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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当代伊朗外交进行了全面的历史回顾。本文认为, 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外交是片面追随

美国的依附外交, 同时也构成了伊斯兰革命的根源之一; 霍梅尼时代的伊朗 革命外交 导致伊朗陷入空前的

国际孤立; 在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时期, 伊朗的 缓和 与 对话 外交, 使国际环境得到相对改善; 内贾德政府

执政后, 拥核崛起 成为伊朗国际战略的核心,导致伊朗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再度紧张。当代伊朗外交有两点

值得发展中国家吸取的历史教训。首先, 如何避免外交走向依附与革命两个极端;其次, 如何正确处理意识

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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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国际社会,任何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及其实现程度,都深受其所处的国际环境的制约,并取

决于国家对外战略的选择。伊朗的地缘安全环境十分复杂,如何处理与世界大国以及周边海湾阿拉伯

国家的关系尤为重要。就历史与现实来看,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一方面以追求民族复兴与强大为目

标,但另一方面又推行片面追随美国的依附外交,进而埋下了伊斯兰革命的根源。在伊斯兰革命后, 霍

梅尼时代的伊朗推行反西方外交与 输出革命 外交导致伊朗陷入空前的孤立; 在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

时期, 伊朗曾一度采取 缓和 与 对话 外交,国际环境得到相对改善;内贾德政府执政后, 伊朗再度走

向保守,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与西方发生尖锐对抗,并导致国际社会的制裁不断加重, 使伊朗与国际社会

的关系再度处于日趋紧张的状态。

一、巴列维王朝的 第三国外交 与依附外交

从 19世纪下半叶至 20世纪初,随着欧洲列强的入侵尤其是英国和沙俄在西亚、中亚的争夺,具有

丰富资源和重要地缘政治位置的伊朗成为英国和沙俄的势力范围,英国的势力范围在南部和中部,而沙

俄控制了伊朗的北部,其他地区则沦为两国争夺的缓冲地带。
[ 1] 13
面对这种严酷的民族危机,伊朗恺加

王朝 ( 1797~ 1924年 )奉行所谓的 第三国外交 ( theThird Pow er D ip lomacy) ,即在伊朗面临英俄两个强

国威胁时,寻找一个地理上远离伊朗、与伊朗没有根本利益冲突的第三强国,以抗衡和制约英俄的殖民

统治。 19世纪初,恺加王朝曾尝试投靠法国制衡英俄。 1807年法伊两国缔结 法伊芬肯斯泰因条约 ,

法国同意军事保护伊朗。然而,法国却背信弃义, 暗地勾结英俄,出卖伊朗,导致伊朗第三国外交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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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伊朗恺加王朝又尝试引进美国势力,以遏止英俄扩张,但因俄国坚决反对而未果。
[ 2 ] 74

在此背景下, 伊朗反帝反封建的民族运动不断高涨,并爆发了 1905~ 1911年的宪政革命。 1921

年,礼萨 汗发动政变,并于 1925年加冕为国王,史称巴列维王朝 (巴列维为古代波斯一个强盛王朝的

名字, 礼萨 汗借此预示实现伊朗复兴的理想 )。不容否认,实现伊朗民族复兴、独立与强大, 是礼萨

汗的重要政治追求,并在伊朗外交中得以体现:废除领事裁判权、解除外籍雇员在国家政府部门的职务、

实行关税自主、拒绝偿还不合理的国际债务、收回恺加王朝给予外国的租让权、驱逐外国驻军和军事基

地等政策的施行
[ 3] 13

,都显示了礼萨 汗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权益的努力。

但是,当以上措施因威胁英、苏等国既得利益并由此引发外交危机时,礼萨 汗并没有吸取历史上

第三国外交 失败的历史教训, 再度将 第三国外交 作为伊朗外交的重要选择。从 1922年起, 礼萨

汗试图通过赋予美国广泛的财政权和石油开采权制衡英苏, 但由于美伊双方的巨大分歧, 以及英苏从中

作梗和排挤,加上当时美国实力不够强大,伊朗 第三国外交 再次遭到失败。此后, 礼萨 汗又引进德

国以抗衡英苏。 1927年, 礼萨 汗改聘德国人担任伊朗财政顾问和中央银行行长, 随后邀请大量德国

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和技术人员进驻伊朗,德国在伊朗势力急剧膨胀, 并控制了伊朗的经济命脉和军

