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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新任总统易卜拉欣·莱希

胡丹妮*

伊朗新任总统易卜拉欣·莱希

2021年6月19日，*伊朗现任司法总监赛义德·易

卜拉欣·莱希（Seyyed Ebrahim Raeisi）在大选中获得

了 62% 选票，以压倒性优势当选第 13 届伊朗总

统。① 莱希的当选顺应了伊朗社会民意，以温和、变

革之风著称的鲁哈尼政府将为带有保守派特征的

强硬派政府替代，显示出伊朗统治集团调整内政外

交的可能前景。

一、生平履历

易卜拉欣·莱希 1960 年 12 月出生于伊朗东北

部城市马什哈德，现年 61岁，其职业生涯开始于伊

朗国家司法系统。莱希 1980年进入司法体系，2019

年被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直接任命为司法总监，

该职位与总统平级，是伊朗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

1980年，年仅 20岁的莱希成为首批进入司法体

系的年轻教士。1989~1994 年，莱希担任德黑兰检

察官。因业绩出色，1994年后的 10年间，莱希为伊

朗监察总局的负责人。2004~2014 年，莱希担任伊

朗司法部门第一副部长。2014年，莱希被时任伊朗

司法总监的萨德格·拉里贾尼任命为总检察长，

2016年，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任命莱希为伊玛目礼萨

圣地监护人（Custodian of Astan Quds Razav）。2019

年至今，莱希一直担任伊朗司法总监一职，该职位

由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直接任命，任期 5 年。② 哈梅

内伊曾公开声明，莱希在各个关键时刻所展示的知

识、经验和效率以及在司法部门的长期服务是他发

布任命令的重要参考。③

莱希的岳父阿兰莫尔霍迪是马什哈德聚礼领

拜人、霍拉桑拉扎维省领袖代表。马什哈德是伊朗

的第二大城市、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圣城之一，也是

哈梅内伊出生、成长和求学的地方。尽管岳父是著

名的宗教人士，然而，莱希未能成为高级神职人员，

仅获得了什叶派中层教士称号——“霍贾斯特伊斯

兰”。尽管曾求学于伊斯兰什叶派最高宗教学府库

姆神学院，但莱希在理论学习上未有太多建树，也

未在伊朗宪法监护委员会（宪监会）任职。20 世纪

90年代初期莱希曾向哈梅内伊学习伊斯兰教法，并

和哈梅内伊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但他与神学院中其

他人员的关系并不密切。为了提升自身宗教地位，

莱希曾在伊玛目萨德格大学教授研究生课程。此

外，莱希也曾在特殊教会法院任职，该法院旨在惩

罚犯错的神职人员。莱希在专家委员会中享有较

高声望，曾于 2006 年当选专家委员会成员，两年后

取代鲁哈尼担任该委员会的秘书，2015年成为专家

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莱希的宗教经历并非十分出色，仅有中层教士

头衔，但伊朗强硬派有意培养莱希成为哈梅内伊的

继承者。实际上，对于最高领袖的遴选从哈梅内伊

开始就已经降低了对宗教头衔的硬性要求，治国理

政的能力成为新继承者的重要考量。当年同样只

有中层宗教头衔的哈梅内伊之所以能在激烈竞争

中胜出，其最大筹码就是拥有 8 年总统履历。2017

年伊朗大选，强硬派就推出莱希参选，希望他能借

* 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

①“Ebrahim Raeisi Wins Ir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 by Landslide”,

https://www.presstv.com/Detail/2021/06/19/660393/Iran-presidential-election-

2021-Ebrahim-Raeisi-wins.（上网时间：2021年6月21日）

②“Iran’s 2021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Candidates on Their

Foreign Policy Agendas,”https://www.presstv. com/Detail/202106//09/

658661/Iran-presidential-election-2021-the-candidates-on-their-foreign-policy-

agendas.（上网时间：2021年6月17日）

③“Leader Appoints New AQR Custodian,”https://en.mehrnews.com/

news/115044/Leader-appoints-new-AQR-custodian.（上网时间：2021年

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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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拥有完备的从政履历，增加未来竞争最高领袖的

