地方政治势力, 并不能代表伊拉克社会传统的一

种复兴。作为战后政治环境发展的结果, 伊拉克国家权力机构在政党政治的发展过程中, 实际上表现

得极其软弱无力。在畸形发展的政党政治面前, 国家权力机构只能通过分解权力来维护自身的生存。

然而, 对于伊拉克国家的政治发展来说, 这种降低民族国家权力的代价将极其昂贵, 它将对伊拉克未

来的国家建立和民主发展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责任编辑: 徐 拓 责任校对: 安春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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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 ent of Iraq# s Political Parties in Post- war Rebuilding

Wang B o pp. 5- 10

The Development of Iraq# s polit ica l parties in

the course o f po lit ica l rebuild ing after the Iraq W ar

re flectsm ain ly in the enlarg ing con flicts betw een dif

ferent races and relig ious part ies.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 to  rebuild ing the democrat ic country!, all

kinds o f races and relig ious forces tries to establish

po litical part ies and en large the ir pow ers through e

lect ions. Because o f the critica l socia l cond ition, all

po litical parties estab lished the ir ow n m ilitary organi

zations to mainta in and protect the ir pow ers. These

parties a lso prov ide employm ent opportun it ies and

other advantages for their supporters. These triangle

po litical o rgan izations ( politics, m ilitary and econo

my) , are en larg ing the con flicts betw een the races

and relig ious part ies and w eaken ing the pow er o f

central governmen,t and w ill exert far- reach ing in

fluence in the future.

Internal Structure and External Pressure of the

PoliticalDemocratization in theM iddle East

YaoDaxue& C i Zhigang pp 17- 22

Themot ive force of the po litica l democratization

orig inates in the interna l structure and ex terna l pres

sure in theM iddle E ast countries. The grow th of in

ternal structure meets the changes of national po liti

ca l trad it ion, econom ic deve lopment and soc ia l

structure. The ro le o f the ex terna l pressure is to be

the creato r and promoter of democracy. In the course

of democratization in theM iddle E ast countries, the

ex terna l pressure shou ld combine the interna l force,

so that can promo te the grow th and development o f

democracy, therefore the consciousness of democra

cy w ill becom emore hea lthy and prospect ive.

Democratic Reform inM oslem Countries in TheM iddle East

Sun Suyuan pp 23- 28

A fter the Co ld W ar, theM oslem countries be

gan to carry out democratic reform, for the reasons

such as the internal demands and ex terna l pressure.

Due to the different cognition and standard for de

mocracy betw een the w est countries and theM oslem

countries, most of these M oslem countries d idn# t

make considerable progress. The governments of the

M oslem countries are fee ling great pressure from out

sidew orld, and try ing to elim inate these differences.

The prospect of the democratic reform in theM iddle

East is facing different possibilit ies for the contrad ic

t ive demands com ing from inside and outside wo rld,

and the governmentsm ay have different cho 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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