队。1939年二战爆发后,礼萨 汗对外宣称严守 中立 政策,但实际上仍旧执行亲德政策,拒绝盟军通

过伊朗向苏联抗德前线运送战略物质,遭到英苏等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强烈反对。 1941年 8月,英苏以

抗击德国入侵、确保援苏运输线畅通为由, 联合出兵占领伊朗,将德国势力从伊朗彻底清除。 9月, 礼

萨 汗被迫宣布退位,流亡南非, 让位于他的儿子穆罕默德 巴列维。 1943年 9月, 伊朗被迫对德宣

战,宣告了 第三国外交 的彻底失败。
[ 2 ] 76

由此可知, 第三国外交 在本质上是一种依附外交,伊朗推行依靠法、美的 第三国外交 失败后错

误追随德国,导致国家和民族独立丧失的事实表明,依靠 第三国外交 根本无法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

伊朗随时都有被 第三国 出卖的威胁。礼萨 汗奉行 第三国外交 ,不仅直接导致自己政治生命的结

束,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过于迷信 均势外交 ,企图渔利于列强争斗,尤其是错误地将伊朗绑在德国的战

车上, 从而最终导致自身流亡海外、客死他乡, 同时由于英苏势力大举进入伊朗, 以及随后伊朗受制于美

国的局面出现,伊朗的发展根本无法摆脱外部势力的束缚与羁绊。这种局面也构成了礼萨 汗之子小

巴列维在继承王位后,采取亲美政策,遭致伊朗人民强烈反对的历史根源之一。

1953年,小巴列维勾结美国中央情报局颠覆了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摩萨台政权,使伊朗更加

依赖美国的庇护,美国则依靠伊朗国王谋取石油和地缘政治利益, 双方结成了反对民主进步力量的同

盟。此后,在美国政府的撮合下,伊朗与西方国际石油资本进行谈判,美国石油资本成为最大的赢家,伊

朗因此获得美国 4 500万美元的紧急贷款
[ 4] 64

,伊朗则以加入 巴格达条约 回报美国。1959年美伊签

订军事协定,使美国进一步加强了对伊朗的控制。

此外,美国肯尼迪政府的影响成为伊朗进行白色革命的重要外部因素。 1961年, 肯尼迪在援外咨

文中说: 每个将得到我们援助的国家都应该认真承担义务, 作出尽可能的努力去动员自己的资源, 依

靠自己的力量进行内部改革。这些改革应包括: 土地改革, 税收改革, 改进教育制度, 保证社会公

平。
[ 5] 28
美国要求巴列维王朝任用温和分子, 放松政治压制, 进行土地改革, 以此消弭革命, 稳住政权。

美国的压力构成了巴列维进行改革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 1961年 5月, 巴列维国王接受肯尼迪的推

荐,任命前伊朗驻美国大使阿米尼为首相,在他的内阁中有三位在美国接受过教育的改革家, 即教育大

臣德拉赫欣什、司法大臣阿拉木提和农业大臣阿尔桑贾尼。
[ 6] 31
美国对伊朗白色革命的影响由此可见

一斑。

白色革命期间,美伊贸易迅速发展。1975年美国同伊朗签订了一项为期五年的石油贸易协定, 总

金额高达 150亿美元;
[ 7] 36
从 1975年开始, 伊朗成为美国在全球的第三大石油供应国,也是美国在波斯

湾地区的第二大石油供应国。
[ 6] 38
为了使伊朗听命于美国, 美国向伊朗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

助。1946~ 1953年,美对伊经援和军援总额为 1. 184亿美元; 1953~ 1965年, 美对伊经援为 7. 954亿美

元,军援为 7. 029亿美元; 1965~ 1971年,美国对伊经济援助为 3. 491亿美元,军援为 8. 041亿美元, 共

计 11. 532亿美元, 到 1979年, 美国对伊军援达 74. 2亿美元。 1970~ 1977年, 美对伊军火销售总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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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13亿美元。
[ 8 ] 268, 273, 292