筹码。虽然最后莱希败于鲁哈尼，但其得票率却是

历届候选人对阵现任总统最高的。现任总统鲁哈

尼以 57.1%的得票率赢得第 12届伊朗总统选举，莱

希得票率约为38.3%。①

二、当选原因

莱希能在此次伊朗大选中获胜，有三方面的重

要原因，分别是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看重、伊朗民

众的拥护以及其自身的年龄优势。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为首的宗教集团对莱

希的认可是其当选的重要原因。在处理对外关系

上，哈梅内伊认可莱希的强硬态度与理性思维，期

待其在伊核协议重谈中的作用。此外，作为宗教人

士，莱希曾师从哈梅内伊学习伊斯兰教法，其参选

时身着教士标志性服装而其余 6 位候选人均着西

装，显示其对于宗教的忠诚。莱希永远都以黑色头

巾和黑色大袍示人，代表他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

裔。莱希将成为伊朗继哈梅内伊、拉夫桑贾尼、哈

塔米之后的第四位教士总统。② 虽然伊朗最高领袖

的确立并非指定，但现任最高领袖的栽培与提携无

疑具有重要指向意义，哈梅内伊也曾受到前任最高

领袖霍梅尼的有意提拔。此次莱希在大选中获胜，

其总统经历极大可能助推其成为未来的最高领袖。

莱希的政治观点为当下伊朗所需，得到了民众

拥护。就其国内政策而言，莱希在正式登记前便发

表声明称将改革国家的行政管理体系，并与贫穷、腐

败、羞辱与歧视作斗争，③ 较好契合了国家经济下行

时伊朗民众对于改善生活状况的需求。此外，莱希

的胜选与其在对美关系与伊核协议上的强硬立场直

接相关。2018年 5月，美国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

伊核协议并重启对伊制裁，近三年来，温和派总统鲁

哈尼一直试图通过可逆转的方式突破“核门槛”，从

而寻求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同情与支持，继而敦促美

国重回伊核协议的谈判桌。随着美伊对峙的不断升

级，加之新冠疫情的影响，伊朗议会内部与民众对于

鲁哈尼“对话解决途径”的质疑声逐渐高涨。2021年

拜登政府上台后，美国无条件返回伊核协议的诚意

有限，莱希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政治观点，较好契合

了伊朗民众对美强硬的呼声，将有助于国际社会重

视伊朗在核问题以及解决制裁上的诉求。

其他总统候选人的不利条件也构成了莱希当选

的有利因素。此次伊朗宪监会对总统候选人的资格

审查后，仅有 7人顺利成为候选人。除莱希外，分别

是伊朗前首席核谈判代表赛义德·贾利利，伊朗伊斯

兰革命卫队前司令穆赫辛·雷扎伊，伊朗议会研究中

心负责人阿里礼萨·扎卡尼，伊朗议会第一副议长阿

米尔·侯赛因·加吉扎德，伊朗前副总统穆赫辛·迈赫

拉利扎德，以及伊朗央行行长阿卜杜·纳赛尔·赫马

提。名单中没有伊朗前总统内贾德，也没有副总统

贾汉古里和前议长拉里贾尼等热门人选。在具备

参选资格的 7名候选人中，除赫马提稍与温和派靠

近外，其余候选人均属强硬派。而赫马提的成就多

在经济领域，其影响力不足以让他取胜。在其余 5

位候选人中，最具竞争力的是坚定的强硬派雷扎

伊，但他在民意基础及哈梅内伊和教士集团的认可

度上仍有差距。在宪监会公布最终的候选人资格

后，伊朗一家名为快讯的网络媒体在社交平台上进

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在约有 8万人参与的调查中，莱

希的支持率为 52%，雷扎伊的支持率是 24%，其余 5

人的支持率均未超过 5%。另外，1960 年出生的莱

希今年仅 61岁，在所有候选人中年纪最小，符合哈

梅内伊曾专门提及的领导层需年轻化的要求，或也

可看出哈梅内伊对于莱希当选的倾向。大选前的 6

月 16日，穆赫辛·迈赫拉利扎德、阿里礼萨·扎卡尼

和赛义德·贾利利 3 位候选人先后宣布退出竞选。

其中，扎卡尼和贾利利宣布支持莱希。

三、政策倾向

与前任总统鲁哈尼不同，莱希并未在政界与外

①“Hassan Rouhani Wins Ir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https://en.

