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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自 １９４８ 年以色列建国近 ７０ 年来ꎬ 美国与以色列始终保

持特殊关系ꎮ 维系两国特殊关系的重要纽带是双方的安全合作ꎬ 其载体

主要包括美国公开使用的以色列军事设施、 美国帮助以色列修建的半公

开共享军事设施以及美国在以色列的秘密军事基地ꎮ 在以色列部署军事

存在是美国控制从地中海到红海战略要道的重要手段ꎮ 经过长期的磨

合ꎬ 美国和以色列双方已形成高度机制化的安全合作关系ꎬ 战略协作、
军事外交和援助以色列成为美、 以安全合作的重要内容ꎮ 地缘政治和地

缘经济诉求是双方安全合作的利益基础ꎻ 相似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和美国

犹太院外集团的游说为两国安全合作奠定了价值基础ꎮ 然而ꎬ 受整体与

局部、 进攻与守成、 牵连与抛弃三组矛盾的影响ꎬ 美国和以色列追求的

安全目标存在错位ꎬ 安全合作遭受阻力ꎮ 特朗普上台后ꎬ 美国的中东外

交势必实现 “再平衡”ꎬ 两国安全合作将达到新的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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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唯一的非伊斯兰国家ꎬ 也是该地区唯一的拥核国家ꎮ
自 １９４８ 年建国以来ꎬ 以色列被美国亲以派视为美国在中东的 “民主灯塔”、
“战略桥头堡” 和 “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ꎮ① 维系美以特殊关系的纽带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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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大学创新团队的阶段性研究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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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双方的安全合作ꎮ 目前ꎬ 国内学界对于美以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双方的

政治、 外交、 经济、 文化等领域①ꎬ 国外的相关跟踪研究虽成果丰富ꎬ 但对安

全合作关系研究尚不够深入ꎮ②

本文探讨的 “安全合作” 系狭义概念ꎬ 专指在 “零和博弈” 的隐性逻辑

下ꎬ 美国和以色列双方围绕共同的军事安全而开展的全局性、 战略性、 制度

化合作ꎮ 美国把以色列的生存视为自己国家利益的一部分ꎬ 甚至不顾广大阿

拉伯 －伊斯兰国家的反对而偏袒以色列ꎬ 这在国际关系史上是少有的ꎮ 尽管

美、 以经常以盟友互称ꎬ 甚至以色列还成为美国在中东首批 “非北约盟国”ꎬ
但是两国从未签订正式联盟协定ꎬ 联系两国安全合作纽带的主要是 １９８１ 年时

任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 (Ｃａｓｐａｒ Ｗｅｉｎｂｅｒｇｅｒ) 和以色列国防部长沙龙签订的

«谅解备忘录» 及 ２００７ 年的 «合作备忘录»ꎮ 前者声明ꎬ 美、 以之间的友谊建

立在共同安全关系的基础之上———防范苏联及其在中东的盟友ꎻ 后者则确认

了 ２１ 世纪美、 以全方位战略合作关系ꎮ 从 １９４８ 年到 ２０１２ 年ꎬ 美国在联合国

安理会共动用了 ８３ 次否决权ꎬ 其中 ４２ 次是为了保护以色列ꎮ③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ꎬ 在奥巴马总统任期最后阶段ꎬ 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对要求以色列停止

所有在巴勒斯坦土地上的定居点建设决议投了弃权票ꎬ 安理会第 ２ ３３４ 号决议

的通过给双方的安全合作蒙上了一层阴影ꎮ 尽管奥巴马后期美以关系经受挫

折ꎬ 但随着亲以的共和党人特朗普及其团队入主白宫ꎬ 美以安全合作将迎来

改善与升级的战略机遇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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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以安全合作的载体

以色列地处亚洲与非洲交界处ꎬ 沟通红海与地中海ꎬ 成为美国维护中东

战略利益的前沿阵地ꎬ 在以色列部署军事存在成为美国和以色列安全合作的

重要载体ꎮ
(一) 美以安全合作的内在动因

美国与以色列的安全合作是基于双方的相互需求ꎮ 第一ꎬ 美国在以色列

设立相关军事设施同美国的国家利益及中东地区的安全情势变化息息相关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美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重要任务是阻止苏联的黑海舰队及

后来的 “地中海特遣队” 控制中东地区ꎬ 第六舰队 (总部位于意大利那不勒

斯) 成为其战略意志的象征ꎬ 处于遏制苏联向中东地区扩张的最前线ꎬ 地中

海一度成为美国海军控制之下的 “内湖”ꎮ １９５１ 年 １ 月ꎬ 美国同黎巴嫩签订

秘密的 «补充条款»ꎬ 获得征用黎巴嫩港口、 机场、 铁路设施和驻军的权利ꎮ
１９５８ 年黎巴嫩危机爆发后ꎬ 美国海军陆战队迅速进驻黎巴嫩并干预该国局势ꎬ
但鉴于阿以冲突的对抗性ꎬ 美国始终难以在东地中海地区部署永久性军事

基地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中期ꎬ 埃及、 叙利亚、 约旦等阿拉伯邻国对以色列形成战

略包围ꎬ 特别是埃及纳赛尔政府出兵也门后ꎬ 以色列非常担心红海沦为埃及

和沙特阿拉伯控制下的 “阿拉伯内海”、 进而封锁以色列进出红海的蒂朗海

峡ꎬ 因此积极联合埃塞俄比亚、 伊朗等非阿拉伯国家ꎬ 对其阿拉伯邻国形成

“反包围”ꎮ 以色列积极帮助埃塞俄比亚训练指挥官和安全人员ꎬ 并在该国设

立信息中心ꎬ 获取情报ꎮ 埃塞俄比亚还将红海上的达荷拉克岛 (Ｄａｈｌｅｋꎬ 今

属于厄立特里亚) 租给以色列作为海军基地ꎬ 以确保以色列船只自由进出曼

德海峡ꎮ①

１９８２ 年以色列发动黎巴嫩战争后ꎬ 由西方国家军队组成的维和部队进

驻黎巴嫩ꎬ 黎巴嫩事实上成为西方临时部署军事基地的东道国ꎮ 这支维和

部队由 ８００ 名美军、 ８００ 名法军、 ４００ 名意大利军人组成ꎬ 美军在黎巴嫩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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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数后增加至 １ ８００ 人ꎮ １９８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ꎬ 一辆装满炸药的卡车在美国

驻黎巴嫩基地附近爆炸ꎬ 造成 ２４１ 名美军士兵、 水手和其他海军陆战队队

员死亡ꎬ 迫使里根政府于 １９８４ 年 ３ 月决定撤走所有驻黎巴嫩的官兵ꎮ① 此

事件发生后ꎬ 美国开始将东地中海地区军事部署的重心从阿拉伯国家秘密转

向以色列ꎬ 以色列成为继土耳其后美国在地中海东北部地区的第二根安全

支柱ꎮ
第二ꎬ 美以安全合作符合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利益ꎮ 与美军在阿拉伯国家

军事基地常常受当地政府、 媒体和民众责难不同ꎬ 以色列从政府到民众普遍

欢迎美国建立军事基地ꎬ 并将发展与美国的安全关系视为战略基石ꎮ 但是ꎬ
历届美国政府不愿意同以色列签订正式的军事联盟协定ꎬ 也不愿意在以色列

公开部署永久性军事基地ꎬ 以免将中东伊斯兰国家推到对立面ꎮ
２００７ 年ꎬ 美国宣布将每年对以色列军事援助额增加 ２５％ ꎬ 使年援助额达

３１ 亿美元ꎬ 确保对以军事援助占以色列国内生产总值的 １ ５％ 和以国防开支

的 ２１％ ꎻ② 作为回报ꎬ 以色列扩大美国在该国军火储存基地、 雷达站和秘密

军事基地的规模ꎮ
(二) 美国在以色列军事存在的方式

尽管美国在以色列军事部署的细节一直是机密ꎬ 但是透过两国政府的政

策报告、 学者的研究和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出ꎬ 美国在以色列的军事存在大体

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美国政府公开使用的以色列军事设施ꎮ 以色列属于美国欧洲司