美对伊经济和军事援助不断增加的战略目的在于控制波斯湾的战略通道和石

油资源,利用伊朗的领土建筑防止苏联南下扩张的桥头堡,以确保自己称霸全球的战略利益。
[ 6] 41

随着美国与伊朗军事合作关系的加强,美国的军事顾问和专家源源不断地进入伊朗。其中 1976~

1977年度有 40多家美国公司为伊朗提供军备,并雇用了 2 728名美国专家在伊朗工作。此外,估计有

3 200名美军退休人员在伊朗的美国公司服务。受此影响, 在伊朗的美国公民不断增加, 其中 1972、

1975、1976、1981年分别为 1. 5万、1. 67万、3. 1万和 3. 4万。
[ 8] 295- 296

美国驻伊朗专家在享有外交豁免权

的同时,也带来了与伊朗本土伊斯兰文化格格不入的西方文化,这一切都遭到以霍梅尼为首的宗教界人

士的猛烈攻击。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实践也证明, 其主攻目标是对内推翻国王政权, 对外反对美国对伊朗的控制。因

此,有学者分析指出, 美国在伊朗的全面渗透和扩张是引发伊斯兰革命的外因:第一, 美国把伊朗作为自

己在海外的战略能源基地加以掠夺和占领,并从伊朗获取丰厚的石油美元和军火利润,引起了伊朗民众

的强烈不满;第二,伊朗人民对美国策划政变推翻实行石油国有化政策的摩萨台政府、把伊朗当成遏制

苏联的 桥头堡 等玩弄伊朗于股掌之中的霸权行为积怨甚深; 第三,巴列维国王推行的 美国式 的

现代化 ,使长期积累的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矛盾达到了白热化程度。
[ 6] 41

二、霍梅尼 哈梅内伊时期的 革命外交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外交思想的核心是通过输出革命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霍梅尼认为,伊

斯兰革命不仅要在伊朗建立一个伊斯兰政府, 而且要在全世界寻求建立 伊斯兰世界秩序 。他认为目

前的世界体系是失去了公正而充满了邪恶的世界体系。要改变现行世界体系, 最佳的办法是首先在伊

朗建立伊斯兰政府,再通过 输出伊斯兰革命 , 最终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霍梅尼还提出了 七个反

对 的思想, 即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西方化、世俗化、犹太复国主义和共产主义。
[ 9 ] 341

1980年,霍梅尼进一步提出革命的输出问题。他指出革命不应仅限于伊朗, 应该向世界各地输出革

命
[ 10] 855

。在这种伊斯兰革命思想的指导下,伊朗外交呈现出鲜明的革命与激进特征。

1. 以反美为主的反西方外交。霍梅尼认为,在当今的世界上,美国是剥夺与压迫世界人民的头号

敌人。他强烈谴责美国对礼萨 汗国王的支持和控制, 抨击美国从伊朗运走石油,并在伊朗建立军事基

地;他把反对美国视为所有穆斯林与所有不信教者之间的斗争。 1979年他呼吁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帮助

伊朗抗击美国,告诫所有穆斯林对抗美国不仅是伊朗的使命, 也是所有穆斯林的使命。
[ 6] 61- 62

因此,伊朗

应该割断与美国的关系,肃清美国对伊朗的一切影响。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 伊朗立即与美国断交。

1979年 11月发生的伊朗学生扣留美国使馆工作人员的人质事件,使两国关系雪上加霜。 1980年卡特

总统派营救队突袭伊朗遭到失败,令美国颜面扫地。人质危机事件尽管 1981年得以解决, 但双方的对

抗关系毫无改变。伊朗对美国入侵格林纳达、轰炸黎巴嫩等行径予以了强烈谴责,抗议美国军舰到波斯

湾地区活动,并抵制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 1984年,美国将伊朗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 阻止向