mehrnews.com/news/125470/Hassan-Rouhani-wins-Iran-s-presidential-election.

（上网时间：2021年6月13日）

②“伊朗选出强硬派总统意味着什么？”https://www.shobserver.

com/journal/getMobilejournal/getMobilePages.htm?date=2021-06-21.

（上网时间：2021年6月21日）

③“Raeisi Pledges to Fight Poverty, Unemployment as President,”

https://www.presstv.com/Detail/2017/04/27/519612/Iran-Presidential-Raeisi.

（上网时间：2021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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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界担任要职，莱希过往成就与贡献多集中在司法

领域，其政治观点尚未系统地呈现。通过梳理伊朗

主流新闻媒体对于莱希的报道可知，莱希对内主要

关注民生与反腐问题，对外主要关注对美关系与巴

勒斯坦等问题。

过往十数年，民生反腐与经济发展问题是莱希

最为关注的国内问题。2012年 5月，在伊朗一起涉

及 26亿美元的巨额金融欺诈案中，多位被告与伊朗

政府官员存有联系。时任伊朗第一副司法部长的

莱希表示，政府官员无论职位如何，一旦证实涉嫌

贪腐，都将被绳之以法。① 该事件显示出莱希在反

腐问题上的坚定态度。2017年总统竞选时，莱希要

求鲁哈尼政府对伊朗面临的经济困难负责。莱希

辩论发言时曾特别承诺解决失业问题，“我们将在

维护个人尊严的同时，促进就业，争取每年创造 100

万个就业岗位”。此外，在经济变革和发展的过程

中，莱希还格外期待青年的作用与贡献，如希望青

年思考伊朗如何更好地应对美国的经济制裁。②

2019年出任伊朗司法总监后，莱希对于改善伊朗民

生提出并采取了更多实质性的方案和举措。2020

年新冠疫情爆发后，伊朗是受疫情影响最为严重的

国家之一。2020年 3月 9日，莱希表示，为防止疫情

的传播与扩散，已经批准 7万名符合条件的囚犯临

时释放，而患有潜在疾病的囚犯将优先获释。③ 莱

希高度关切疫情影响下的民生，并于 2020年 4月表

示，伊朗司法机构高级官员将连续三个月自愿降薪

20%，并将此薪资重新分配给经济困难人群。2021

年 6 月 9 日莱希访问德黑兰大学时表示，应该努力

通过增加政府支付费用的份额来减轻人民对高医

疗保健价格的担忧。莱希指出，伊朗民众目前必须

支付 43% 的医疗保健费用，这一数额应该降低，因

此，应该设计“绿色信用卡”来帮助人们支付医疗费

用并解决住院和治疗问题。④

在伊朗对外关系上，莱希体现出了强硬派的鲜

明特征。就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而言，莱希坚持

以强硬态度维护伊朗的经济与安全利益。2019年 7

月，伊朗油轮在直布罗陀海域遭扣押，莱希要求英

国立即释放被扣押的伊朗油轮，否则英国将看到其

扣押行动的后果。莱希还谴责西方对“伊斯兰国”

恐怖组织使用同样的水道截获和走私叙利亚和伊

拉克石油视而不见。⑤ 2020年1月13日，莱希表示，

伊朗政府将就美国暗杀苏莱曼尼一事起诉美国总

统特朗普。他称，“我们应该把美国总统作为第一

被告。他应该受到起诉，并在全世界面前被送上法

庭”。2021年 1月，在苏莱曼尼遭刺杀一周年之际，

莱希参加了在首都德黑兰举办的悼念活动并提出

警告，杀害苏莱曼尼的凶手“在地球上不再安全”，

“不要以为像美国总统这样下命令的人就能免受审

判，从来都不会。所有那些参与了这次暗杀和罪行

的人在地球上都不再安全。”