令部战区ꎬ 同时也是美国中央司令部关注的重点地区ꎮ 根据美、 以达成的军

事合作协定ꎬ 美国三军有权使用以色列军事设施ꎮ ２０１２ 年美国从伊拉克撤军

后ꎬ 大约 ９ ０００ 名美军在以色列境内军事基地短暂停留ꎬ 然后再前往欧洲、 美

国或其他地区ꎮ
以色列海法军港是美国第六舰队修整与后勤补给基地ꎬ 在危机爆发后ꎬ

美国有权租用这一海军基地ꎮ 美国海军舰艇还定期或不定期访问红海沿岸的

埃拉特港 (Ｅｉｌａｔ) 并使用其他设施ꎮ 除海军外ꎬ 美国在以色列内盖夫沙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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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伦山 (Ｋｅｒｅｎ) 的导弹预警雷达站也是美国在该国重要的军事存在ꎮ 该雷达

站隶属于美国陆军ꎬ 长期部署有 ５００ ~ ７００ 名美军官兵ꎮ 雷达设施高达 ４００ 英

尺ꎬ 是以色列最高的雷达塔ꎬ 可监测 １ ５００ 英里范围内的导弹ꎮ① 正如美国学

者和媒体指出的ꎬ “九一一” 事件以来ꎬ 美国在以色列内盖夫沙漠中的军事

基地比美军在沙特的军事基地还多 ６ 处ꎬ 并且更加坚固ꎬ 不用担心伊斯兰激

进分子的袭击ꎮ 尽管这些设施是公开的秘密ꎬ 但在美国官方公布的报告中很

难找到更详尽的数据ꎮ②

第二类是美国帮助以色列修建的半公开共享军事设施ꎮ 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为遏制中东伊斯兰反美、 反以势力ꎬ 美、 以两国政策分析家和学者均

建议ꎬ 美国应利用以色列先进军事设施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储备军火ꎬ 以

应对中东突发事件ꎬ 这一政策建议最终被采纳ꎮ③ 此后ꎬ 美国在以色列储备的

军事装备在和平时期成为双方军事交流、 互访、 联合军演的平台ꎻ 在危机爆

发后ꎬ 则供两国联合作战使用ꎮ
美国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 (Ｊｅｓｓｅ Ｈｅｌｍｓ) 曾经把以色列称为 “美国在

中东的桥头堡”ꎬ 将其视为美国在中东最可靠的军事盟友 (尽管两国并未签订

正式的军事联盟协定)ꎮ 冷战结束后ꎬ 美国曾在以色列存储 １ 亿美元的军事物

资ꎬ 以做到未雨绸缪ꎮ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ꎬ 美国在距离特拉维夫国际机场驱车仅

１０ 分钟路程的中部地区建立了一处陆军基地ꎬ 该基地耗资 １ ２５ 亿美元ꎬ 占地

２ ３ 万平方米ꎬ 拥有 ２１０ 栋建筑ꎬ 可驻扎 １０ 个连的兵力ꎬ 作为军火储存与作

战基地ꎮ 这是美国根据 «怀伊河备忘录» 为以色列建立的第三处也是最大的

军事基地ꎮ 根据 «怀伊河备忘录»ꎬ 以色列逐步关闭在约旦河西岸的军事基

地ꎬ 同时美国出资帮助以色列建造新的军事基地ꎮ④ ２０１０ 年ꎬ 美国在以色列

的军事储备物资增加至 ８ 亿美元ꎬ 为两国军事合作、 应对突发危机奠定了基

础ꎮ⑤ 截至 ２０１１ 年ꎬ 美国在以色列军火库存放了大约 １０ 亿美元的武器装备ꎬ

９２

①

②

③

④
⑤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ｒｋｉｎꎬ Ｃｏｄｅ Ｎａｍｅｓ: Ｄｅｃｉｐｈｅｒｉｎｇ Ｕ 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ｌａｎｓꎬ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９ / １１
Ｗｏｒｌｄꎬ Ｈａｎｏｖｅｒ: Ｓｔｅｅｒｆｏｒｔｈ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５ꎬ ｐ １３９

[美国] 查尔斯约翰逊: «帝国的悲哀: 黩武主义、 保密与共和国的终结»ꎬ 任晓、 张耀、
薛晨译ꎬ 上海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版ꎬ 第 １８０ ~ １８１ 页ꎮ

Ｓｈａｉ Ｆｅｌｄｍａｎꎬ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Ｕ Ｓ －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 Ｃ :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ꎬ １９９６ꎬ ｐｐ ５６ － ５７

Ｙａａｋｏｖ Ｋａｔｚꎬ “Ｗｙｅ － ｅｒａ Ｂａｓｅ Ｓｅｔ ｔｏ Ｏｐｅｎ”ꎬ Ｔｈｅ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Ｐｏｓｔ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７ꎬ ２００５
Ｊｅｒｅｍｙ Ｍ Ｓｈａｒｐꎬ “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ｔｏ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Ｍａｒｃｈ １２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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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危机爆发ꎬ 两国有权共同使用ꎮ①

第三类是美国在以色列的秘密军事基地ꎮ 这类军事基地的位置和功能一

直是个谜ꎮ 正如查尔斯约翰逊在 «帝国的悲哀: 黩武主义、 保密与共和国

的终结» 一书中所言: “美国许多海外基地是秘密的ꎬ 或者伪装起来而不出现

在官方公布的资料里这些基地要么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国家安全局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ｇｅｎｃｙ) 和国家侦查局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ｃｏｎ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Ｏｆｆｉｃｅ) 的

监测站ꎬ 要么是军事 － 石油复合体的秘密哨所ꎮ 而国家安全局和国家侦查局

都是美国最机密的情报机构ꎮ”② 例如ꎬ 美国在塞舌尔的无人机基地、 美国在

科索沃和波黑的军事基地等等ꎬ 在美国国防部公布的数据中均未被列出ꎮ 据

美国学者估计ꎬ 美国在至少 １８ 个国家和地区的军事部署无法从美国国防部公

布的文件中找到ꎬ 这些大部分是秘密军事基地ꎬ 其中也包括在以色列的军事

设施ꎮ③

冷战后在有关美国与以色列战略合作的著作和智库研究报告中ꎬ 很少提

及美国在以色列部署军事基地的部分ꎬ 足见其隐蔽性ꎮ 不过ꎬ 美国 «华盛顿

邮报» 军事记者和评论家威廉阿尔金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ｒｋｉｎ) 在其著作 «密码代

号: “九一一” 时代美国军事计划、 项目和行动解密» 中透露了美国在以色

列的 ５ 处军事基地ꎬ 分别称之为第 “５１”、 “５３”、 “５４”、 “５５” 和 “５６” 处军

事基地ꎬ 其中第 ５１ 处位于本 － 古里安机场ꎬ 第 ５３ 处位于赫兹利亚 － 皮图阿

赫军事基地 (Ｈｅｒｚｌｉｙａ Ｐｉｔｕａｈ)ꎬ 第 ５４ 处位于内瓦蒂姆 (Ｎｅｖａｔｉｍ) 机场ꎬ 第 ５５
处位于欧夫达 (Ｏｖｄａ ＡＢ)ꎬ 第 ５６ 处位置不详ꎮ 根据 “盟军战时军品储备 －以

