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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叙利亚内战爆发前，库尔德人曾是这个国家饱受欺压和排斥的

少数民族。 为争取民族权利，叙利亚库尔德人从内战前就开始组织政党开

展民族运动。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组织建立了自己

的武装。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反恐联盟的支持下，库尔德人武装通过

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控制了叙北部库尔德人居住的大片土地，并极力

寻求政治自治。 在俄罗斯的积极支持下，库尔德政治力量提出了战后在叙

利亚建立联邦制的构想。 目前，叙利亚库尔德人已经在叙北部建立了库尔

德联邦区，并期望内战结束后建立自己的自治区。 但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

治发展进程正受到来自土耳其及国内其他阿拉伯反对派的阻挠和抵制等

不利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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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库尔德人内战前后的政治发展


　 　 截至 ２０１７ 年底，叙利亚内战已经持续六年多，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势力和武

装力量在此期间经历了重大发展，并通过武力获得了相当规模的控制区域。 叙利亚

内战爆发前，该国库尔德人是一个不被政府承认的少数民族，在叙利亚国内政治生

活中曾深受压迫。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库尔德人的政治势力和武装力量发展迅猛。
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反恐联盟的军事援助下，通过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全

面对抗，库尔德人逐步控制了叙利亚国内近四分之一的领土，成为叙利亚内战后期

各派政治势力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随着军事实力的不断增强，叙利亚库尔德人

在俄罗斯的支持下，提出了在叙利亚战后建立联邦制的设想，并在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建立

了具有自治性质的库尔德联邦区。 叙利亚库尔德人主导的叙利亚民主军已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攻占“伊斯兰国”的“首都”拉卡，叙利亚国内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战

争也宣告结束。 在这种背景下，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发展前景愈加引起叙利亚国

内外各方的高度关注，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叙利亚内战结束后的国家政治重建，而且

还会对中东地区库尔德运动的整体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一、 内战前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生态

库尔德人作为叙利亚的第二大民族，拥有约 ２２０ 多万人口，占叙利亚 ２，３００ 万人

口的近 １０％。① 然而，自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叙利亚独立以来，库尔德人的少数民族地位

就一直未能得到承认。 历届叙利亚政府一直强调叙利亚的阿拉伯属性，并长期在意

识形态上奉行阿拉伯民族主义，无视其他少数民族的存在。 为了避免库尔德人的存

在挑战叙利亚国家的阿拉伯民族性质，叙利亚政府一直否认国内的库尔德民族身份

并压制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发展。 叙利亚宪法明确表示叙利亚是“阿拉伯民族的一部

分”，否认叙利亚存在库尔德人等非阿拉伯少数民族的事实。 叙利亚政府采取了一

系列措施，实行阿拉伯化政策，迫使非阿拉伯种族群体融入阿拉伯社会和文化。 这

些政策否认叙利亚国内存在非阿拉伯民族群体，宣称这些民族群体都是外来移民。
为了淡化这些非阿拉伯族群的民族属性，叙利亚政府将这些少数族群分散到全国各

地。 同时，叙利亚政府极力消除非阿拉伯族群存在的证据，阻止这些群体的成员联

合和一体化。② 另外，叙利亚政府还限制非阿拉伯族群宣扬自己的文化，迫使他们接

受阿拉伯文化习俗，忘记自己的文化传统。 这些政策经过多年实施后，在叙利亚国

内已逐步形成一种具有相当共识度的观念———库尔德人只是一群大多已经被阿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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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化的外来移民。①

１９６３ 年叙利亚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上台后，对库尔德人采取的同化和歧视政策尤

为严苛。 复兴社会党政府不仅禁止库尔德人的节日、服饰、语言和学校，甚至连新出

生的库尔德儿童都必须使用阿拉伯名字。 为了防止叙利亚库尔德人与土耳其和伊

拉克的库尔德人建立联系，叙利亚政府从 １９６５ 年开始在叙利亚与土耳其以及伊拉克

交界的边境地带建立了 １５ 公里宽的“阿拉伯带”，没收住在该地区的库尔德人的土

地，让其他地区的阿拉伯人迁入这个地区。 在公开场合，叙利亚政府把这种做法称

为土地改革和建立国家“模范村”或“理想村”。 １９７５ 年，叙利亚政府把大约 ４，０００
个因为修建幼发拉底河塔卜卡大坝（Ｔａｂｑａ Ｄａｍ）而失去土地的阿拉伯人家庭，安置

到土耳其边界地区从库尔德农民手中没收的土地上，在那里建立了 ４１ 个“模范

村”。② 这个项目直到 １９７６ 年后才逐渐停止。 但阿拉伯移民依然居住在这些地区，
并占据了库尔德人的大量土地。 这项实行多年的政策也导致这些地区的库尔德人

和阿拉伯人之间长期冲突不断。
叙利亚政府实行这些政策的目的，旨在通过没收库尔德人的土地使他们失去经

济来源，从而被迫分散到其他地区。 同时，叙利亚政府还限制库尔德人使用他们的

语言和保持他们的文化传统。 １９６２ 年 １０ 月，叙利亚政府还通过人口普查剥夺了大

批不能提供文件来证明其出生地为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公民权，把这些人视为“外国