伊朗供应武器。两伊战争期间,由于美国支持伊拉克,伊朗与美国之间一再发生摩擦甚至冲突。 1987~

1988年,伊朗多次用鱼雷和导弹袭击为科威特油轮护航的美国军舰,美国则于 1988年 7月击落一架伊

朗民航客机。伊朗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也不断恶化。两伊战争期间, 伊朗与法国的关系多次发生摩

擦,最终导致两国于 1987年断交。1989年英国作家拉什迪发表 撒旦诗篇 , 伊朗以亵渎真主、侮辱先

知和 古兰经 为由,判处拉什迪死刑,同时悬赏 200万美元追杀拉什迪。此后,英国与伊朗断交。

2. 以反苏为主的反东方外交。霍梅尼对社会主义的东方阵营同样持反对态度。他甚至给戈尔巴

乔夫写信,奉劝苏联放弃社会主义而皈依伊斯兰教。
[ 11] 130- 131

1980年霍梅尼发表新年谈话时指出, 共产

主义的超级大国所带来的危险不亚于美国
[ 9] 377
。在现实政策上, 伊朗宣布取消通往苏联的第二条天然

气干线,减少伊朗对苏天然气出口;在苏联入侵阿富汗问题上,伊朗对苏联予以了强烈谴责;伊朗还指责

苏联向伊拉克提供武器,默许以色列入侵黎巴嫩。 1983年, 伊朗以 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 的罪名逮捕

了伊朗人民党总书记基亚努里等领导成员。1984年后, 伊苏关系才有所改善。总之, 霍梅尼时期,伊苏

关系有三个特点:一是伊苏关系虽多有摩擦,但没有走向完全对抗;二是两国在外交上互相敌对,但仍保

持了一定规模的经贸往来;三是伊朗既反美也反苏,在实际操作中反西方反美甚于反东方反苏。
[ 9] 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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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出革命 的地区外交。伊朗 输出伊斯兰革命 的直接对象首先是海湾邻国。其方式主要包

括: ( 1)通过经济和军事援助,大力支持海湾国家的伊斯兰政治反对派的反政府活动。为实现这一目

标,伊朗于 1981年成立了 伊斯兰革命总会 , 下辖五个以中东国家为主、波及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分支

机构, 即 伊拉克最高伊斯兰革命协会 、黎巴嫩伊斯兰革命协会 、阿拉伯半岛伊斯兰革命协会 、

非洲和马格里布伊斯兰革命协会 和 亚洲伊斯兰革命协会 。
[ 9] 380- 381

( 2)大力宣传伊斯兰革命。通过

组织和宣传,霍梅尼关于伊斯兰革命思想的传单和录像带大量地输送到海湾国家,伊朗的阿拉伯语广播

也对海湾国家政府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伊朗的鼓动下, 海湾各国伊斯兰激进组织在本国积极展开反

政府活动,试图建立伊朗模式的伊斯兰共和国。伊朗输出革命的政策遭到了中东地区各国的一致反对

和坚决抵制,这一政策的推行构成两伊战争爆发的重要因素,海湾国家在战争中多采取了支持伊拉克的

政策。两伊战争持续八年之久,伊拉克和伊朗都为此付出了沉痛代价。

由于 输出伊斯兰革命 和 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 外交政策的推行,因而伊朗不仅在海

湾和中东地区四面树敌,而且在国际社会也陷入十分孤立的境地。此外,由于推行这一政策所导致的封

闭和孤立处境,伊朗在经济上孤立于世界经济之外, 并因此蒙受了严重损失。实践证明, 伊朗 输出伊

斯兰革命 的外交路线和方针, 是一条将意识形态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对抗性外交路线,虽然具有一定

的反帝民族主义色彩,但给伊朗乃至中东地区都造成了十分消极的影响。

三、哈梅内伊 拉夫桑贾尼时期的外交调整

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伊朗进入后霍梅尼时代。在哈梅内伊继任宗教领袖、拉夫桑贾尼当选伊朗

总统之际,冷战结束和海湾战争导致世界局势和中东地区局势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在国际方面,冷战

结束导致国家利益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在地区形势变化方面, 海湾战争使伊朗的宿敌

伊拉克遭到沉重打击。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和伊拉克采取 双重遏制 战略。在这种背景下,伊朗的