色列” 项目 (ＷＲＳ － Ｉｓｒａｅｌ)ꎬ 美国欧洲司令部在这些秘密军事重地为海军陆

战队、 特种兵和空军等储存了价值 ５ 亿美元的军火ꎬ 预先部署了车辆、 军事

设备及 ５００ 张军用病床ꎮ④

因此ꎬ 在以色列部署军事存在是美国控制从地中海到红海战略要道的重

要手段ꎬ 也是冷战后美以安全合作的重要载体ꎮ 美国和以色列不仅可以增强

０３

①

②
③

④

Ｈａｉｍ Ｍａｌｋａꎬ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Ｕ Ｓ －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ＣＳＩＳ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１

[美国] 查尔斯约翰逊: 前引书ꎬ 第 １８６ 页ꎮ
Ｄａｖｉｄ Ｖｉｎｅꎬ “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Ｃｏｓｔｓ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ｅ: Ｇａｒｒｉｓｏ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ｌａｎｅｔ Ｐｉｃｋｉｎｇ Ｕｐ ａ ＄ １７０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Ｔａｂ”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３ꎬ ２０１２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ｒｋｉｎꎬ Ｃｏｄｅ Ｎａｍｅｓ: Ｄｅｃｉｐｈｅｒｉｎｇ Ｕ 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Ｐｌａｎｓꎬ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９ / １１

Ｗｏｒｌｄꎬ Ｈａｎｏｖｅｒ: Ｓｔｅｅｒｆｏｒｔｈ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５ꎬ ｐ 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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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反恐的军事情报、 增强战略威慑能力ꎬ 而且通过在以色列建立前沿军火

库共享武器技术和导弹防御系统ꎬ 共同研发军事装备ꎮ①

美以安全合作的内容

以色列自建国第一天起便与美国结下了不解之缘ꎮ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ꎬ 以

色列宣布建国ꎬ 杜鲁门政府第一个宣布承认ꎬ 拉开了美以安全合作的序幕ꎬ
此后合作的制度化程度不断提高ꎮ 战略协作、 军事外交和对以援助贯穿美以

安全合作的整个过程ꎮ
(一) 战略协作

独立建国后ꎬ 以色列相继卷入 ５ 次中东战争、 ２００６ 年的黎以战争和 ２００８
年的加沙战争等ꎬ 同时对海湾战争、 伊拉克战争、 黎巴嫩内战和叙利亚战争

等周边战事保持高度警惕ꎮ 除 １９５６ 年第二次中东战争外ꎬ 美国几乎全部站在

以色列一边ꎮ 例如ꎬ 美国解密外交档案显示ꎬ １９７３ 年 １０ 月第四次中东战争后

期ꎬ 基辛格在访问以色列并与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 (Ｇｏｌｄａ Ｍｅｉｒ) 交谈

时ꎬ 暗示以色列政府不要理会联合国通过的停火决议ꎬ 继续袭击埃及军队、
包围苏伊士城ꎬ 使 １０ 月 ２４ 日苏联不得不向尼克松发出 “最后通牒”ꎬ 并威胁

要采取 “单独行动”ꎬ 以拯救被困的埃及第三军ꎮ 而尼克松政府为了保护以色

列ꎬ 将国防预警状态提升至三级战备ꎮ②

以色列也积极协助美国ꎮ １９８１ 年ꎬ 以色列发动突袭ꎬ 摧毁了伊拉克奥西

拉克核反应堆ꎬ 受到美国的赞赏ꎬ 也为 １９９１ 年美国发动海湾战争做好了铺垫

工作ꎮ １９８３ 年ꎬ 美国和以色列签订 «军事合作备忘录»ꎬ 拉开了美、 以战略

协作的序幕ꎮ ４ 年后ꎬ 美国给予以色列非北约盟国的待遇ꎬ 而当时只有澳大利

亚、 埃及、 日本、 韩国四国享受这一待遇ꎮ 此后ꎬ 以色列国防军与美国国防

部武器与装备系统实现了对接ꎬ 实现了 “美国化”ꎮ １９８６ 年ꎬ 以色列参与美

国 “战略防务计划” ( “星球大战计划”)ꎬ 并于 １９９９ 年根据该项目向以色列

提供 ６ ２５ 亿美元用于开发该国的 “箭式” 导弹防御系统ꎮ 通过搭乘美国的战

１３

①

②

Ｌｅｎｏｒｅ Ｇ Ｍａｒｔｉｎꎬ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Ｕ Ｓ －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Ｗｏｒｌｄꎬ Ｃａｒｌｉｓｌｅ
Ｂａｒｒａｃｋｓꎬ Ｐ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Ｕ Ｓ Ａｒｍｙ Ｗａ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２００３ꎬ ｐ ７

Ｊｕｓｉ Ｈａｎｈｉｍａｋｉꎬ Ｔｈｅ Ｆｌａｗｅｄ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 Ｈｅｎｒｙ Ｋｉｓｓｉｎｇｅｒ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４ꎬ ｐ 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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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便车ꎬ 以色列不仅帮助美国维护了在中东的安全利益ꎬ 而且维护了自身

利益ꎮ①

冷战结束后ꎬ 伊朗核问题、 什叶派力量的崛起、 恐怖主义和中东剧变后

阿拉伯国家的内乱ꎬ 成为美以安全合作的新动力ꎮ 尤其是小布什执政 ８ 年间ꎬ
全球反恐成为美国第一要务ꎬ 以色列成为重要的依靠力量和情报搜集站ꎻ 美

国则帮助以色列巩固军事装备优势ꎮ 据称ꎬ ２００９ 年ꎬ 奥巴马政府向以色列秘

密提供了重达 ５ ０００ 磅的 “地堡杀手” 钻地导弹 (ＧＢＵ － ２８)ꎮ 这种进攻性武

器可以攻破 ２０ 英尺厚的混凝土掩体ꎬ 以军可用于摧毁哈马斯和真主党武装挖

掘的地下通道ꎮ② 在此基础上ꎬ 以色列于 ２０１２ 年研发了重 ５００ 磅的轻型 “地
堡杀手” 钻地导弹 (ＭＰＲ －５００)ꎮ

２０１４ 年ꎬ 美国国会通过 «美国与以色列战略伙伴关系法案»ꎬ 为增强与

以色列的安全关系强化了法律基础ꎮ 该法案重申以色列是美国主要战略伙伴ꎬ
美、 以加强各领域的合作ꎬ 包括防务、 卫星情报、 国土安全、 网络安全、 传

统能源、 水资源、 农业和新能源等ꎮ 在与美国实现军事一体化过程中ꎬ 以色

列军事技术不断提高ꎬ 甚至还成为美国重要的武器零部件供应者ꎬ 包括无人

机、 精确制导空对地导弹、 军用车辆、 头盔瞄准器等ꎮ “九一一” 事件前ꎬ
以色列对美国军火出口仅 ３ 亿美元ꎬ ２０１０ 年ꎬ 以色列对美国军火出口额高达

７０ 亿美元ꎬ 美国成为以色列军火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之一ꎮ 近年来ꎬ 以色列对