人”。 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这些被称为“外国人”的叙利亚库尔德人，不但没有参加

学习和工作的权利，甚至无法在叙利亚国内自由流动。 据估计，２０１１ 年叙利亚内战

爆发前，叙利亚库尔德人中大约有 ３０ 万所谓的“外国人”。③ 叙利亚政府消除库尔德

人公民地位的做法，无非就是要证明大多数库尔德人并非历史上叙利亚境内的原著

民。 为此，叙利亚政府 １９９８ 年向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ｎ ｔｈｅ Ｅｌ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ｃｉａｌ 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提交的报告中明确宣称：“我们

希望表明，在叙利亚阿拉伯共和国并不存在所谓的库尔德问题……库尔德人并不构

成一个族群，因为他们遍布于全国各地，并且已经成为叙利亚社会的有机组成

部分。”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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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叙利亚内战前后库尔德人的政治和武装斗争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起，叙利亚库尔德人就始终坚持维护民族权利的斗争。 １９５７
年，叙利亚库尔德人建立了首个政党———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Ｓｙｒｉａ）。 叙利亚库尔德民主党建立后，经过多次分裂和重组，形成了若干个

新的政党。 叙利亚内战爆发前，国内约有 １５ 个不同的库尔德政党。 这些政党的成员

规模在 ５０ 人至几千人不等。① 这些政党的行动都处于秘密状态，因此无法了解每个

政党的确切情况。 库尔德政党虽然被叙利亚政府视为非法，可是政府也默许它们在

某种范围内开展活动。 同时，叙利亚政府的情报机构也和库尔德政党保持某种联

系，旨在通过这种联系监视这些政党。 但由于政府安全部门与各个政党之间联系的

情况并不透明，因而也造成了库尔德政党和政治人士之间的相互猜疑。 另外，叙利

亚库尔德政党相互之间也存在大量分歧。 这些分歧起初主要涉及对于伊拉克不同

库尔德政党的态度，当前则更多牵涉到各自的政治战略以及与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

的合作方式。 此外，库尔德政党领导人之间的个人矛盾，也是造成政党之间分歧的

重要因素。②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叙利亚库尔德政党基于不同的政治倾向形成了三个政党联

盟。 第一个政党联盟被称为“库尔德联盟”，包括左翼党、自由党、民主统一党和进步

党。 “库尔德联盟”与叙利亚政府之间的关系较为融洽，对叙利亚政府从未要求过库

尔德人文化权利以外的其他权利，在某些问题上赞同政府立场，因而叙利亚政府对

其持宽容态度。 第二个政党联盟被称为“库尔德民主阵线”，由两个同样称为叙利亚

库尔德民主党的政党，再加上平等党以及民族民主党组成。 在政治立场上，库尔德

民主阵线持一种比较中间的立场。 第三个政党联盟被称为“合作委员会”，其对叙利

亚政府提出明确的民族权利要求，政治态度比较强硬。 组成这个联盟的政党主要是

库尔德民主联盟党（Ｋｕｒｄｉｓｈ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Ｕｎｉｏｎ Ｐａｒｔｙ， 简称 ＰＹＤ）、未来运动党和自

由党。
２０１１ 年叙利亚爆发全国性反政府示威活动后，库尔德政治势力也加入了反对派

阵营，希望借此机会争取民族平等地位。 不过，叙利亚反对派阵营中占主导地位的

阿拉伯人势力，似乎并没有准备满足库尔德人的民族主义要求。 因此，叙利亚内战

爆发后，库尔德人对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都持怀疑态度。 尽管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

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库尔德人却一直保持谨慎和低调，避免卷入内战之中。 直到

２０１２ 年末，当叙利亚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在库尔德人居住的艾因角（Ｒａｓ ａｌ⁃Ａｙｎ）地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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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爆发冲突时，由库尔德民主联盟党领导下的 “库尔德人民保卫队”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ｓ，简称 ＹＰＧ）才乘机占领了当地政府机构和安全设施。 此后，
叙利亚反对派对库尔德人建立的检查站发动了攻击，从而导致库尔德武装和叙利亚

反对派之间爆发冲突。 在此后的几年中，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不但打败了叙利亚反对

派的武装攻击，还将“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分子逐步赶出了库尔德人居住的地区，控
制了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地区的大片土地。

作为叙利亚库尔德人的主要武装力量，库尔德联盟党领导的库尔德人民保卫队

主要是在库尔德民兵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目前，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力量大约有 ３
万到 ５ 万人。① 叙利亚内战初期，库尔德武装曾一度和反对叙利亚政府的叙利亚自

由军合作。 但库尔德武装在占据了库尔德人的地区之后，就为保存实力而不再参与

反政府武装的战斗，甚至还为了争夺控制区域与叙利亚反对派发生冲突。 进入内战

中期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控制区域逐渐从伊拉克扩展到叙利亚，并利用叙利

亚自由军和政府军相互攻击的机会，占据了自由军后方大片防守薄弱的地区。 叙利

亚自由军在这种打击下濒临覆灭，不得不撤退到阿勒颇和伊德利卜地区。 此后，“伊
斯兰国”组织又对叙利亚政府军展开攻击，消灭了拉卡地区的叙利亚政府军主力，占
据了大片库尔德人居住的土地。 在此情形下，库尔德武装开始在某种意义上和政府