此外，在处理伊朗的对外关系时，莱希注重与

伊斯兰国家加强安全合作与宗教联系，并高度关注

巴勒斯坦问题的走向。2012年 4月，莱希率伊朗代

表团前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参加为期 3天的

国际司法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伊朗的法学家、

法官和法律专家。他表示，希望伊朗代表团此行加

强伊巴在司法领域的合作。莱希形容两国关系十

分密切，有着共同的文化渊源和历史渊源。莱希也

曾强调伊朗需加强与伊拉克的司法合作，以合作应

对地区安全问题。2019年上任之初，莱希就以新任

司法总监的名义呼吁采取严厉措施打击种族主义、

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认为在发生恐怖行为之后仅

谴责恐怖行为是不够的。莱希称伊朗邀请世界各

地的法官、律师和真正的人权倡导者通过交换意见

和合作以达成强有力的共识，并表示伊斯兰共和国

司法机构作为伊朗的最高司法机关，已准备好成为

① “Anyone Involved in $2.6b Fraud Is Not Safe from Punishment,”

https://en.mehrnews. com/news/51426/Anyone-involved-in-2-6b-fraud-

is-not-safe-from-punishment.（上网时间：2021年6月15日）

②“Hassan Rouhani Wins Iran’s Presidential Election,”https://en.

mehrnews.com/news/125470/Hassan-Rouhani-wins-Iran-s-presidential-

election.（上网时间：2021年6月15日）

③“出于疫情防控需要，伊朗已临时释放 7 万名囚犯”，

http://m.ckxx.net/p/213266.html.（上网时间：2021年6月15日）

④“Raeisi: Iran’s Economy Should Be Fortified against Sanctions,

Other Shocks,”https://en.mehrnews.com/news/125470/Hassan-Rouhani-

wins-Iran-s-presidential-election.（上网时间：2021年6月13日）

⑤“伊朗司法总监莱希要求立即释放被扣伊朗油轮”，http://ir.