美国武器装备出口占以色列海外军火出口的 ２０％ ꎬ③ 提升了美国军事科技的

水平ꎬ 也增强了两国战略协作能力ꎮ
(二) 军事外交

美国和以色列以军事合作为抓手ꎬ 开展机制化的军事外交ꎬ 取得了重要

进展ꎬ 其主要包括以下 ３ 项任务ꎮ
第一ꎬ 开展军事情报搜集与预警合作ꎮ 美国和以色列通过建立长期的

军事情报交流与共享机制ꎬ 以期在反恐领域密切双方合作关系ꎮ 美国在以

色列内盖夫沙漠凯伦山的雷达站成为美、 以搜集关于恐怖主义和地区大国

２３

①

②

③

Ｃｌｙｄｅ Ｒ Ｍａｒｋꎬ “ Ｉｓｒａｅｌｉ －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ꎬ ＣＲＳ Ｉｓｓｕｅ Ｂｒｉｅｆ ｆｏｒ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ꎬ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ａｎｄ Ｔｒａｄ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１ꎬ ２００１ꎬ ｐ ８

Ｈａｉｍ Ｍａｌｋａꎬ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Ｕ Ｓ －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ꎬ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 Ｃ 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７０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ｉｓｅｎｓｔａｄｔ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Ｐｏｌｌｏｃｋꎬ “Ｈｏｗ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ｆｒｏｍ Ｉｔ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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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情报的重要合作点ꎮ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ꎬ 美国国土安全部副部长简霍尔
卢特 (Ｊａｎｅ Ｈｏｌｌ Ｌｕｔｅ) 访问以色列ꎬ 以色列外交部副部长丹尼阿亚龙

(Ｄａｎｎｙ Ａｙａｌｏｎ) 在会见他时强调ꎬ 两国将加强在网络恐怖主义、 基础设施防

御等诸多领域的合作ꎮ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０ 日ꎬ 在 «伊核全面协议» 达成后ꎬ 美国

国防部长卡特作为首位高官访问以色列ꎬ 重申加强与以色列的全方位防务

合作ꎮ
第二ꎬ 举行联合军事演习ꎮ 美国和以色列在以色列和东地中海地区频繁

举行双边或多边军事演习ꎬ 包括两年一次的 “杜松眼镜蛇” (Ｊｕｎｉｐｅｒ Ｃｏｂｒａ)
军演ꎬ 美军还利用军演的机会在以色列军事基地进行休整并获得补给ꎮ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ꎬ 美、 以举行 “杜松眼镜蛇” 大规模防空军事演习ꎬ 旨在演练以色列

在遭受火箭弹与导弹袭击时应采取的军事应急措施ꎬ 近 ３ ０００ 名美国和以色列

官兵参加ꎮ①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ꎬ 美、 以双方在地中海附近海域举行两国关系史上最

大规模联合防空与导弹防御军演ꎬ 代号为 “严峻挑战 － １２” (Ａｕｓｔｅｒ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１２)ꎬ ３ ５００ 名美军、 １ ０００ 名以色列国防军以及德国和英国的军队参与演习ꎮ②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ꎬ 美国欧洲司令部与以色列国防军在以色列举行了代号为 “杜松

眼镜蛇 １６” 的弹道导弹防御联合军演ꎬ 以测试以色列导弹防御系统——— “大
卫投石器” 和 “铁穹”ꎮ

第三ꎬ 设立军事代表处ꎮ ２０１２ 年以来ꎬ 美国和以色列积极讨论以色列国

防军在美国欧洲司令部 (总部位于德国斯图加特) 建立代表处、 同时美国欧

洲司令部在以色列建立代表处等事宜ꎬ 以探讨未来在中东爆发大规模军事冲

突时ꎬ 双方建立联合任务部队的可能性ꎮ③

(三) 援助以色列

美国对以色列的经济和军事援助是两国安全合作的重要内容ꎮ 其中ꎬ
经济援助包括三部分: 一是美国政府向以色列提供的经济和贸易贷款ꎬ 以

及无偿援助ꎻ 二是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向以色列提供的资金ꎻ 三是美国其

他公民和社团向以色列提供的各种捐款ꎮ １９４８ ~ ２０１４ 年ꎬ 美国对以色列双

３３

①

②
③

Ｈａｉｍ Ｍａｌｋａꎬ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Ｕ Ｓ －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
ＣＳＩＳꎬ ２０１１ꎬ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ꎬ ｐ ｘｖ

“ＵＳ ａｎｄ Ｉｓｒａｅｌ Ｌａｕｎｃｈ Ｊｏｉｎｔ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Ｄｒｉｌｌ”ꎬ Ａｌ Ｊａｚｅｅｒａ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１ꎬ ２０１２
Ｄｉｎａ Ａｌ － Ｓｈｉｂｅｅｂꎬ “Ｄｅ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ｓ ｏｆ Ｕ Ｓ Ｔｒｏｏｐｓ ｉｎ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ａ Ｓｔａｒｔ ｏｆ Ｗａ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ｒａｎ?”ꎬ Ａｌａｒａｂｉｙａ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８ꎬ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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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援助额达 １ ２００ 亿美元ꎬ 其中 ７５％ 用于购买美国的商品ꎮ ２００７ 年ꎬ 根据

美、 以达成的有效期为十年的 «合作备忘录»ꎬ 美国在此后十年里向以色列

提供 ３００ 亿美元的军事援助ꎬ 即援助额从 ２００９ 财年的 ２５ ５ 亿美元增加至

３１ 亿美元ꎮ
事实上ꎬ 在接受美国援助的同时ꎬ 以色列也对美国提供了一定援助ꎬ 用

以配合美国的公共外交ꎮ 如美国与联合国开展的预防 ２ ０００ 万非洲人感染艾滋

病的项目ꎬ 得到了以色列的技术支持ꎬ 成为斯威士兰和南非等国预防艾滋病

的重要推动力量ꎮ① 美国和以色列还采取联合行动ꎬ 在 ２００４ 年印度洋海啸和

２０１０ 年海地地震后开展联合搜救行动ꎮ
由于美国政府长期视以色列为中东安全之锚ꎬ 故对以色列军事援助成为美

国政府的长期政策ꎬ 军事援助额约占美国对外军事援助总额的 ６０％ꎮ ２０１０ 年ꎬ
以色列宣布利用美国提供的军事援助专款ꎬ 购买 １９ 架美国第五代战机 “Ｆ －
３５”ꎬ 协议总额达 ２７ ５ 亿美元ꎻ 美国还为美、 以共同开发的 “箭式” 导弹和火

箭弹防御系统、 “大卫投石器” 和 “铁穹” 导弹防御系统提供技术和援助ꎬ 其

中为 “箭式” 系统累计提供 ２３ 亿美元ꎬ 为 “铁穹” 系统提供 ７ ０４ 亿美元ꎮ②

２０１６ 年以来ꎬ 两国还启动了联合开发具备巡飞能力的军用 “无人机” 项目ꎮ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ꎬ 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 «美国与以色列增强安全合作法案»ꎬ

以立法的形式强化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ꎬ 尤其是增强后者导弹防御能力ꎬ 包

括在 ２０１２ ~ ２０１５ 财政年提供 ６ ８ 亿美元ꎬ 帮助以色列完善 “铁穹” ( Ｉｒｏｎ
Ｄｏｍｅ) 导弹防御系统ꎮ③ 此外ꎬ ２０１２ 年美国众议院国防分委员会还同意向以

色列提供 ３ 亿美元专项资金ꎬ 以帮助美、 以共建 “大卫投石器” (Ｄａｖｉｄ’ｓ
Ｓｌｉｎｇ) 和远程 “箭式” 等导弹防御系统ꎮ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ꎬ 美国和以色列达成一

项新的军事援助协议ꎮ 根据该备忘录ꎬ 美国将从 ２０１８ 开始ꎬ 在 １０ 年内为以

色列提供约 ３８０ 亿美元的援助ꎮ④

４３

①

②

③

④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ｉｓｅｎｓｔａｄｔ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Ｐｏｌｌｏｃｋꎬ “Ｈｏｗ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ｆｒｏｍ Ｉｔ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ｘｉｖ