军结成同盟，共同对抗“伊斯兰国”组织。 经过几年的努力，以库尔德人民保卫队为

主体的“叙利亚民主军”（Ｓｙｒｉａ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Ｆｏｒｃｅｓ，简称 ＳＤＦ），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国际反恐联盟的支持下，成为叙利亚国内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主力。 此后，库尔

德武装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战斗中不断取得胜利，将极端组织武装赶出了科巴

尼（Ｋｏｂａｎｅ）和泰勒艾卜耶德（Ｔａｌｌ Ａｂｙａｄ），从而掌控了叙利亚北部与土耳其边境接

壤的地区。

三、 叙利亚内战后期库尔德人的政治发展进程与成就

对于在叙利亚内战前曾经饱受压迫的叙利亚库尔德人来说，叙利亚内战的爆发

的确是他们改变命运的重要契机，而“伊斯兰国”组织的出现和扩张则更为叙利亚库

尔德人发展政治势力和扩大武装力量带来了难得的机遇。 随着叙利亚库尔德人武

装的攻势不断加强，“伊斯兰国”组织的势力在叙利亚北部地区已经大幅衰落。 不

过，叙利亚库尔德人在军事上虽不断取得胜利，但远未满足他们的政治诉求。 叙库

尔德人武装部队发言人鲁迪·奥斯曼（Ｒｏｄｉ Ｏｓｍａｎ）依旧宣称，库尔德武装的目标是

·４９·

① Ｓａｂｉｎａ Ｃａｔａｒ，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ａｒｔｉｅｓ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ｉｎ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Ｓｃｈａｈｂａｓｉ ａｎｄ Ｔｈｏｍａｓ Ｓｃｈｒｏｔｔ， ｅｄｓ．，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ｓ Ｈｉｓｔｏｒｙ —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ｉｅｎｎａ： Ａｕｓｔｒｉａｎ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２０１５，
ｐ．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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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继续解放我们的领土”①。
在军事上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叙利亚库尔德人在政治上也表现出对未来发展

的期待。 ２０１２ 年，在叙利亚内战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叙利亚库尔德人的两大政治力

量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和库尔德全国委员会（ＫＮＣ）联合组成了“库尔德最高委员会”
（ＳＫＣ）。② 库尔德人民保卫队则成为“库尔德最高委员会”指挥下的库尔德武装部

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库尔德最高委员会领导下的库尔德人民保卫队接管了科巴尼、阿
穆达和阿夫林一带的政府机构，宣布这个地区成为解放区。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库尔德最

高委员会宣布在其控制的叙利亚东北地区的城镇成立自治的过渡政府，专门管理叙

利亚库尔德人控制的叙利亚东北地区的事务。③

值得注意的是，在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发展中，他们不仅得到了以美国为首

的西方国际反恐联盟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方面的军事援助，还在政治发展上得到

了俄罗斯的积极支持。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６ 日，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领导人萨利

赫·穆斯林（Ｓａｌｅｈ Ｍｕｓｌｉｍ）公开宣称：“叙利亚库尔德人支持俄罗斯在叙利亚打击

‘伊斯兰国’的行动，并希望与莫斯科进行合作。”④紧接着，俄罗斯开始斡旋叙利亚

政府接受叙利亚库尔德人的自治。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俄罗斯就“在叙利亚国家框架下赋

予叙利亚库尔德人特殊地位”问题与叙利亚政府方面展开了会谈。 俄方在会谈备忘

录中提出的基本建议包括叙利亚国家宪法承认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民族权利和政治

权利；叙利亚政府承认库尔德人在锡兹拉、科巴尼和阿夫林地区建立的自治区，并授

权自治政府代表这些地区的各民族和各宗教团体利益；承认自治区内的库尔德警察

部队是合法的民族主义武装力量；将国家名称由“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更改为“叙
利亚民主共和国”（Ｓｙｒｉａｎ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⑤ 很明显，叙利亚库尔德人在叙利

亚战后的政治发展已经得到了俄罗斯的强力保证。 俄罗斯在 ２０１７ 年年初的阿斯塔

纳会议上，在讨论叙利亚宪法草案时再次明确提出库尔德人建立自治区问题，明确

表明了俄罗斯在政治上支持叙利亚库尔德人的立场。
对于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发展前景，库尔德民主联盟党领导人萨利赫·穆斯

·５９·

①

②

③

④

⑤

陆莲、霍娜：《议世厅：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十字路口》，多维新闻网，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５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
ｄｗ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ｇｌｏｂａｌ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６－０２－２５ ／ ５９７２０３００．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