外交政策更加难以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局势,其外交调整已成必然。

在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方面,伊朗尽管并没有放弃 输出革命 的提法,但其具体政策已经作出了

重大调整。拉夫桑贾尼指出,伊朗对外政策的基本准则是 尊重 (他国 )领土完整以及其他国家人民的

社会和宗教价值 , 我们不想成为警察,伊朗既不会羞辱他的邻国,也不会使他们感到有威胁,我们应

当全体合作来建设我们这个地区, 波斯湾地区应该成为像家园一样的地区, 像一个共同的农场 。
[ 12 ] 206

在这一原则指导下,伊朗与海湾国家、欧洲的关系都发生了明显的积极变化,但伊朗与美国的关系仍然

处于对峙状态。

第一,调整对海湾和整个中东地区外交政策,与海湾国家关系得到改善和发展。伊朗首先与伊拉克

改善了关系。1988年,两伊战争结束,但战争状态并没有完结,双方仍处于敌对状态, 两国间的许多问

题仍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由于伊朗政策的变化,两伊关系得到了突破性的改善, 1990年, 两国正式恢复

外交关系。此后,由于在国际上的处境相似,共同面临美国的威胁与制裁,两国矛盾也有所缓解。此外,

伊朗也与沙特实现了和解。沙特是海湾六国的核心,也是海湾地区大国。1987年朝觐流血事件方发生

后,沙特与伊朗于 1988年中断了外交关系。自 1990年 10月两国外长在纽约会晤以后, 两国于 1991年

3月 26日恢复了外交关系。伊朗与科威特、卡塔尔、巴林等国的关系也得以改善。在 1990年海湾危机

中,伊朗坚持中立立场,但对科威特深表同情, 海湾战争期间,伊朗政府一直与科威特流亡政府保持外交

关系。海湾战争结束后,科威特积极回报伊朗,主张在海湾地区安全体系安排中不应该排除伊朗,这一

原则立场对两国恢复关系很有积极作用。1991年 12月伊朗外长访问了卡塔尔、阿曼、巴林和阿联酋,

伊朗与海湾国家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第二,与美国以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得到相对缓解与改善。众所周知, 拉什迪事件 是影响伊朗

同西方改善关系的主要障碍之一。1989年霍梅尼去世时,伊朗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仍比较强硬。海湾

战争后,美国力图联合欧洲一起对伊朗实施 遏制 战略。因此,为挫败美欧联合,伊朗在 拉什迪问题

上的态度逐渐松动。 1995年, 伊朗明确表示不再派杀手刺杀拉什迪。 1996年初在经过国内激烈争论

后,拉夫桑贾尼总统公开宣布,撤销杀死拉什迪的命令, 从而主动排除了伊朗与欧洲关系的政治障碍。

伊朗与西方国家的经济联系也日趋密切。从 1989年到 1993年, 西方国家 (主要是德国、日本、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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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英国、比利时和卢森堡 )在伊朗的进出口总额中每年都占 40%左右。
[ 9 ] 401
其中,德国和日本分别是

伊朗最大的工业制成品进口国和石油输出国。

第三,伊朗与美国的关系仍然处于对峙状态。在老布什政府执政时期, 由于美国对伊朗实行遏制和

孤立政策,指责伊朗推行国家恐怖主义、侵犯人权、制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以及传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伊朗与美国的关系依然处于敌对状态。但是, 在经济领域, 伊朗与美国仍有一定的接触,包括赔偿美国

石油公司在伊斯兰革命期间遭受的损失、同美国两家公司签订石油购销合同等。克林顿上台后,推行对

伊朗和伊拉克的 双重遏制 政策,以确保美国及其盟国的石油供应和海上石油运输通道的安全以及美

国在中东地区的主导权。 1995年,美国政府下令禁止美国公司与伊朗签订合同进行石油开采合作, 同

时对伊朗实施全面经济制裁,中止与伊朗的所有贸易和投资; 1996年, 美国国会通过达马托法,对在伊

朗进行巨额投资 ( 4 000万美元以上, 1997年改为 2 000万美元以上 )的外国公司实行制裁。针对美国

的这一政策,伊朗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例如 1996年伊朗议会通过拨款 2 000万美元的议案, 以对付美

