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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610 年，先知穆罕默德开始传播伊斯兰教。 632 年穆
罕穆德去世，随后内战爆发，先知的女婿阿里的下属坚持阿
里及其后裔是哈里发职位唯一合法继承人，他们形成了什叶
派（“什叶” 意即追随）， 而正统的穆斯林则形成了逊尼派
（“逊尼”指遵守圣训的人）。

750年，在什叶派支持下，阿拔斯王朝建立，首都巴格达城。
945 年，属于波斯人支系、信仰什叶派的白益人创立白益

王朝，定都波斯设拉子，其统治者夺取了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
政治权力。

由此伊斯兰世界拥有两个最高中心： 由波斯的白益王朝
的大不里士，由伊拉克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控制的巴格达。

宗教分裂 外部入侵 强国干预

先知去世 教派一分为二

伊斯兰社团“乌玛”领土示意图

伊斯兰社团

乌玛

奥斯曼帝国全盛期领土示意图 目前中东 18 国领土示意图

1919 年 阿富汗
1923 年 土耳其
1932 年 沙特阿拉伯
1943 年 黎巴嫩
1946 年 叙利亚
1946 年 约旦
1947 年 巴勒斯坦
1948 年 以色列
1952 年 埃及

阿拔斯王朝，
首都巴格达城

白益王朝，定
都波斯设拉子

打破传统的部
落家族关系；

政教合一的社
会组织；

着手统一半岛

特点

确立信仰高
于一切；

穆斯林不分
种族、部落和肤色
而共同团结

由现今的阿拉
伯半岛、萨珊帝国 、
叙利亚、伊拉克 、呼
罗珊和北非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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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发展

欧亚入侵 奥斯曼帝国分裂 美苏伸手播下战乱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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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军掠夺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 战
争持续两个世纪

11-13 世纪，欧洲封建主、商人和天主教会利用
伊斯兰世界的分裂，先后组织了 8 次十字军东侵【时间】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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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结果】

1055 年至 1158 年，塞尔柱突厥人建立塞尔柱帝
国，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率领蒙古大军攻陷巴格达，
阿拔斯王朝最终灭亡

中东分裂成若干汗国， 小亚细亚西部出现了奥
斯曼土耳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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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结果】

1299 年，奥斯曼人宣布建国

到 1574 年， 奥斯曼人征服了巴尔干、 埃及、阿
曼、也门和除摩洛哥以外的整个马格利布，并在很大
程度上统一了伊斯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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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结果】

1566 年后，奥斯曼帝国不断衰落。 英国、法国和
西班牙等国则在北非争夺奥斯曼的省份： 阿尔及利
亚（1870）、突尼斯（1881）、摩洛哥（1904）

埃及、伊朗、阿富汗、突尼斯、摩洛哥、伊拉克、沙
特、土耳其独立；因土地问题，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
犹太人发生激烈冲突， 由此巴勒斯坦问题成为中东
地区的中心问题之一

1979 年

苏联入侵阿富汗
促成伊斯兰主义组织
崛起， 阿富汗内战全
面爆发

1996 年

以极端的伊斯兰
主义为特点的塔利班
占领喀布尔

2003 年

美国发动伊拉克
战争， 伊出现广泛反
美武装斗争， 为极端
主义的兴起提供土壤

2011 年

美国干涉叙利亚
内政， 叙政府与反政
府间爆发激烈冲突，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
斯兰国” 极端组织发
展壮大

背景：特殊地理位置，毗邻苏联
结果：美国杜鲁门主义和艾森豪

威尔主义，促使土耳其和伊朗靠向美
国，阿富汗保持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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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苏冷战

英国干预

背景： 中东这一时期的矛盾，表
现在激进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西方
势力的争夺上

结果：1971 年英国撤出海湾，除
巴勒斯坦外，中东国家全部宣布独立

伊朗伊斯兰革命

背景：1979 年，伊朗伊斯兰革命
爆发，巴列维王朝垮台，标志着中东
开始通过伊斯兰模式改造国家

结果：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和其后
的两伊战争意味着海湾成为与巴勒
斯坦并行的阿拉伯世界两大热点

公元
610年 10世纪 20世纪

中东 1400年
分裂成 18 国

公元 610 年起伊斯兰教的创立传播， 奠定 1400 多年至今的中东格
局。 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东征开创了历史上所谓的
“希腊化”时代，地中海文明与中东文明在同一范围内实现了交流碰撞。 公
元前 1 世纪后，中东地区进入波斯时期，基督教的国教地位确立，使中东
第一次形成了基于单一宗教的文化状态。 而从公元 610 年至今的 1400
多年间，中东从单一伊斯兰团体“乌玛”分裂成了 18 个国家。

两次入侵摧毁中东
阿拉伯问题专家、 武汉大学教授李建荣在接受本报

采访时表示， 中古中东地区受到的外来势力干涉来自于西
方十字军东征和蒙古军入侵。彼时，以阿拉伯半岛为中心的
中东地区早已建立起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 暨阿拉
伯帝国。 作为横跨亚、非、欧的地区霸主和东西方贸易的天
然中转站，阿拉伯帝国曾鼎盛一时，积累了大量财富。

但中东的和平很快被打破。 公元 11 世纪到 13 世
纪，在罗马教皇鼓动下，西欧封建领主向包括中东地区
发动战争。 战争以夺回圣城耶路撒冷为借口，实质却是
掠夺所在地土地和财富。 十字军东征导致大批中东阿拉
伯人和犹太人被杀，地区经济受到极大摧残。 此外，它也
导致占中东主体的穆斯林与基督教徒的矛盾激化。 而在
十字军东征后，蒙古军的入侵则具有毁灭性的影响。 公
元 1258 年，蒙古军攻入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延续几