“Ｓｙｒｉａｓ Ｋｕｒｄｓ： Ａ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Ｗｉｔｈｉｎ Ａ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ｒｉ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２， ２０１３， ｐ． ４，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ｒｉｓｉｓｇｒｏｕｐ． ｏｒｇ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ｎｏｒｔｈ⁃ａｆｒｉｃａ ／ 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 ／ ｓｙｒｉａ ／ ｓｙｒｉａ⁃ｓ⁃ｋｕｒｄｓ⁃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ｗｉｔｈｉｎ⁃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 日。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Ａｌ⁃Ｊａｂａｓｓｉｎｉ， “Ｃｉｖｉ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ｙｒｉａ： Ｔｈｅ
Ｕｎｔｏｌｄ Ｓｔｏ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 １２， Ｎｏ． ３， ２０１７， ｐ． １０５．

《叙库尔德领袖：叙库尔德人支持俄在叙打击恐怖主义》， 中国新闻网，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６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ｇｊ ／ ２０１５ ／ １０－０６ ／ ７５５６１２５．ｓ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Ｍａｈｍｕｔ Ｂｏｚａｒｓｌａｎ， “Ｓｙｒｉａ Ｒｅｊｅｃｔｓ Ｒｕｓｓｉａｎ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４，
２０１６，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ｃｏｍ ／ ｐｕｌｓｅ ／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 ／ ２０１６ ／ １０ ／ ｔｕｒｋｅｙ⁃ｒｕｓｓｉａ⁃ｍｅｄｉａｔ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ｋｕｒｄｓ⁃ａｎｄ⁃ａｓｓａｄ．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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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曾明确表示，库尔德人的奋斗目标是争取在一个民主的叙利亚国家中实现库尔德

人区域的自治。 这种政治态度表明，库尔德人的政治目标并不仅仅是推翻当前的叙

利亚巴沙尔政权，而是要建立一个更为民主的叙利亚政治环境。 同时，叙利亚库尔

德人仅仅希望实现自治，而不是独立。① 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武装领导人马哈茂德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叙利亚危机结束后，新的政府将会建立。 到那时，我们与

政府之间的裂痕将会得到修补”，他特别强调，“可以确定的是，时钟再也不能往回

拨了”。②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随着美国和俄罗斯调停的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停火协议生

效，俄罗斯开始部分撤军，有关叙利亚国家未来政治安排的讨论也愈发激烈。 然而，
由于受土耳其极力阻挠等因素的干扰，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势力被排除在日内瓦

和谈之外。 在这种背景下，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于 ２ 月 １２ 日提出，叙利亚库尔

德人将按照联邦制模式管理叙利亚北部库尔德人控制的地区。 库尔德民主联盟党

官员伊德里斯·纳桑（ Ｉｄｒｉｓ Ｎａａｓａｎ）强调，叙利亚人民都在寻求改变当前的政治体

制。 “我们希望库尔德人建立的联邦区能够成为一个样本，推动叙利亚从中央集权

制转向联邦制。”③库尔德民主联盟党的领导人萨利赫·穆斯林也表示，实行联邦制

并不意味着脱离叙利亚，这只是一种自治手段，因为“叙利亚已经无法再回到原来的

老路，叙利亚人民不会再接受任何中央集权模式”④。 叙利亚库尔德人的这一行动，
表达出希望通过宣布成立联邦区来争取自己政治利益的愿望。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库尔德人又在其军事控制区自行宣布成立库尔德联邦区。 这个地

区位于叙利亚境内名为“罗贾瓦（Ｒｏｊａｖａ）”的库尔德地区，也就是中东地区的西库尔

德斯坦。 因此，叙利亚库尔德人把这个自行成立的自治区正式命名为“北叙利亚民

主联邦—罗贾瓦（Ｎｏｒｔｈ Ｓｙｒｉａ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Ｒｏｊａｖａ）”联邦自治区。 同年 １２ 月底，联邦

区当局又将这一名称更名为 “北叙利亚民主联邦区 （ Ｎｏｒｔｈ Ｓｙｒｉａ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⑤ 在这里，库尔德联邦区当局已经把街道的阿拉伯文名称改为库尔德

文，并且开始在学校教授库尔德语。 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则担负了管理叙利亚境内库

·６９·

①

②

③

④

⑤

Ｏｆｒａ Ｂｅｎｇｉｏ， “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ｓ ｉｎ ａ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Ｔｈｅ Ｂｅｇｉｎ⁃Ｓａｄａｔ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 ｐ． ２３， ｈｔｔｐｓ： ／ ／ ｂｅｓａｃｅｎｔｅｒ．ｏｒｇ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７ ／ ０２ ／ ＭＳＰＳ１３０ｗｅｂ．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８ 日。
万秋波：《趁叙利亚内乱库尔德人要自治，加紧实现对聚居地区控制》，金羊网，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ｈｔｔｐ： ／ ／ ｎｅｗｓ．ｙｃｗｂ．ｃｏｍ ／ ２０１３－０８ ／ １４ ／ ｃｏｎｔｅｎｔ＿４８４６４８２＿２．ｈｔｍ，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１８ 日。
Ｚｅｙｎｅｐ Ｋａｙａ ａｎｄ Ｍａｔｔｈｅｗ Ｗｈｉｔｉｎｇ， “Ｓｏｗｉｎｇ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Ｋｕ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Ｗａ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２４， Ｎｏ． １，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１７， ｐ ．７９．
任丹妮：《库尔德自行成立联邦区，叙利亚有没有可能联邦化？》，澎湃新闻网，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ｎ ／ ｎｅｗｓＤｅｔａｉｌ＿ｆｏｒｗａｒｄ＿１４４５７６４，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Ａｌ⁃Ｊａｂａｓｓｉｎｉ， “Ｃｉｖｉｌ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ｉｎ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ｙｒｉａ： Ｔｈｅ