国众议院拨款 2 000万美元用于支持伊朗反政府势力的法案。
[ 9] 402

在外交调整方面,伊朗在执行睦邻友好政策、改善与西方关系的同时, 并没有放弃建立 伊斯兰世

界秩序 的长远目标, 如伊朗对中亚穆斯林国家及阿富汗、巴基斯坦积极施加影响; 在中东和平问题上,

继续坚持拒不承认以色列的生存权, 反对由美国推动的中东和平进程。但与过去相比较, 伊朗更强调通

过加强自身建设树立伊斯兰典范来扩大影响, 更注重以经济、文化、援助等和平方式参与世界事务。

四、哈梅内伊 哈塔米时期的 对话 外交

1997年 5月,开明宗教人士赛义德 穆罕默德 哈塔米当选为伊朗总统;在 2001年总统选举中,

哈塔米再度当选。在哈塔米执政的八年间,对内推行经济与民主改革,对外通过 文明对话 缓和与世

界的关系,构成了伊朗内外政策的核心。在外交上,哈塔米提出了不同文明应该相互对话、取长补短、共

同发展的思想。他认为,文明间对话的目的就是要实现人类的普遍正义和自由; 文明间对话可以加深各

国之间的了解,促进世界和谐, 减少国际冲突, 防止单一文化统治, 进而形成一个包括一切文明在内的世

界新文明。
[ 13 ] 57
在这一总体对外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哈塔米政府在改善与海湾国家关系, 推进与阿拉伯

伊斯兰世界关系缓和,发展与欧盟关系,松动与美国的对抗僵局等方面作出了一系列政策调整。

首先,改善与中东国家关系,推进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发展。哈塔米政府成立伊始,就派哈

拉齐外长遍访海湾合作委员会六国, 表达了伊朗新政府要与其改善和发展关系的诚意。 1997年 12月,

伊斯兰组织首脑会议在德黑兰召开,为伊朗打破外交孤立和重返国际舞台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8年沙

特外交大臣访问伊朗,双方认为,两国发展友好关系对实现地区稳定具有积极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1999

年 5月,哈塔米总统对沙特和卡塔尔进行了历史性访问,为伊朗与海湾国家改善关系、加强合作扫清了

道路; 1998年 5月,伊朗外长哈拉齐访问阿联酋, 双方同意就岛屿领土争端保持高层接触,通过谈判解

决争端。在与伊拉克的关系上,双方开始交换战俘,并允许朝觐者到伊拉克的什叶派圣地朝觐,使两国

的敌对关系有所缓解。在中东和平问题上,哈塔米政府表示伊朗虽不赞成中东和平进程, 但不会对其采

取破坏行动;在与黎巴嫩真主党和巴勒斯坦哈马斯的关系问题上, 伊朗强调其支持主要为道义支持。哈

塔米政府还积极加强与中亚、里海地区国家的经济与能源合作,并力求在调节地区冲突中发挥作用。

其次,结束与欧盟的外交危机,全面改善与欧盟的关系。 1997年 4月, 德国柏林法院指责伊朗参与

了 1992年在柏林发生的伊朗库尔德民主党领导人被杀事件,导致伊朗与欧盟各国互相召回本国大使的

危机。哈塔米上台后,表示愿意与欧盟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改善关系。同年 11月, 伊朗与欧盟达成协

议,欧盟各国大使纷纷返回伊朗, 危机得以化解。与此同时, 哈塔米政府彻底了结了与英国关系中的

拉什迪事件 。 1998年, 伊朗外长哈拉齐和英国外交大臣库克就拉什迪问题发表声明, 伊朗表示不计

划、不鼓励、不资助任何人对拉什迪采取任何危及生命的行动; 库克表示对拉什迪作品伤害伊朗人民和

穆斯林感情深感遗憾,英国和欧盟其他成员国都不宽恕拉什迪作品的内容。 1999年 5月,伊朗与英国

全面恢复外交关系。继 1998年意大利总理、法国外长相继访问伊朗后, 哈塔米于 1999、2000年相继访

问意大利、法国和德国,成为第一位出访西欧的伊朗元首。尽管伊朗与欧盟国家在恐怖主义、大规模杀

伤性武器等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分歧, 但双方关系毕竟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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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长期冰冻的美伊关系出现缓和迹象。1998年新年前后,哈塔米在讲话中多次表示, 希望与美