百年的阿拉伯帝国从此灭亡。
对此，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研究员、美国乔

治城大学博士后钮松指出，游牧民族蒙古人推翻了文明先
进的阿拉伯帝国， 最为重大的损失不仅仅是人口的屠戮，
而是阿拉伯科技文明的摧毁，并由此促使伊斯兰思潮日趋
走向保守主义与神秘主义，这极大影响了日后中东地区的
历史进程。 中东与西方之间实力的对比由此开始逆转。

而伊斯兰史学界认为，中东中古黄金时代的结束固
然有外在势力介入因素，但它的趁势而入也反映出阿拉
伯帝国本身的分裂状况。 十字军东征前，阿拉伯帝国实
际上早已分裂成 10 余个封建小邦， 统一的政权受到严
重侵蚀。 帝国内部各区域的自行其是、难以团结也是导
致阿拉伯帝国灭亡不可忽视的因素。

外来势力留下战乱隐患
阿拉伯帝国灭亡后， 中东地区长时间保持着分裂乱

象。 直至 15世纪，发端于土耳其同样信奉伊斯兰的奥斯
曼帝国将中东收入版图之下，中东才再次出现统一局面。

奥斯曼帝国统治中东这一局面维持了约 400 余年，
在此期间虽也有小的动荡，但总体上中东保持着相对稳
定局面。

一战后奥斯曼帝国解体。 它的解体给中东带来的直
接后果之一是从前团结伊斯兰世界的单一凝聚力量不复
存在，各种民族思潮和运动开始席卷中东。 而另一后果则
是两大外来势力英法两大列强瓜分了原奥斯曼帝国在中
东的领土，并在当地大搞分而治之、民族分离的把戏，这
为之后巴以关系在内的诸多中东地区问题埋下了隐患。

20 世纪 50 年代， 美国取代英法成为中东最大的外
来势力。 与之相对立的苏联也开始向中东渗透，遏制对
方在该地区发展。 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与叙利亚、埃及
之间的冲突背后便是美国与当时苏联的角力。 而冷战结
束后，中东地区作为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和石油财富聚
集地也一直是这些外部大国的斗法场。

2011 年以来的“阿拉伯之春”，叙利亚内乱之后都有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暗中煽动的影子。 但正如 2003
年美国为石油利益侵入伊拉克，却从此深陷于伊战泥沼
一样， 这些外部势力的粗暴介入并没有带来和平本身，
反而将中东越搅越乱。 如今的伊拉克处于内战边缘，而
中东各国眼见这种内战的溢出效应，却束手无策，部分
甚至加入西方阵营参与对兄弟国家的“围殴”，这表明中
东内部分裂之深已无以弥补。 而西方外部势力的干预与
操纵则让这道裂痕撕开得更让人触目惊心。

这种现象其本质正是中东地缘版图的碎片化，导致
中东各国间利益诉求不同。 正如基辛格所称，中东动荡
局面在某种程度上是 20 世纪的产物。 而回望中东历史，
人们也会得出类似注解：在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
长时间统治时期内，中东保持的相对稳定要得益于一个
统一且较为强大的政体；同样，几乎每一次外部势力的
得逞部分也归咎于中东内部的分裂局面。

（见习记者潘茜）

610 年
伊斯兰教社团“乌玛”
750 年
什叶派阿拔斯王朝
945 年
什叶派白益王朝

1055 年
塞尔柱帝国（突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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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尔汗国（蒙古人）
1299 年
奥斯曼帝国
1502 年
波斯萨法维王朝
1574 年
奥斯曼帝国统一中东

1958 年 伊拉克
1960 年 塞浦路斯
1961 年 科威特
1962 年 也门
1970 年 阿曼
1971 年 阿联酋
1971 年 巴林
1971 年 卡塔尔
1979 年 伊朗

中东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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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明星 10位 获赠精美肖像相框
每日采用抽评软件从答题完

全正确选手中抽取 10 名“每日明
星”。
月度明星 10位 奖励千元学习基金

每月月度累计答题正确次数
前 10 名者（若多于 10 名将抽签产
生），获“月度明星”。
年度明星 10位 赢取万元学习基金

年度累计答题正确次数前 50
名选手（若多于 50 名将抽签产
生），将参与“我读我城·年度明星”
决赛，最终产生 10名优胜者。

昨日
答题明星

今日
闯关题目

昨日
正确答案

每天阅读长江日报
扫描二维码参与答题

市教育局、长江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闯关赛
比赛规则

1、“千人计划”民间智库华人占比为 15%。
2、今年 9 月前将有 550 名“防骗电子卡通警察”上岗。

1、我省出新政助大学生就业创业，毕业 3 年内创业可领取多少元一次性创业补贴？
A.4000 B.5000

2、我市昨日 8 时，PM10、PM2.5 等污染物浓度均为多少微克/立方？ A.18 B.20

姓 名 学 校 � � � � � � 班 级
付雨馨 余家头小学 一（3）
凃明哲 南垸坊小学 一（3）
李丁函 钢城一小 五（1）
柳博瀚 武钢实验学校 七（13）
陈文玓 西大街小学 五（7）
刘锐 钢城一小 四（5）
熊文青 解放中学 七（3）
何宇 武汉市南垸坊小学 五（1）
成思哲 金银湖小学 四（1）
张澜曦 大兴第一实验小学 四（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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