Ｕｎｔｏｌｄ Ｓｔｏｒｙ，” ｐ． 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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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德人事务的主要责任，负责建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安全机构。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联邦区当局还宣布，库尔德人计划在 ６ 个月内颁布联邦区政府文件，并将联合

其他分散的少数民族群体，还有所有反对“伊斯兰国”组织以及“支持阵线”的民兵武

装。① 从现实角度来看，叙利亚库尔德人提出的联邦制的确是为叙利亚战后的政治

重建提出了一种具有建设性的政治设想。 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发言人易卜拉欣·易

卜拉欣（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Ｉｂｒａｈｉｍ）向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表示，只有联邦制才能有助于维护

叙利亚国家的统一。 他还特别强调，为了维护叙利亚国家的统一，库尔德人成立联

邦区的地区甚至不会被称为“库尔德区”，而是称为“叙利亚北部联邦区”。 在这个联

邦区中，阿拉伯人和土库曼人都可以享受同等的政治权利。② 对于叙利亚库尔德人

来说，他们最理想的目标是实现库尔德人在叙利亚库尔德人居住区的自治，而不是

从叙利亚国家分离。
目前看来，叙利亚库尔德人未来的政治发展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利的前景。 ２０１７

年 ３ 月 ４ 日，在日内瓦举行的新一轮叙利亚会谈中，由叙利亚法律专家和反对派代表

组成的委员会，已经开始审议俄罗斯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在阿斯塔纳会谈中提出的叙利亚宪

法草案。 这个草案中就库尔德问题的两个方案进行了讨论。 第一个方案是将库尔

德人聚居区从叙利亚独立出来，叙利亚和未来的库尔德地区需要确定边界，同时正

式建立一个库尔德自治区。 当然，这个从叙利亚分离出来的库尔德自治区和在土耳

其、伊拉克生活的库尔德人没有关系。 另一个方案是把叙利亚变成一个联邦，保留

叙利亚中央政府。 这意味着库尔德人将获得自治权，可以维护其自身的语言、文化、
言论自由和政府机构。

四、 当前叙利亚库尔德人政治发展面临的压力

经过几年的艰苦斗争，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力量已经在叙利亚内战期间取得

了重大进展，并在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壮大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还在

叙利亚北部地区建立了自治性质的联邦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国家积极扶植库尔德武装打击“伊斯兰国”等极端势力，为其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和军

事支持。 而叙利亚政府在打击极端势力的过程中，也要借助库尔德武装力量，因而

对库尔德人的政治发展表现得比较宽容。 这些情况都表明，叙利亚库尔德人已经为

其未来的政治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然而，从另一方面看，叙利亚库尔德人未来

的政治发展，仍然面临着来自国内外因素的制约。

·７９·

①

②

《消息人士：叙利亚库尔德人将在 ６ 个月内制定联邦制文件》，俄罗斯卫星通讯社，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ｈｔｔｐ： ／ ／ ｓｐｕｔｎｉｋｎｅｗｓ．ｃｎ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２０１６０３１８１０１８４８３２２８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

任丹妮：《库尔德自行成立联邦区，叙利亚有没有可能联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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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土耳其因素

长期以来，土耳其对于叙利亚库尔德人政治势力的壮大一直保持高度警觉。 土

耳其认为，代表叙利亚库尔德政治力量的叙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与土耳其国内长期从

事分裂和反政府活动的“恐怖组织”库尔德工人党（ＰＫＫ）关系密切，叙利亚库尔德政

治势力的发展，必将为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提供有力支持，从而导致土耳其国内

长期处于矛盾和冲突中的库尔德问题进一步恶化。①

在土耳其国内，库尔德问题是一个长期困扰政府的安全问题。 土耳其国内有

１，８００多万库尔德人，是中东地区库尔德人口最多的国家。 土耳其历届政府都极力打

压这个庞大的族群，并对其实行偏激的民族主义政策。 土耳其 １９２３ 年签订的《洛桑

条约》规定，只有非穆斯林族群才能被视为少数民族。 因此，对于信奉伊斯兰教的库

尔德人，土耳其始终不承认其少数民族地位，而将其称之为“山地土耳其人”，并对其

实行同化政策。② 长期以来，土耳其政府在经济、政治、文化、人权等方面的民族压迫

政策，很早就激起了库尔德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并导致了他们的极力反抗。 １９７８ 年，
奥贾兰领导的库尔德工人党成立的目标就是要在土耳其与伊拉克、叙利亚之间建立