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双方进行文化和民间交流。克林顿总统也表示希望就实质性问题同伊朗进行

对话。受此影响,美伊双方的民间交流迅速启动,摔跤队和学者互访拉开了美伊民间外交的序幕。 1999

年访问意大利时,哈塔米表示伊朗准备与美国对话。2000年 9月,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在纽约联合国

总部召开,哈塔米总统指出,改善伊美关系的重大障碍主要在于美国单方面对伊朗实施贸易制裁以及美

国对伊朗的敌视政策。在此次会议上,哈塔米提出了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应开展对话的主张,他所提

出的将 2001年定为联合国 文明对话年 的建议也得以实现。但是, 由于美国与伊朗在大规模杀伤性

武器问题和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尖锐矛盾, 以及受到双方国内因素的影响,伊朗与美国关系依然存在许多

重大障碍和阻力。 9 11 事件发生后,美国将伊朗与伊拉克、朝鲜列为 邪恶轴心 ,双方的关系再次

出现倒退; 2003年伊朗核危机的升级使伊朗与美国的对抗进一步加剧。

五、哈梅内伊 内贾德时期的伊朗外交

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时期伊朗的内部改革与外交调整,引起了伊朗国内务实派与保守派的政治分

化与对抗。在 2005年和 2009年的总统选举中,保守派势力的代表内贾德两次当选总统。内贾德执政

以来, 较之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时期,伊朗的外交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有学者将这种变化称之为 伊

朗革命主义外交 ,其主要表现:一是伊朗试图从法理上冲破核不扩散机制;二是否认以色列存在的合

法性, 要求建立没有以色列的中东; 三是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体系。
[ 14] 8
但是,在笔者看来, 进入

内贾德时期的伊朗外交并非简单地概括为 革命主义外交 ,其对外政策固然有加强伊朗与西方及以色

列对抗的色彩,但又与霍梅尼的 革命外交 有着鲜明的区别,因为伊朗与海湾邻国和伊斯兰国家的关

系仍处在持续改善之中,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也并非一味执行强硬的对抗政策,而是采取软硬兼施的多种

策略。对内贾德时期的伊朗外交,笔者试图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观察和分析。

第一,伊朗持续改善与周边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关系, 表明伊朗并不想自我孤立,而是试图通过发

展睦邻关系,为伊朗崛起创造地区环境与周边环境。

在 2005年竞选时, 内贾德主张发展 公正的国际关系 , 表示伊朗愿与世界上所有国家发展关系,

特别是发展与周边国家、伊斯兰国家的关系。 2007年, 内贾德首次出席了在多哈举行的海湾合作委员

会首脑会议,呼吁实现 没有外来干预的地区和平与安全 。 2008年 6月, 伊朗外长穆塔基指出: 我们

外交政策最优先考虑的,就是与区域合作一致。
[ 15 ] 7

2008年 11月,海合会秘书长访问伊朗时表示: 我

们支持伊朗完全用于和平的核项目。
[ 16 ] 7
伊朗与海合会展开了对话活动, 甚至提出了海合会应吸收伊

朗和伊拉克的主张。为消除阿拉伯国家对伊朗核计划的忧虑,伊朗一再保证其核计划的和平目的。伊

拉克战争后,伊朗积极改善与伊拉克的关系。 2008年 3月,内贾德实现了对伊拉克的历史性访问,承诺

为伊拉克提供 10亿美元的贷款。
[ 15 ] 6
伊朗还积极改善同中东其他国家的关系。例如对于 1979年与伊朗

断绝外交关系的埃及,内贾德于 2007年表示伊朗准备与埃及恢复外交关系。此外, 伊朗还积极推进能

源外交,通过兴建天然气管道发展与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土库曼斯坦等周边国家的合作。内贾德执

