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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乱局源起及走势分析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张金平

最近，伊拉克局势急转直下，
“伊拉克
和沙姆（黎凡特）伊斯兰国”
（I
SI
S
）这一极
端武装曝光于世界媒体。此次伊拉克变局
是自 2011年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以来的一
张金平
场令国际社会大跌眼镜的“惊变”。那么，伊
拉克乱局因何而起？伊拉克会不会因此分
裂？伊朗会不会和美国合作打击这个武装？这个武装
背后有谁在支持？本版编辑特请专家做详细分析。

" 极端势力趁乱而起
欲建跨国教法政权
问! 这个武装究竟是怎样成长
起来的一个极端组织#它的宗旨%目
标是什么#
答!$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
(*+*+)的崛起之路是一条趁乱而起
的暴力之路"
第一! 该势力是乘伊拉克战争
之乱而形成的" 它在伊拉克的前身
是$基地%组织在伊拉克的分支(伊
拉克伊斯兰国) 和一些反美武装力

量" 美国占领伊拉克后随即解散伊
拉克政府机构和军队! 伊拉克国家
秩序陷入巨大的混乱! 国际恐怖势
力乘机成功地向伊拉克实现了渗
透!而在萨达姆时期$基地%恐怖组
织一直没有实现这个目标" 美国在
伊拉克的占领活动引发了不少的武
装反美活动"
第二! 该势力是乘国家重建中
的乱局而长期活动" 在伊拉克的重

# 局势发展看三方面
!先政后军"呼声颇高
问!下一步"伊拉克局势将如何
发展# 伊拉克会不会分裂#
答! 观察评判伊拉克战局的走
向! 需要观察研判伊拉克政治关系
及其社会结构基础" 正如上海外国
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名誉所长朱威烈
先生所说! 目前发生在伊拉克变乱
的不只是一个恐怖与反恐问题!也
是教派矛盾# 民族矛盾等社会与政
治问题" 伊拉克局势发展包括以下
三个方面"
首先"是伊拉克的政局走势$
当前的战局对伊拉克的政局产
生了猛烈的冲击"面对$伊拉克与沙
姆伊斯兰国%势力猛烈的武力攻势!
伊拉克出现了$倒马利基%的巨大声
势" 变局发生后伊拉克什叶派精神
领袖西斯塔尼公开呼吁通过对话组
建一个赢得全国广泛支持的新政
府!避免重犯过去错误"逊尼派政治
力量和民众普遍反对马利基政府"
美国也要求马利基不要参与新
政府! 并将此作为支持伊拉克政府
军事行动的条件! 为此美国国务卿
专程到访巴格达" 海湾国家也反对
马利基! 但伊朗目前对马利基还表
示继续支持"

! ! ! ! 以色列军队在约旦河西岸的大
规模搜捕行动已持续近两周。巴勒
斯坦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以军行动
的主要目的在于削弱巴伊斯兰抵抗
运动（哈马斯）的势力，从而打击本
月初新成立的巴勒斯坦联合政府。
但在部分专家看来，以军行动可能
最终导致哈马斯在约旦河西岸地区
的影响力上升。
本月 !" 日，# 名犹太青年在约
旦河西岸城市希伯伦失踪，以色列
指责哈马斯策划实施了这起绑架，
并随即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展开大规
模搜捕行动。行动中，以军紧急征招

马利基政府则强调应对乱局
的重点是对极端势力的武力打击"
面对强大的$倒马利基%声势!马利
基试图通过推举亲信出任总理而掌
控政局"
目前!$先政治% 的呼声越来越
压倒$先军事%的意愿" 伊拉克联邦
法院在 !"#$ 年 % 月 #% 日核准了国
民议会的选举结果! 接着选举新总
理#新总统#新议长等"战局的走势!
是政治走势的延续"
其次"是战局的走势$
目前看来! 在伊拉克新政府成
立并组织反攻之前极端势力在战场
上还会继续保持优势! 但难以出现
% 月 #& 日到 #' 日间的那种$闪电%
般的变化"在这段时间里!极端势力
的重点可能会从攻城略地转向 $撇
脂策略%!所到之处抢劫银行并从所
占领的地区榨取大量的物资! 释放
被关押的极端分子# 招募成员并组
建组织网络! 实施严刑酷法进行极
端思维的宣传蛊惑等" 极端势力是
在进行乘虚而入的策略性武装进
攻& 还是图谋占据伊拉克全境的战
略性决战& 需要对极端势力的军事
战略背后的政治目标进行更深入的