一个独立的库尔德人国家。 从 １９８４ 年开始，库尔德工人党在土耳其国内开展武装斗

争，导致 ４ 万多人丧生。③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土耳其国内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遭到

政府清剿，大量人员流亡到邻国伊拉克，但依然坚持从境外对土耳其发动武装攻击。
土耳其政府虽然多次越境打击，但却无法加以根除。 库尔德人势力日益壮大并对土

耳其安全和领土完整构成重大威胁，成为土耳其政府头号心腹大患。④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人员大批进入叙利亚，协
助叙利亚库尔德人建立自己的武装。 叙利亚库尔德人建立库尔德联邦区政府后，执
政的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依然自认是库尔德工人党的叙利亚分支，承认奥贾兰为最高

领导人。 联邦区两位联席主席萨利赫·穆斯林和阿西亚· 阿卜杜拉 （Ａｓｙａ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的任命也来自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总部。 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与土

耳其库尔德工人党之间的密切关系，导致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在组织和目标上

存在模糊性，使外界把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提出的主张视为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

党认同的目标，这是土耳其政府对叙利亚库尔德政治发展和武装力量加以遏制和打

击的根本原因。 相比之下，土耳其政府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政府关系则较为密切，

·８９·

①
②

③
④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ｓ 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 Ｂａｌａｎｃｉｎｇ Ａｃｔ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ｍｍｅｎｔｓ， Ｖｏｌ． ２３， Ｎｏ． ４， ２０１７．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Ｍ． Ｇｕｎｔｅ， “ Ｉｒａｑ， Ｓｙｒｉａ， 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ｓ： Ｇｅｏ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Ｓ． ａｎｄ Ｔｕｒｋｅｙ，”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Ｖｏｌ． ２２， Ｎｏ． １， Ｓｐｒｉｎｇ ２０１５， ｐ． １０６．
李秉忠：《土耳其民族国家建设与库尔德问题的形成及趋势》，载《史学集刊》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第 ９２ 页。
唐志超：《俄罗斯与土耳其关系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趋势》，载《西亚非洲》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第 １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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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因就是伊拉克库尔德人与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之间的界限明确。①

目前，土耳其政府压制叙利亚库尔德人政治发展的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

面：首先，土耳其政府在政治上极力阻止叙利亚库尔德政治力量进入叙利亚内战后

的政治安排。 由于土耳其的激烈反对，在多轮关于叙利亚问题的和谈中，叙利亚库

尔德人均被排斥在外。 可以预见，叙利亚库尔德人虽然在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的反恐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土耳其的持续压制，叙利亚库尔德人在叙利

亚内战后政治重建中的政治处境依然难以改善，并最终可能白白消耗掉在反恐行动

中建立起的政治影响。 而土耳其政府极力反对库尔德政治势力参与叙利亚和谈的

理由，则是因为与叙利亚政府之间保持合作关系的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并不代

表叙利亚民众的正义势力。 土耳其时任总理达武特奥卢曾指出，土耳其方面绝不能

接受一个“恐怖组织”出现在叙利亚反对派的行列中。②

其次，土耳其动用武力遏制和打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和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土耳其军队分别发起了“幼发拉底河之盾”行动和“橄榄枝”行动，越境打击叙利

亚库尔德武装。 此外，土耳其还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叙利亚自由军”对叙利亚库尔德

武装进行抗衡和打击。 据报道，由土耳其进行训练的这批叙利亚自由军武装大约包

含 １ 万多名战斗人员，土耳其不仅为这些武装人员提供住所和食物，而且还为接受训

练的士兵每月提供 ３００ 美元的津贴。 土耳其对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进行军事训练的一

个重要目的就是要使用他们直接对抗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③

最后，土耳其极力阻止美国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支持，甚至将其与北约的关系

作为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筹码。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０ 日，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新闻发布

会上提出，“美国不应该利用一个恐怖组织去打击极端组织，这样的举动会危及叙利

亚以及该地区的未来。 很明显，美国以前在叙利亚犯过同样的错误”④。 与此同时，
土耳其总理耶尔德勒姆（Ｂｉｎａｌｉ Ｙｉｄｉｒｉｍ）也表示，土耳其反对美国向叙利亚库尔德武

装提供武器。 “不管是直接或者间接支持库尔德工人党，土耳其都坚决不接受。 土

耳其和美国是北约中两个重要的盟友，因此我们不认为美国会在重要的盟友和恐怖

·９９·

①

②

③

④

Ｃａｌｅ Ｓａｌｉｈ， “Ｔｕｒｋｅｙ，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ｇｈ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４， ２０１５， ｐ． ６，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ｆｒ． ｅｕ ／ ｐａｇｅ ／ ⁃ ／ Ｔｕｒｋｅｙ⁃ｔｈｅＫｕｒｄｓ⁃ＩｓｌａｍｉｃＳｔａｔｅ． ｐｄｆ，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１ 日。