Ｊｅｒｅｍｙ Ｍ Ｓｈａｒｐꎬ “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ｔｏ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Ａｐｒｉｌ １１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７

Ｂａｋｅｒ Ｓｐｒｉｎｇꎬ “Ｕ Ｓ －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Ｍｉｓｓｉｌ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ｒｏｎ Ｄｏｍｅ”ꎬ
Ｉｓｓｕｅ Ｂｒｉｅｆ ３６９６ꎬ Ｔｈ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６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１

“ＵＳ ｔｏ Ｇｉｖｅ Ｒｅｃｏｒｄ ＄ ３８ ｂｉｌｌｉｏｎ ｉｎ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ｉｄ ｔｏ Ｉｓｒａｅｌ ｏｖｅｒ １０ Ｙｅａｒｓ”ꎬ Ｔｈｅ Ｔｅｌｅｇｒａｐｈꎬ １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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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美国对以色列的双边援助　 (单位: 百万美元)

年份 总额 军事援助 经济援助 移民安置
海外教育与
医院援助

其他援助

１９４９ ~
１９９６ ６８ ０３０ ９ ２９ ０１４ ９ ２３ １２２ ４ ８６８ ９ １２１ ４ １４ ９０３ ３

１９９７ ３ １３２ １ １ ８００ ０ １ ２００ ０ ８０ ０ ２ １ ５０ ００

１９９８ ３ ０８０ ０ １ ８００ ０ １ ２００ ０ ８０ ０ ０ ０

１９９９ ３ ０１０ ０ １ ８６０ ０ １ ０８０ ０ ７０ ０ ０ ０

２０００ ４ １３１ ８５ ３ １２０ ０ ９４９ １ ６０ ０ ２ ７５ ０

２００１ ２ ８７６ ０５ １ ９７５ ６ ８３８ ２ ６０ ０ ２ ２５ ０

２００２ ２ ８５０ ６５ ２ ０４０ ０ ７２０ ０ ６０ ０ ２ ６５ ２８ ０

２００３ ３ ７４５ １５ ３ ０８６ ４ ５９６ １ ５９ ６ ３ ０５ ０

２００４ ２ ６８７ ２５ ２ １４７ ３ ４７７ ２ ４９ ７ ３ １５ ９ ９

２００５ ２ ６１２ １５ ２ ２０２ ２ ３５７ ０ ５０ ０ ２ ９５ ０

２００６ ２ ５３４ ５ ２ ２５７ ０ ２３７ ０ ４０ ０ ０ ０ ５

２００７ ２ ５０３ １５ ２ ３４０ ０ １２０ ０ ４０ ０ ２ ９５ ０ ２

２００８ ２ ４２３ ９ ２ ３８０ ０ ０ ４０ ０ ３ ９０ ０

２００９ ２ ５８３ ９ ２ ５５０ ０ ０ ３０ ０ ３ ９０ ０

２０１０ ２ ８０３ ８ ２ ７７５ ０ ０ ２５ ０ ３ ８０ ０

２０１１ ３ ０２９ ２２５ ３０００ ０ ０ ２５ ０ ４ ２２５ ０

２０１２ ３ ０９８ ０ ３ ０７５ ０ ０ ２０ ０ ３ ００ ０

２０１３ ３ １１５ ０ ３ １００ ０ ０ １５ ０ ０ ０

２０１４ ３ １１５ ０ ３ １００ ０ ０ １５ ０ ０ ０

２０１５ ３ １１０ ０ ３ １００ 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２０１６ ３ １１０ ０ ３ １００ ０ ０ １０ ０ ０ ０

２０１７
(请求) ３ １００ ０ ０ ７ ５ ０ ０

　 　 　 　 　 　 资料来源: Ｊｅｒｅｍｙ Ｍ Ｓｈａｒｐꎬ “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ｔｏ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Ａｐｒｉｌ １１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２６

由表 １ 可以看出ꎬ 随着以色列经济的腾飞ꎬ 近年来美国对以色列经济援

助、 移民安置、 海外教育与医院援助及其他项目的援助明显减少ꎬ 甚至有的

年份数值为 ０ꎬ 但是美国对以色列军事援助从未间断过ꎬ 且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每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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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维持在 ３１ 亿美元的稳定水平ꎬ 援助的重点是美国帮助以色列建立和完善导

弹防御系统ꎬ 由此体现美国对以色列援助的价值取向ꎮ

美以安全合作的基础

美国和以色列一直是一对 “麻烦的伙伴关系”ꎬ 既相互斗争ꎬ 又彼此妥

协ꎻ 其安全合作既出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考量ꎬ 又受政治意识形态相似

性和美国犹太院外集团游说等价值因素的影响ꎮ
(一) 地缘政治利益

从国家安全目标的实现来看ꎬ 地缘政治利益是美国和以色列建立安全合

作关系的重要基础ꎮ 维护与美国的安全合作关系始终是以色列历届政府对外

战略的重中之重ꎻ 同时ꎬ 在美国政府看来ꎬ 以色列是中东重要的战略资产ꎬ
是抗衡域外大国及伊斯兰世界反美、 反西方、 反美国崇尚的 “普世价值观”
的中流砥柱ꎮ 以色列愿意并且有能力向美国提供后勤保障基地ꎬ 有助于增强

美国在地中海 －红海地区的权力投射能力ꎮ
具体而言ꎬ 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共同的地缘政治利益包括: 维护中东的

稳定ꎬ 促进以色列与邻国关系的可控性ꎬ 阻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ꎬ 联合

打击恐怖主义和反美、 反以势力等ꎮ① 冷战结束后ꎬ 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

成为美、 以在中东的共同任务ꎮ 小布什政府曾公开宣称ꎬ 要以是否支持美国

反恐为界定敌友ꎮ② 与此同时ꎬ 以色列成为美国维护在中东主导权与侨民安全

的重要伙伴ꎮ ２０１２ 年ꎬ 美国非政府组织 １９ 名员工在埃及从事非法活动ꎬ 遭到

埃及政府的拘留ꎮ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顾问伊扎克 (Ｙｉｔｚｈａｋ Ｍｏｌｃｈｏ) 凭

借其与埃及最高法院和武装力量上层的人脉ꎬ 最终说服埃及政府释放了这 １９
名美国人ꎬ 受到奥巴马政府的高度赞赏ꎮ③

奥巴马执政后期ꎬ 随着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ꎬ 美国在中东联盟体

系出现危机ꎬ 美国与土耳其、 沙特、 埃及的关系趋于冷淡ꎬ 俄罗斯、 伊朗对

６３

①

②

③

Ｂｒｉａｎ Ｋａｔｕｌｉｓ ａｎｄ Ｄａｎ Ａｒｂｅｌｌꎬ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Ｕ Ｓ － Ｉｓｒａｅｌ Ｔｉｅｓ ａｔ ａ Ｔｉｍｅ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２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４

安惠侯: « “９１１” 事件以来的美国中东政策评析»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６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４ 页ꎮ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ｉｓｅｎｓｔａｄｔ ａｎｄ Ｄａｖｉｄ Ｐｏｌｌｏｃｋꎬ “Ｈｏｗ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ｆｒｏｍ Ｉｔｓ Ａｌｌｉａ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Ｉｓｒａｅｌ”ꎬ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ｘ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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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事务的强势介入使美国在中东热点问题上的主导能力下降ꎬ 以色列的战

略地位突显ꎮ 以色列拥有一流的武器装备和兵员素质ꎬ 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渠

道畅通ꎮ
２０１５ 年美国 «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指出ꎬ 尽管对美国本土发动大规模恐