政以来,在改善和发展与周边国家和伊斯兰国家关系方面,其政策依然是其前任政策的延续。

第二, 拥核崛起 已成为伊朗国家战略的核心,伊朗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强硬对抗,对 什叶派弧形

地带 激进势力的支持,都是这一根本目标的产物。

在伊朗 拥核崛起 这一问题上, 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有学者指出伊朗核计划的最高目标是 拥

有核武器,实现强国梦 ,最低目标是 拥有核能力,有条件弃核 。其内部动力来自于其民族与国家意

志,其外部诱因在于美国与以色列的安全压力, 以及美国在核问题默许以色列拥有核武器的双重标

准。
[ 17] 3 - 4

内贾德在 2005年竞选时就表示,伊朗拥有掌握和利用民用核技术的权利, 伊朗决不屈服于外

来压力,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会放弃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
[ 18 ]
在伊朗核问题上, 在布什执政期间,美国一

方面通过制裁向伊朗施压, 另一方面多次扬言通过 先发打击 消除伊朗的核能力并促成其国内的政权

更迭。内贾德深知,一旦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不仅其 拥核崛起 的目标难以实现, 而且将直接威胁国内

稳定。因此,伊朗采取了一条绝不在美国压力下弃核,但也绝不关闭和谈大门的既坚定不移又不乏灵活

性的核战略,并最终等来了奥巴马政府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政策松动。为配合这一战略,内贾德不断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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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以色列的强硬言论,甚至否认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其战略考虑既在于引起国际社会对事实上拥有

核武器的以色列的关注,同时也是博取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同情支持的招牌。通过对伊拉克什叶派、黎巴

嫩真主党以及叙利亚等激进力量施加影响,伊朗在伊拉克重建、中东和平进程等重大问题上拥有重要影

响,其重要图谋在于牵制美国, 使美国在解决中东地区热点问题时有求于伊朗, 进而增强伊朗抗衡美国

的砝码。

可见,内贾德的强硬外交对于增强伊朗的民族凝聚力, 转移国内政治危机, 增强现政权的政治合法

性,提高伊朗的地区和国际影响力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 伊朗与美国的严重对立、联合国安理

会对伊朗的制裁,使伊朗在国际社会日趋孤立也是不容否认的现实。伊朗推行 拥核崛起 战略而导致

与美国和以色列的对抗加剧,这固然有一定的必然性,但伊朗的强硬姿态虽然可以调动反抗西方强权的

民族情绪,暂时转移国内矛盾视线,但并未能给伊朗创造一个宽松而稳定的国际环境和发展空间,并最

终损害了伊朗的国家利益。
[ 17] 123- 124

奥巴马上台后,接触与施压构成了美国伊朗政策的主要手段, 美国

一方面表示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美伊分歧,与伊朗发展 建设性关系 ,暗示美国不谋求推翻伊朗政

权,甚至表示 伊朗可以和平使用核能 ;另一方面则不断警告伊朗如不作出改变将面临更严厉的制裁。

就奥巴马就职以来的美伊关系看,双方虽然都有改善关系的期待与善意表示,就总体而言尚未出现大的

突破。如果内贾德政府在第二任期内对强硬的外交政策不作出一定的调整和改变, 美伊关系再度走向

紧张对抗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伊朗所处的国际环境也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并导致国家利益严重受损。

结束语

通过对 80余年来伊朗外交的历史回顾,有两点值得发展中国家吸取的历史教训。首先是如何避免

国家的外交走向依附与革命两个极端。从巴列维王朝到霍梅尼时期的伊朗外交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两

种极端的体现,巴列维王朝片面追随和依附美国的外交,使伊朗外交丧失了独立性; 而霍梅尼矫枉过正

的革命外交,又使伊朗陷入了空前的国际孤立。其次,如何正确处理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这一

问题突出体现在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外交之中,霍梅尼时期的 输出革命 外交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

外交, 严重损害了伊朗的国家利益,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外交开始逐步发生向以国家利益为主的转变,

但时至今日仍然无法彻底摆脱意识形态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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