王莉兰： 《土耳其坚决反对库尔德民主联盟等参与叙利亚和谈》，环球网，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７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 ／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 ２０１６－０１ ／ ８４５４６９８．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胡悦编译：《土训练叙反对派抗击库尔德将激怒美国》，环球网，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６ 日， ｈｔｔｐ： ／ ／ ｗｏｒｌｄ．
ｈｕａｎｑｉｕ．ｃｏｍ ／ 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 ／ ２０１７－０５ ／ １０７４８２１５．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Ｊｏｈｎ Ｂａｃａｎ， “Ｅｒｄｏｇａｎ Ｒｉｐｓ Ｕ．Ｓ． Ｐｌａｎ ｔｏ Ａｒｍ Ｋｕｒｄｓ； Ｍａｔｔｉｓ Ｄｏｗｎｐｌａｙｓ Ｔｕｒｋｅｙ Ｒｉｆｔ，” ＵＳＡ Ｔｏｄａｙ， Ｍａｙ
１０， ２０１７，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ｕｓａｔｏｄａｙ． ｃｏｍ ／ ｓｔｏｒｙ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７ ／ ０５ ／ １０ ／ ｔｕｒｋｅｙ⁃ｍｉｆｆｅｄ⁃ｕｓ⁃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ａｒｍ⁃ｋｕｒｄｓ⁃ｍａｔｔｉｓ⁃
ｄｏｗｎｐｌａｙｓ⁃ｒｉｆｔ ／ １０１５０３３０４ ／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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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之间选择支持恐怖组织。”①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Ｍｅｖｌｕｔ Ｃａｖｕｓｏｇｌｕ）也表示，
“美国支持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与恐怖组织库尔德工人党没有区别，他们获得美国

的武器将威胁到土耳其的安全”。② 随着与叙利亚库尔德人之间关系的不断恶化，土
耳其已经以防止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地区出现“恐怖主义走廊”为名，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８ 日派军队进入叙利亚伊德利卜省，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进行军事威慑。

（二） 叙利亚反对派因素

在遭到来自邻国土耳其强大压力的同时，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发展还受到叙

利亚国内其他反对派的抵制。 实际上，从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初，叙利亚库尔德人与

叙利亚其他反对派之间就充满矛盾。 在性质上，这种矛盾主要是民族矛盾。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叙利亚反对派代表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举行会议时，库尔德代表曾提出希望

叙利亚在后巴沙尔时代能够成为一个多元化的国家，承认库尔德人的民族权利，并
把叙利亚的国家名称由“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改成“叙利亚共和国”。 但库尔德代

表的这一要求并未得到其他反对派代表的认可，库尔德代表因此退出会议以示抗

议。 叙利亚其他反对派的这种回应表明，他们和叙利亚政府一样执着地坚持阿拉伯

民族主义观念。 此后，由于这种政治立场的差异，叙利亚国内反对派全国联盟一直

不愿同库尔德人进行实质性接触。 在叙利亚问题第二轮日内瓦和谈中，全国联盟甚

至坚决反对库尔德人单独派代表团出席会议。③

叙利亚库尔德人与其他阿拉伯反对派之间的这种民族矛盾，还突出体现在双方

通过武装力量争夺控制区域的冲突中。 ２０１３ 年，当叙利亚内战进入白热化状态时，
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武装库尔德人民保卫队也在不断发展壮大。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
叙利亚库尔德人武装力量起初正是利用叙利亚反对派的主要军事力量叙利亚自由

军与叙利亚政府军之间的冲突来扩大自己的地盘。 从 ２０１２ 年下半年开始，库尔德人

武装就利用叙利亚政府军的收缩和后撤，逐步扩大了在叙利亚东北部的控制范围。
而这些区域原本是叙利亚自由军从叙利亚政府军手中夺取的土地，因而导致库尔德

武装与叙利亚自由军之间的冲突不断，双方经常发生交火事件。 为此，叙利亚自由

军甚至把库尔德武装看成是叙利亚政府军的帮凶。
此后，“伊斯兰国”组织势力不断扩张，并对叙利亚库尔德人和叙利亚自由军发

动全面进攻，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和叙利亚自由军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一些变化。 一方

面，面对“伊斯兰国”组织的强势进攻，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开始节节败退，叙利亚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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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Ｊｏｈｎ Ｂａｃａｎ， “Ｅｒｄｏｇａｎ Ｒｉｐｓ Ｕ．Ｓ． Ｐｌａｎ ｔｏ Ａｒｍ Ｋｕｒｄｓ； Ｍａｔｔｉｓ Ｄｏｗｎｐｌａｙｓ Ｔｕｒｋｅｙ Ｒｉｆｔ，”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Ｉｂｉｄ．
Ｄａｖｉｄ Ｒｏｍａｎｏ ａｎｄ Ｍｅｈｍｅｔ Ｇｕｒｓｅｓ， ｅｄｓ．，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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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在叙利亚北部的控制范围日渐缩小。 另一方面，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在抵抗和打击

“伊斯兰国”方面渐渐成为主力，并为叙利亚自由军提供了某种保护，帮助叙利亚自

由军抵挡来自“伊斯兰国”的进攻。 二者因此形成了一种合作关系。① 不仅如此，库
尔德武装还接收了大批叙利亚自由军的溃散人员。

然而，尽管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和叙利亚自由军在打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开展