怖袭击的概率下降ꎬ 但是可能性一直存在ꎮ 新时期恐怖主义威胁主要来自于

地区不稳、 经济机会稀缺及政府治理失效ꎬ 特别是在南亚 － 中东 － 非洲的广

大地区ꎮ 在反恐策略上ꎬ 美国已经放弃代价高昂、 规模宏大的全球反恐战争

(如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ꎬ 而是选择小而精的反恐作战部队执行特殊任务ꎮ①

为阻止俄罗斯、 伊朗和 “伊斯兰国” 组织填补美国战略东移亚太后留下的权

力真空ꎬ 美国把以色列看作坚强的 “堡垒”ꎮ 从战略防御层面来看ꎬ 以色列的

地位是不容低估的ꎮ
除依靠以色列打击中东恐怖组织外ꎬ 美国还依靠以色列抑制俄罗斯重返

中东ꎮ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ꎬ 俄罗斯通过叙利亚内战、 也门危机、 “伊斯兰国”
组织崛起和土耳其恐袭升级等热点问题ꎬ 恢复在中东的影响力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ꎬ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到访的埃及总统塞西一起到克里米亚参观俄罗斯黑

海舰队的巡洋舰 “莫斯科” 号ꎮ 同日ꎬ 两国就扩大军事技术合作和经济合作

达成协议ꎬ 埃及代表团还同俄罗斯签署了购买俄式武器的协议ꎮ 据 «俄罗斯

报» 的消息ꎬ 埃及准备购买的俄式武器达 ３５ 亿美元ꎮ 该协议涉及防空系统、
武装直升机、 “米格 － ２９” 战斗机和反坦克系统等ꎮ 俄罗斯联邦军事技术合作

局甚至宣布将向埃及提供原先为叙利亚生产的 “Ｓ － ３００” 导弹ꎮ② 以色列在

安全上充当美国在中东遏制俄罗斯扩张的 “排头兵”ꎬ 平衡了俄罗斯武器系统

对埃及、 伊拉克、 伊朗和土耳其等国的渗透ꎮ
(二) 地缘经济利益

除地缘政治利益外ꎬ 美以安全合作还出于地缘经济考虑: 美国借助以色

列ꎬ 为西方阵营国家提供廉价的石油供应、 维护石油运输线路畅通ꎻ③ 而对于

以色列来说ꎬ 扩大与美国的经贸往来、 争取美国的经济援助ꎬ 有助于以色列

７３

①
②

③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０１５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５ꎬ ｐ ７
« С ３００ꎬ предназначавшийся Сирииꎬ будет доработан и поставлен Египту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ｒｍｓ － ｅｘｐｏ ｒｕ / ｎｅｗｓ /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ｓ＿ ３００＿ ｐｒｅｄｎａｚｎａｃｈａｖｓｈｉｙｓｙａ＿ ｓｉｒｉｉ＿ ｂｕｄｅｔ＿ ｄｏｒａｂｏｔａｎ＿ ｉ＿ ｐｏｓｔａｖｌｅｎ＿
ｅｇｉｐｔｕꎬ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１９

Ｄａｖｉｄ Ｓ Ｐａｉｎｔｅｒꎬ Ｏ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ｏｆ 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ｉｌ Ｐｏｌｉｃｙꎬ
１９４１ － １９５４ꎬ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Ｊｏｈｎｓ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６ꎬ ｐｐ １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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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内经济和科技发展注入活力ꎮ
第一ꎬ 在确保美国盟友石油供应安全方面ꎬ 以色列具有重要价值ꎮ 以色

列位于亚、 非、 欧三大洲交界处ꎬ 紧靠苏伊士运河战略要道ꎬ 毗邻储备有巨

量石油的阿拉伯国家ꎬ 它对美国在中东实现石油利益至关重要ꎮ 美国政府的

解密档案显示ꎬ 早在 １９４９ 年 ５ 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就指出: “以色列

处于土耳其海峡和苏伊士运河的中间ꎬ 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ꎮ 以色列应朝着

西方民主社会的方向发展ꎬ 不能与苏联保持过于密切的关系ꎻ 共产主义势力ꎬ
特别是苏联和中国可能会向以色列渗透ꎬ 美国须阻止上述情况的发生ꎮ”①

２０１０ 年ꎬ 奥巴马政府详细阐述了 ２１ 世纪美国的主要国家利益类型: 一是

安全利益ꎬ 包括维护美国、 公民、 盟友和伙伴国的安全ꎻ 二是经济利益ꎬ 包

括维护美国强劲、 创新与不断增长的经济ꎬ 促进开放经济、 机会和繁荣ꎻ 三

是尊重普世价值观ꎬ 包括个人自由、 集会、 宗教信仰、 民主选举、 尊严、 宽

容、 人人平等、 公正等ꎻ 四是建立美国领导下的国际秩序ꎮ② 中东伊斯兰地区

能源资源丰富ꎬ 石油储量占全球的 ６０％左右ꎮ 尽管近年来中东地区不再是美

国主要石油进口来源地ꎬ 但是美国全球盟友特别是韩国、 日本、 澳大利亚等

亚太盟友及欧洲盟友严重依赖中东的石油出口ꎬ 如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

日本是全球液化天然气的最大进口国ꎬ 而卡塔尔是日本液化天然气进口的第

二大来源地ꎻ 世界第十四大经济体韩国 ８７％ 的石油进口来自于中东地区ꎮ③

由此ꎬ 美、 以安全合作有助于美国向盟友提供安全公共产品ꎬ 成为美国维护

中东能源秩序的重要支撑力量ꎮ
第二ꎬ 以色列能在中东地区为美国提供良好的战略物资储备地和石油转

运站ꎮ 美国在建立战略物资储备和石油转运站方面依赖以色列的帮助ꎮ 以色

列跨海铁路的修建、 港口的扩建和位于东地中海的天然气资源开发ꎬ 都将提

升该国在中东地区的地位ꎬ 阿什杜德港、 海法港、 特拉维夫和埃拉特等以色

列港口城市有望发挥 “地区经济枢纽” 的作用ꎮ ２０１２ 年ꎬ 以色列批准一项连

接地中海沿岸城市———特拉维夫和红海沿岸城市———埃拉特的高铁计划ꎬ 中

８３

①

②
③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Ａ Ｒｅｐｏｒｔ 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ＮＳＣ － ４７”ꎬ Ｍａｙ １７ꎬ １９４９ꎬ ｉｎ
Ａａｒｏｎ Ｓ Ｋｌｉｎｍａｎ ａｎｄ Ａｄｒｉａｎ Ｌ Ｋｌｉｅｍａｎ ｅｄｓ ꎬ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Ｚｉｏｎｉｓｍ: Ａ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Ｇａｒｌ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ꎬ １９９０ꎬ ｐｐ ２ － ４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ꎬ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ꎬ ２０１０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 Ｃ ꎬ Ｍａｙ ２０１０ꎬ ｐ ７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１５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ＵＳ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ꎬ Ｔｈｅ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１１８



美国与以色列的安全合作关系探析　

国、 美国、 印度、 法国等十几个国家有意向参与ꎬ 此 “红海 － 地中海高铁项

目” 一旦完成ꎬ 将成为继苏伊士运河后第二条促进亚欧之间贸易往来的战略

通道ꎮ①

第三ꎬ 美国和以色列均十分看重彼此的科技创新能力ꎮ １９７７ 年ꎬ 美、 以

成立 了 两 国 研 发 基 金 ( Ｉｓｒａｅｌ － Ｕ Ｓ 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科学基金、 农业与研发基金等ꎻ 美国还通过海外学校与医院项