! 军事进攻引发变局
进军速度震惊世界
问!伊拉克目前的乱局因何而起#
答!!&#$ 年 % 月 #& 日!一支名
为$伊拉克与沙姆(黎凡特)伊斯兰
国%(*+*+) 的武装攻占了伊拉克北
部石油重镇摩苏尔!在 ,, 日!这一
武装攻占了萨拉赫丁省的首府提克

建中!教派矛盾#族群矛盾#部族矛
盾十分突出! 一直没有形成有力的
政府治理" 无论是在美军占领时期
还是美军撤离之后! 伊拉克的恐怖
袭击等暴力活动十分猖獗"
第三! 该势力是乘西亚北非地
区变局之机而迅猛膨胀的" 地区变
局刺激了恐怖分子等极端势力的野
心! 也为极端势力的活动提供了空
间" 伊拉克的$基地%势力大举向叙
利亚进军!控制了一些地盘!到 !",'
年! 与在叙利亚活动的其他一些极
端势力汇合组建 $伊拉克与沙姆伊
斯兰国%" 该势力的政治目标是要建
立一个跨国的伊斯兰教法政权"

观察#判断"
当伊拉克新一届政府在伊拉克
国内政治协调一致的基础上来组织
武装反攻时! 政府能够动员国家资
源也会获得国际社会的较多支持!
通过空中和地面的军事行动击溃极
端势力应该是有很大可能的" 当政
府实施大规模军事反攻行动后!极
端势力内部很可能会发生较大的分
化!即使是当前!有报道就说这个势
力已经发生了内讧事件"
再次"是社会裂隙的弥合问题$
此次变局进一步撕裂着伊拉克
社会!加深#激化伊拉克社会分裂与
对立'同时!变局导致了大批民众流
离失所! 变局发生的前 ' 天就产生
了 (& 万难民" 能否弥合社会分裂#
安置难民! 影响着伊拉克的政治与
社会重建" 社会分裂给极端势力制
造机会! 极端势力之所以能够 $闪
电%般地进逼巴格达!与社会分裂是
有直接关联的" 极端势力更易于从
难民中招募成员"
极端势力的猖獗活动与迅猛攻
势!也会强化伊拉克社会各界弥合分
裂#分歧的意识" 伊拉克的各个政治
力量#广大民众产生了更紧迫的社会
弥合与政治团结的愿望"至于预测伊
拉克是否会分裂等等的命题!则不是
这一次$惊变%所能够决定的!需要从
以上要素特别是政治与社会重建的
走势中长期观察和研判"

里特(即萨达姆的家乡)!到 ,' 日!
这一武装又攻取了距巴格达不远的
两座城镇!扬言要进攻巴格达"这一
系列$闪电%般的军事$惊变%引发了
伊拉克的一场激烈的变局"
伊拉克是一个不乏战乱 $变局%

! ! 问! 伊拉克周边国家对
乱局的态度如何# 美国对伊
拉克变局的反应策略如何#
美国有媒体鼓吹中国出兵伊
拉克协助伊拉克政府打击极
端组织"是出于什么心态#
答! 作为什叶派新月带
(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等地)
的重要地区! 伊拉克的变局
牵动了地缘政治的 敏 感 神
经!将$震撼%传导到美国!引
起全球关注"
首先" 伊拉克变局引发
了地区政治力量的 激 烈 博
弈$
变局刚发生! 伊拉克政
府就有声音指责沙特是 $伊
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 势力
此 次 行 动 的 幕 后 老 板 !!'
日! 有伊拉克媒体报道说这
个势力在沙特与伊拉克边境
地区集结了 '&&& 人的武装!
准备越过沙漠向伊 拉 克 进
攻! 沙特则说相关指责 $荒唐可
笑%"但沙特非常关注伊拉克变局!
要求伊拉克组建政治和解的新政
府#要求美国干预变局但反对美国
在处置此次乱局中与伊朗合作!特
别是强烈反对伊朗出兵伊拉克"以
色列也反对美国在此次事件中与
伊朗合作"
伊朗目前继续支持马利基政
府!主张国际社会帮助伊拉克政府
打击 $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势
力"伊朗已将))架俄罗斯制造的战
斗机转给伊拉克"美国在!&日说伊
朗的一些特种部队人员已经进入
伊拉克!对于美#英等国有意与伊
朗在此次伊拉克乱局中合作的推
测!伊朗到目前为止的外交表态是
反对美国干预伊拉克事务!伊朗最
高领袖批评美国在伊拉克事务中
打小算盘"伊朗总统说愿意向伊拉
克的反恐行动提供帮助!会考虑与
美国合作在伊拉克境内对恐怖组
织采取行动"但派遣伊朗部队进入
伊拉克作战的情况看来不太可能
出现"
其次"是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