mofcom.gov.cn/article/jmxw/201907/20190702880653.shtml.（上网时

间：2021年6月13日）

47



伊朗新任总统易卜拉欣·莱希

这一运动的核心及该领域全球合作的协调者。①

2016年 8月，时任伊玛目礼萨圣地监护人的莱希曾

在伊朗边境巡逻指挥官和工作人员会议上指出，不

应忽视、容忍邻国的恐怖组织及其敌对伊朗的活

动。“伊斯兰共和国不认为任何邻国是敌人；然而，

不幸的是，伊朗的敌对者常利用这些国家的混乱来

破坏伊朗，这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的”。莱希还

强调，伊朗将坚决抵抗任何危及领土边境与国家安

全的威胁。“如今，伊斯兰共和国边界面临的威胁不

仅限于物理和军事威胁，还包括心理、经济和文化

攻势以及意识形态威胁”，“毒品问题与走私不应仅

被视为经济问题，伊朗还应关注贩毒背后霸权势力

的阴谋和邪恶本质”。②

巴勒斯坦问题是莱希最为关注的地区问题之

一。莱希在 2017年总统竞选时表示，不赞成对清真

寺世俗化的做法，并谴责世俗主义将清真寺（宗教）

与政治保持距离的企图，称伊朗的敌对者将不能在

伊朗国内传播世俗主义。除了关注本国的世俗化

问题，莱希还关注伊斯兰世界中其他国家的政治发

展与宗教问题。莱希是坚定的反以反西方代表，他

认为混乱和可悲的全球安全现状是西方政治的结

果，即将宗教与国家分开的结果。2016年 8月，莱希

在伊朗全国学生伊斯兰协会联盟成员会议上指出，

两次世界大战、犹太复国主义占领政权对手无寸铁

的巴勒斯坦人民 70 年的压迫以及目前世界的悲惨

状况，都是 300 多年来针对神圣价值观的斗争及西

方无宗教的政治所造成的结果。③ 2018 年 5 月，出

席主旨为“耶路撒冷：巴勒斯坦的永恒首都”的第六

届国际新视野会议时，莱希表示，特朗普将大使馆

迁至圣城的举动旨在推动阿拉伯政府与以色列之

间的关系正常化，并使得巴勒斯坦问题边缘化。他

谴责美国和以色列的行为将引起该地区的暴力与

冲突。他指出，美国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的失败是

确定和不可避免的，高贵的巴勒斯坦民族将继续抵

抗和反抗犹太复国主义。

总之，在莱希执政的第一个任期内，解决伊朗

的经济问题是其首要关注，而在对外关系上，莱希

在 2021年 6月 9日的选前辩论中提出，伊核协议、地

区影响力、经济外交及针对性的外交关系是其制定

对外政策时所看重的。④

四、执政前景

莱希重视经济、政治强硬的执政思路已具雏

形，但新政能否顺利实施、伊朗经济能否恢复取决

于诸多因素。莱希推行新政有其优势，也面临不少

制约因素。

伊朗社会对美强硬的普遍共识将成为莱希执

政的重要基础。莱希最大的优势在于当前国内形

势有利于其推行新政。在新冠疫情与美国制裁的

影响下，鲁哈尼政府也未能破解伊朗总统惯有的

“第二任期诅咒”。尽管伊朗凭借其多年应对制裁

的经验，仍在国家与地区问题上积极同美国博弈，

但是民众与议会中不满对美缓和的声音逐渐高涨。

莱希作为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在其上台后若能与美

国进行伊核协议的重谈，以强硬态度促使拜登政府

放开对伊制裁，恢复国内能源的出口，这是符合当

前伊朗民众需求的。实际上，鉴于拜登政府上台后

美国对伊态度并未发生实质性的转变，4月，主张对

美缓和的鲁哈尼政府在伊核问题上的态度也逐渐

强硬，2021年大选几乎所有候选人都为保守派也体

现出伊朗高层对美态度的根本转变。民众与高层

对美强硬的共识将成为莱希推行新政的基础。

此外，莱希任期内，伊朗政府的执政效率将大

幅提升。尽管莱希从政经验并不丰富，但其在司法

系统中的履职有助于伊朗行政与司法部门之间的

统筹。莱希当选意味着伊朗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

权将全部由保守派主控，加之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对

①“伊朗新任司法总监莱希呼吁采取严厉措施打击种族主义、

恐怖主义及极端主义”，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i/ jyjl/ j /

201903/20190302845914.shtml.（上网时间：2021年6月13日）

②“Terrorist in Neighboring Countries Should Not Be Tolerated,”

https://en.mehrnews.com/news/118561/Terrorist-in-neighboring-countries-

should-not-be-tolerated.（上网时间：2021年6月15日）

③“Current State of the World, Result of West Irreligious

Politics,”https://en. mehrnews. com / news / 118553 / Current-state-of-the-

world-result-of-west-irreligious-politics.（上网时间：2021年6月15日）

④“Iran’s 2021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Candidates on Their

Foreign Policy Agendas”，https:// www.presstv. com /Detail / 202106//

09/658661/Iran-presidential-election-2021-the-candidates-on-their-foreign-

policy-agendas.（上网时间：2021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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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希能力与政策的认可，莱希或能破解伊朗最高领