目对以色列提供援助ꎮ② １９８５ 年ꎬ 美国和以色列签订自贸协定ꎬ 成为美国与

中东国家签订此类协定的第一份ꎮ 美国的援助曾经使以色列恶性通货膨胀从

１９８４ 年的 ４００％下降至 １９８６ 年的 １９％ ꎮ １９９４ 年ꎬ 美、 以进一步签订了高科技

协定ꎬ 鼓励美国各州根据自己的情况分别与以色列建立伙伴关系ꎮ １９９６ 年ꎬ
以色列成为仅次于沙特的美国在中东的第二大市场ꎮ ２０１１ 年ꎬ 美、 以双边贸

易额为 ３７０ 亿美元ꎻ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ꎬ 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以色列ꎬ 与内塔尼亚

胡举行会谈ꎬ 进一步强化了双边全方位合作关系ꎻ 美国是以色列第一大贸易

伙伴ꎬ 以色列成为美国在中东第二大贸易伙伴ꎮ ２０１４ 年美、 以贸易额为 ３８２
亿美元ꎬ 其中美国从以色列进口 ２３１ 亿美元ꎬ 对以色列出口 １５１ 亿美元ꎮ③ 此

外ꎬ 美国还积极游说土耳其ꎬ 最终帮助以色列加入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ꎮ④

此外ꎬ 以色列是世界上每平方公里科学家最多的国家ꎬ 高技术人才在国

内总人口中占比亦居世界前列ꎮ 尽管以色列石油资源匮乏ꎬ 但清洁能源技术

先进ꎬ ９０％的以色列家庭使用太阳能ꎻ 以色列在海水淡化、 新能源、 农业滴

灌技术等方面在全球遥遥领先ꎮ 在美国上市的国外公司中ꎬ 以色列公司仅次

于加拿大ꎬ 位列第二位ꎮ⑤ 美国大型跨国公司如微软、 苹果、 谷歌、 惠普、 英

特尔、 通用汽车、 通用电气等都在以色列建立了研发中心ꎮ 以色列的上述创

新技术能助力于美国经济发展ꎮ

９３

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ｅｒｂ Ｋｅｉｎｏｎꎬ “Ｃａｂｉｎｅｔ Ａｐｐｒｏｖｅｓ Ｒｅｄ － Ｍｅｄ Ｒａｉｌ Ｌｉｎｋ”ꎬ Ｔｈｅ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Ｐｏｓｔ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５ꎬ ２０１２
Ｊｅｒｅｍｙ Ｍ Ｓｈａｒｐꎬ “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ｔｏ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Ｍａｒｃｈ １２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１９
Ｊｅｒｅｍｙ Ｍ Ｓｈａｒｐꎬ “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ｔｏ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Ａｐｒｉｌ １１ꎬ ２０１４ꎬ ｐ ２６
Ｈａｉｍ Ｍａｌｋａꎬ “Ｃｒｏｓｓｒｏａｄｓ: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Ｕ Ｓ －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ꎬ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 Ｃ 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４
Ｓｔｅｖｅｎ Ｌ Ｓｐｉｅｇｅｌꎬ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 Ｉｓｒａｅｌｉ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ꎬ Ｉｓｒａｅ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Ｖｏｌ ２ꎬ Ｎｏ ３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２４ －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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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治意识形态

美国实行总统制ꎬ 而以色列实行议会制ꎬ 两国的政体存在明显差异ꎮ 但

是ꎬ 美、 以相互构建的 “西方民主国家” 身份强化了安全合作在各自国内的

“政治正确”ꎬ 也增强了彼此进行安全合作的合法性ꎮ 美国保守派势力认为ꎬ
以色列存在的本身就证明了西方自由民主的巨大生命力ꎮ

２０１４ 年ꎬ 美国 «四年防务评估报告» 认为ꎬ 未来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越

来越具有不确定性ꎬ 包括军事技术的革新、 新兴权力中心的出现、 恐怖主义

的影响扩大等等ꎮ 该报告对新阶段美国巩固在全球的领导权作出了更加明确

的界定ꎬ 亦即美国将维护自身、 盟友及伙伴国的安全ꎬ 促进强劲的开放经济ꎬ
尊重美国认同的 “普世价值观”ꎬ 通过合作建立和平、 安全与充满机遇的国际

秩序ꎮ 为此ꎬ 美国的国防战略将依靠三大支柱ꎬ 即保卫本土安全ꎬ 击败敌人

对美国的本土进攻ꎻ 建立全球安全体系ꎻ 确保全球稳定、 遏制敌人、 保卫盟

友ꎬ 应对共同的安全挑战ꎮ①

在美国亲以势力看来ꎬ 以色列在地理位置上属于东方ꎬ 而在政治制度上

却属于西方ꎻ 以色列是 “专制制度国家中的一座民主灯塔”ꎬ 是中东地区的

“民主堡垒”ꎮ １９６８ 年美国国会议员克拉克 (Ｗｅｓｌｅｙ Ｃｌａｒｋ) 曾经将以色列比

作中东 “极权沙漠” 中的 “一片绿洲”ꎬ 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济树立

了成功的典范ꎮ② 特别是在基督教锡安主义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Ｚｉｏｎｉｓｍ) 的影响下ꎬ 政

府对以色列的支持更显 “顺理成章”ꎮ 如在巴以问题上ꎬ ２００１ 年ꎬ 美国前总统

小布什拒绝同阿拉法特会面ꎻ 同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ꎬ 美国 ８９ 名参议员联名写信对小

布什总统大加赞赏ꎬ 同时呼吁美国力挺以色列对哈马斯人采取的报复性打击ꎮ③

(四) 美国犹太院外集团的游说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美国广播公司所做的民意测验显示ꎬ ８１％的美国人赞成维持

或增强与以色列的关系ꎻ④ ２０１１ 年美国盖洛普 (Ｇａｌｌｕｐ) 所做的民意测验显

０４

①

②

③

④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Ｑｕａｄｒｅｎｎｉａｌ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Ｒｅｐｏｒｔꎬ ２０１４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 Ｃ :
Ｕ 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ｅｆｅｎｓｅ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Ｖ － ＶＩＩＩ

Ｚｕｃｋｅｒꎬ Ｕ Ｓ Ａｉｄ ｔｏ Ｉｓｒａｅ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ｏｓｔꎬ １９４８ －
１９７３ꎬ ｐ ２８

Ｊｏｈｎ Ｊ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 ａｎｄ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 Ｗａｌｔꎬ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 Ｌｏｂｂｙ ａｎｄ 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ｅｅ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６ꎬ ｐ ２７

Ｅｌｉ Ｅ Ｈｅｒｔｚꎬ “Ｔｈｅ Ｕ Ｓ －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ｙｔｈｓａｎｄｆａｃｔｓ ｏｒｇ / ＮＯＱ＿
Ｏｎｌｉｎ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 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７ /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ｓｒａｅ１ ｈｔｍꎬ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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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ꎬ 在问及 “巴以冲突中你更同情谁” 时ꎬ ６３％ 的美国人对以色列怀有好

感ꎮ① 截至 ２０１４ 年ꎬ 全球犹太人中以色列犹太人 ６１０ ３ 万ꎬ 占 ４２ ９％ ꎻ 美国

犹太人 ５７０ 万ꎬ 占 ４０ １％ ꎬ 仅次于以色列ꎮ② 美国最富有的企业家中ꎬ 有近

１ / ４ 是犹太人ꎻ 福布斯排行榜显示ꎬ 美国 ２５％ ~ ３０％ 的千万富翁和亿万富翁

是犹太人ꎻ ６０％的民主党候选人、 ３５％ 的共和党候选人竞选经费来自于亲以

色列的犹太人ꎮ③

美国犹太人和亲犹势力还组成了 “美国退休人员协会”、 “美以公共事务

委员会 (ＡＩＰＡＣ)”、 “全美犹太社团关系委员会”、 “美国主要犹太人组织主

席会议” 等强大的院外组织ꎬ 这些机构形成松散的政治联盟ꎬ 加上基督教福

音派部分亲以势力ꎬ 共同推动美、 以安全合作ꎮ 正如米尔斯海默和斯蒂芬
沃尔特在 «以色列院外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 中所指出的: 美国对该地区的