行动名为寻找失踪青年，实则希望
通过抓捕哈马斯领导人，捣毁其政
治、经济、社会机构，削弱该组织在
约旦河西岸的势力。
巴政治评论家阿塔拉对新华社
记者说，
以军行动旨在“切断任何通
向巴以和谈可能取得进展的道路”
，
从而破坏新组建的巴勒斯坦联合政
府以及巴内部和解进程。巴勒斯坦
两大政治派别法塔赫与哈马斯在 '
月底达成和解协议，并如期于 ( 月

对伊拉克乱局的反应$
美国对于伊拉克$惊变%
有些$懵%" 起初美国给国际
社会的印象似乎是有意与伊
朗进行$跨越式%的合作来共
同处置伊拉克乱局! 但近几
天看来美国的这一$意愿%似
乎淡了" $惊变%发生两周以
来!美国似乎在以$多方位%
策略应对此次伊拉克乱局"
一是单独或联合澳大利亚等
国向伊拉克派出一些战斗人
员!保护使馆和本国公民!意
在显示$在作为%'二是向周
边国家借力! 试图协调伊拉
克周边国家共同 $ 出 兵 出
钱%!在伊拉克维护美国的领
导权'三是向马利基施压!通
过整合伊拉克的政治力量形
成具有广泛政治基础的新政
府来解决目前的危机"
再次" 中国一直关注伊
拉克局势的发展$
中国与伊拉克长期保持友好关
系!一直关注伊拉克局势的发展"
第一!中国支持伊拉克国内实
现政治稳定以维护安全局势"
第二!中国对这一事件的复杂
性认识很清楚!中国坚定支持打击
恐怖主义等极端势力!但绝不会不
负责任地采取激化#恶化伊拉克本
已严峻的政治# 安全矛盾的举措"
目前在伊拉克发生的乱局!绝非简
单的反恐和打击极端势力的问题"
第三!中国注重国际协调而非
单边主义"
第四!中国高度重视中国公民
和机构在伊拉克的安全与合法权
益"
美国有媒体鼓吹中国出兵伊
拉克!既是错误的声音!也是少数
声音" 即使是对伊朗出兵伊拉克!
美国也没有明朗的态度" $鼓吹中
国出兵%话语背后是$大棒逻辑%的
潜意识发作!是迷信武力的惯性思
维" 事实上!美国自身也越来越意
识到武力不可迷信!国际社会也普
遍重视政治解决与协调解决伊拉
克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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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军行动旨在打击哈马斯势力
!$% 万名预备役士兵，
一度进入拉姆
安拉市中心及巴勒斯坦著名学府比
尔泽特大学，
这均为近十年来首次。
截至目前，
以军已在拉姆安拉、
纳布卢斯、
希伯伦、
伯利恒等城市逮
捕 %&& 余人，其中大部分为哈马斯
成员，行动还造成 % 人死亡、
十余人
以军在
受伤。这是自 "&&" 年以来，
约旦河西岸地区实施的最大规模军
事行动。
巴勒斯坦分析人士认为，以军

的国家"!""'年发生战争!开战的第
三周巴格达就被美军占领",--,年
伊拉克因入侵科威特而遭受了海湾
战争! 而就在,-))年伊拉克刚刚结
束了一场持续)年的战争"
此次变局最让国际社会十分震
惊的是这支武装的进军速度"虽然这
支武装在!",$年,月就在伊拉克的安
巴尔省开始攻城略地了! 但以'天的
速度占据数个重要城市并逼近都城!
也的确太出乎国际社会的意料了"

" 日组建联合政府。
阿塔拉认为，以军行动仅会在
短期内打击哈马斯势力，从长远来
看则会削弱民族权力机构的统治，
反而可能会让哈马斯在约旦河西岸
地区坐大。
“以军行动显然是在惩罚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因为他与哈
马斯达成和解，而这种惩罚反而会
使哈马斯的影响力增强。”
阿塔拉说，以军行动会随着 #
名失踪者被找到而告一段落。到那

时，约旦河西岸地区将会出现一种
新的局面，即民族权力机构与哈马
斯的影响力此消彼长。
尽管巴以局势近日出现升级态
势，但分析人士认为巴勒斯坦人发
动第三次“起义”
报复以军行动的可
能性并不大。
哈马斯此前曾警告说，如果以
军继续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展开军事
行动，
哈马斯将会
“打开针对以色列
的地狱之门”
。但分析人士认为，
哈
马斯目前并未制定报复以色列的具
体计划。
新华社记者 高路 刘立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