了一定程度的合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叙利亚库尔德人和叙利亚反对派之间在民族问

题上对立的政治立场发生了转变。 代表叙利亚库尔德最高委员会的库尔德主要政

治力量库尔德民主联盟党，自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和叙利亚反对派的其他政治力量

之间也充满矛盾。 究其原因，库尔德民主联盟党认为，强调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叙利

亚各派反政府势力把争取民族自治的叙利亚库尔德人视为试图推动库尔德独立的

叙利亚分裂势力。 在叙利亚其他反对派看来，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不过是土耳其的库

尔德工人党在叙利亚的分支。 而库尔德工人党的最终政治目标就是要在中东地区

建立库尔德人的独立国家。 因此，随着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主导的库尔德联邦区在叙

利亚北部的建立，叙利亚国内的其他反对派对库尔德人的不满和排斥也不断加强。
当前，随着“伊斯兰国”势力的溃败，库尔德政治势力与叙利亚反对派的全国联盟之

间的矛盾又将重新凸显，并将进一步加剧。

五、 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发展前景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公投，使得在叙利亚内战尚未结束的情

况下，中东地区的库尔德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独立公投不仅引起

了伊拉克中央政府的强烈反对，伊中央政府还直接派军队从库尔德人手中夺去了基

尔库克这一盛产石油的争议地区，而且促使伊拉克和土耳其以及伊朗这些同样存在

库尔德问题的国家联合起来，对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实行封锁和抵制。 这种敏感的

局面对于试图在叙利亚内战结束后推动叙利亚联邦制和实现库尔德地区自治的叙

利亚库尔德人来说，必然会带来更大的困难。
不过，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发展也面临一些有利因素。 首先，叙利亚库尔德

人在内战期间发展的政治势力和武装力量已经使得库尔德民族成为叙利亚国内一

个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叙利亚库尔德人已经在叙利亚北部占

据了自己管辖的地区，并建立了自己的联邦区管理机构。 其次，叙利亚库尔德人还

在叙利亚战后建立联邦制的问题上得到了俄罗斯的积极支持。 俄罗斯在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阿斯塔纳会议中提出的叙利亚战后重建的宪法草案中，已经明确表明了支持叙利

·１０１·

① 王晋：《库尔德人和叙利亚反对派的权益同盟》，中国网，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ｈｔｔｐ： ／ ／ ｏｐｉｎｉｏｎ．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ｃｎ ／ ｏｐｉｎｉｏｎ＿２０＿９５１２０．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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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建立联邦体制并给予库尔德人自治的立场。① 这将为叙利亚库尔德人内战后的政

治发展提供极为有利的机遇。 最后，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过

程中不断壮大，并得到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反恐联盟的军事支持，已经发展成为

叙利亚国内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这将成为叙利亚库尔德人未来政治发展的强有力

的保障。
当然，叙利亚库尔德人政治发展面临的压力不容乐观。 随着“伊斯兰国”组织的

覆灭，叙利亚国内原来曾与库尔德人合作打击“伊斯兰国”的其他反对派武装，与其

争夺控制区的冲突已经日益明显。 同时，为了协调与其他叙利亚反对派之间的关

系，叙利亚库尔德人既要避免和叙利亚政府之间发生冲突，还要撇清与叙利亚政府

之间的合作关系。 为此，叙利亚库尔德人应在继续争取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军事支

持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的联系，以争取获得域外大国的理解和支持。
此外，叙利亚库尔德人也要在争取自治的同时表明坚持维护叙利亚国家主权统一的

意愿，争取叙利亚政府以及其他反对派的理解。
对于来自邻国土耳其的压力，叙利亚库尔德人当前最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尽快淡

化与土耳其之间的矛盾，撇清与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之间的关系，通过和土耳其政

府的接触和谈判来获得对方的理解。 叙利亚库尔德人应争取和土耳其政府改善关

系，而不是继续坚持和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之间的联系来加剧与土耳其的矛盾。 实

际上，叙利亚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和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虽然在源头上有一定联系，
但双方当前的根本利益并不相同。 对于叙利亚库尔德人来说，他们迫切需要解决关

于自己生存的前途命运问题，而不应为了维护库尔德工人党分支机构的名义而影响

自身的政治发展进程。

（责任编辑： 李　 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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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Ａｎｎｅ Ｓｏｆｉｅ Ｓｃｈｏｔｔ， “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 Ｗｏｒｌｄ⁃Ｓｔａｇｅ 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ｓ ｏｆ Ｓｙｒｉａ，” Ｄａｎｉｓｈ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 ｐｐ． １７－１８， ｈｔｔｐ： ／ ／ ｐｕｒｅ．ｆａｋ．ｄｋ ／ ｐｏｒｔａｌ ／ ｆｉｌｅｓ ／ ７２４８２６４ ／ Ｔｈｅ＿Ｋｕｒｄｓ＿ｏｆ＿Ｓｙｒｉａ．
ｐｄｆ， 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０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