袖和总统之间矛盾不断增大的魔咒。莱希上台后，

政令畅通方面应较鲁哈尼政府时期或有所好转，较

多避免政府与领袖办公室、议会、司法之间的矛盾，

防止互相掣肘带来的内部损耗。伊朗国内的团结

稳定将为莱希政府与美博弈增添筹码。

尽管伊朗国内的团结有助于莱希新政的开展，

但其新政仍面临一些制约因素。首先，莱希强硬风

格为西方诟病。西方国家政客对鲁哈尼印象较好，

尤其在核问题上，多数认为伊核协议能在鲁哈尼政

府时期取得较大进展。① 鲁哈尼政府的第一任期

内，伊朗也就核问题同西方国家与其他相关各方达

成协议，制裁解除后，伊朗经济实现了较好恢复。

而莱希强硬的作风在其 2017 年首次参与总统竞选

前就为西方媒体指责。西方媒体曾要求莱希对

1987年夏天发生的处决大批政治犯案负责，当时莱

希担任德黑兰副检察长，西方媒体指责莱希是所谓

“死亡委员会”的四个成员之一，犯有“危害人类”

罪。在 2017 年大选时，鲁哈尼阵营也炒作相关话

题。但莱希否认了有关说法，称处决犯人是根据霍

梅尼指示进行的。被处决的并非是政治犯，而是人

民圣战者组织（PMOI/MEK）成员等恐怖分子。② 尽

管此次大选双方未使用该负面新闻作为辩论材料，

但莱希当选后，西方国家敌视伊朗强硬派与莱希的

客观事实依然存在，在此心理预设下，莱希当选后

伊朗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关系必将较鲁哈

尼时期紧张。美国特朗普政府曾在 2019 年以侵犯

人权为由制裁莱希，在顺利当选后，莱希将成为第

一位被美国制裁的伊朗总统。③

其次，经济与外交等相关问题的解决难度较

大。美伊关系的走向、地区形势的发展关系着伊朗

经济与民生问题的解决。伊朗目前最大的困难是

解决经济与民生问题，这也是莱希在过往所重视并

在竞选时所承诺的。莱希的“经济外交”政策较好

契合了疫情与制裁双重影响下伊朗民众对于改善

经济的需求，但上任后如何减轻美国单方面退出伊

核协议以及拜登政府全面制裁政策对于伊朗经济

的负面影响，是莱希需要考虑的首要问题。然而，

在国际上寻求解除制裁和摆脱孤立本是强硬派的

弱项，美伊关系又是伊朗经济发展的主要外因。尽

管美伊都表示愿意就伊核协议的重谈作出努力，莱

希在竞选时表示伊朗仍愿意留在伊核协议中，但这

与拜登政府上任之初所强调的美国愿意重返伊核

协议一样，更多的是一种姿态而非实质，随着双方

谈判的深入，美伊关系的根本分歧仍会影响伊核协

议的走向。美国单方面对伊制裁目的不仅在于限

制伊朗的核计划，更在于削弱伊朗的综合国力以遏

制伊朗在中东地区的扩张。此外，特朗普政府推动

阿以关系正常化的外交遗产也为拜登政府所延续，

莱希过往积极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对美、对以的抗

争，阿以关系的正常化进程也将为莱希新政的推行

带来更为复杂的地区形势。美国影响下，沙特与以

色列合压伊朗的趋势已逐渐显现。

总之，莱希此次当选伴随着伊朗民众的期望，

同时伊朗政府的执政风格也将由过往 8年的温和转

为强硬。尽管在内政外交上莱希未来仍将面临诸

多挑战，但国内民众与以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为主的

宗教集团的认可以及其在司法系统的履历，将有助

于莱希上任后更好兑现其竞选承诺。受到新冠疫

情与美国制裁的负面影响，2021年伊朗的经济形势

仍不容乐观，如何有效解决伊朗的经济问题将是莱

希上任后的首要任务。◎
（责任编辑：马香云）

① 秦天：“伊朗新任总统哈桑·鲁哈尼”，《国际研究参考》，2013

年第9期，第53页。

②“Iran: Who Is Ebrahim Raisi?”https://www.ncr-iran.org /en /

publications/special-reports/iran-who-is-ebrahim-raisi/?amp.（上网时间：

2021年6月17日）

③“莱希以绝对优势当选伊朗总统 分析：或对美更强硬”，

https://m.chinanews.com/wap/detail/chs/zw/9503166.shtml.（上网时间：

2021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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