政策 (中东政策) 几乎完全由美国国内政治决定ꎬ 特别是 “犹太院外集

团”ꎮ④ ２００８ 年ꎬ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办事处发表演讲ꎬ 受

到美国犹太人和以色列政府的欢迎ꎮ 由于美国犹太人常拥有美、 以双重国籍ꎬ
故犹太院外集团利用手中掌握的财富ꎬ 影响国会和五角大楼ꎬ 尽力维护以色

列的利益ꎬ 成为发展美、 以安全合作关系的 “监护人”ꎮ 在基督教福音派眼

中ꎬ 以色列是一个与美国具有共同的文明、 意识形态、 民主、 法治精神的受

害者ꎻ ２００２ 年ꎬ 美国新保守主义者丹尼尔派普斯 (Ｄａｎｉｅｌ Ｐｉｐｅｓ)、 马丁
克雷默 (Ｍａｒｔｉｎ Ｋｒａｍｅｒ) 等还建立了 “校园监视” (Ｃａｍｐｕｓ Ｗａｔｃｈ) 网站ꎬ 鼓

励美国学生揭发老师和研究人员在校园里反以色列和反犹言行ꎬ 使支持以色

列成为一种 “政治正确”ꎮ⑤

因此ꎬ 美国与以色列构建安全合作关系的基础不仅是两国面临的安全威

胁和共同追求的发展利益ꎬ 也是两国相近的政治意识形态及犹太院外集团的

游说ꎮ

１４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ｅｒｅｍｙ Ｍ Ｓｈａｒｐꎬ “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ｔｏ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Ｍａｒｃｈ １２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１

“ Ｖｉｔ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Ｊｅｗｉｓｈ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 １８８２ － Ｐｒｅｓｅｎｔ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ｊｅｗｉｓｈｖｉｒｔｕａｌ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ｒｇ / ｊｓｏｕｒｃｅ / Ｊｕｄａｉｓｍ / ｊｅｗｐｏｐ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１９

Ｊａｍｅｓ Ｐｅｔｒａｓꎬ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ｏｆ Ｉｓｒａｅｌ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Ａｔｌａｎｔａ: Ｃｌａｒ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６ꎬ ｐｐ １３ꎬ ５６
Ｊｏｈｎ Ｊ 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 ａｎｄ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Ｍ Ｗａｌｔꎬ Ｔｈｅ Ｉｓｒａｅｌ Ｌｏｂｂｙ ａｎｄ 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ｅｅ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２００６ꎬ ｐ １
Ｉｂｉｄ ꎬ ｐｐ ２２ －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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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以安全合作的阻力

美国与以色列的安全合作关系尽管持续了近 ７０ 年ꎬ 但是两国在战略目标

上存在明显差异ꎬ 主要表现为三组矛盾———整体与局部、 进攻与守成、 牵连

与抛弃ꎮ
(一) 整体与局部的矛盾

美国和以色列在维护各自的安全利益、 打击反美和反以势力、 联合反恐、
推广西方民主价值观等方面ꎬ 存在相互借力的动力ꎮ 然而ꎬ 美国是全球霸权

国ꎬ 海外利益具有多重性与整体性ꎮ 为维护在中东的战略利益ꎬ 美国除借助以

色列外ꎬ 还依靠海合会、 土耳其、 埃及、 约旦、 摩洛哥等中东伊斯兰大国或国

家集团ꎬ 这与以色列的利益诉求存在一定的不兼容性ꎮ 相比之下ꎬ 以色列只是

地区强国ꎬ 其利益具有单一性和局部性ꎬ 安全关切仅限于周边地区和国家生存ꎮ
冷战时期ꎬ 以色列政府一直反对美国向中东阿拉伯国家出售先进武器ꎬ

如战机、 雷达系统和精确制导武器ꎬ 特别是美国向沙特、 埃及和约旦等国提

供武器ꎮ １９８４ 年ꎬ 由于以色列游说美国国会ꎬ 美国政府最终取消对约旦出售

“毒刺” 防空导弹的计划ꎮ 此后ꎬ 美国对约旦出售的 ４０ 架 “鹰式” 导弹计划

也被无限期推迟ꎬ 引起美方的不满ꎮ① 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ꎬ 越来越多的以色列

人尤其是政府高层和精英阶层认为ꎬ 美国不会永远支持以色列ꎮ 以色列前总

理沙龙曾经在 ２００１ 年指责美国政府为了发动反恐战争ꎬ 与阿拉伯盟国沙特、 约

旦、 埃及等站在一起ꎬ 忽视了以色列的安全与关切ꎮ 美以特殊关系也限制了以

色列同新兴大国的军事合作ꎮ 如美国强烈反对以色列将先进武器装备转让给中

国、 俄罗斯、 南非、 埃塞俄比亚、 智利和其他发展中国家ꎮ 在美国的施压下ꎬ
以色列于 ２０００ 年撕毁了向中国提供 “费尔康” (Ｆａｌｃｏｎ) 预警机的协议ꎬ ２００８
年底以色列也被迫取消对俄出售 １００ 架 “苍鹭” (Ｈｅｒｏｎ) 无人机的协议ꎮ②

在巴勒斯坦问题上ꎬ 美国既坚定维护以色列的生存权ꎬ 又主张巴勒斯坦

独立建国ꎮ 奥巴马政府反对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修建新的犹太人定居点ꎮ 奥

巴马担任总统后ꎬ 第一个国际电话打给的是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ꎬ 接下来才

２４

①
②

Ｃｌｙｄｅ Ｒ Ｍａｒｋꎬ ｏｐ ｃｉｔ
Ｊｅｒｅｍｙ Ｍ Ｓｈａｒｐꎬ “Ｕ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ｉｄ ｔｏ Ｉｓｒａｅ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ｉｓｔ ｉｎ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ｅｒｖｉｃｅꎬ Ｍａｒｃｈ １２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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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色列前总理奥尔默特、 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ꎬ 足见

奥巴马政府高度重视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ꎮ① 为赢得阿拉伯 － 伊斯兰世界的支

持ꎬ 美国改变以往偏袒以色列的政策ꎬ 采取了对巴以双方以压促变的做法ꎬ
希望促成巴以领导人达成一致ꎮ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５ 日ꎬ 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在会

见来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时表示ꎬ “两国方案可能是解决以巴问题更简

单的办法ꎬ 但并不是唯一办法ꎮ”②

然而ꎬ 内塔尼亚胡政府反对在得不到安全保证的前提下建立独立的巴勒

斯坦国ꎬ 更不接受未来的巴勒斯坦国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ꎬ 强调耶路撒冷并

不是被占领土ꎬ 不会归还给巴勒斯坦ꎬ 也不接受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ꎮ 以色

列与哈马斯于 ２０１４ 年再次爆发严重的武装冲突ꎬ 以色列发动的 “防务之刃”
行动导致 １ ７００ 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ꎬ 美国斡旋巴以和平进程再次失败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 日ꎬ 奥巴马总统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时指出ꎬ 必须改变巴以

对峙、 双方儿童惨遭屠杀的局面ꎬ 希望双方尽快重回谈判桌ꎮ 但是ꎬ 这一倡

议并未得到巴以双方的积极响应ꎮ③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

顾奥巴马的反对ꎬ 应共和党的邀请访问美国ꎬ 并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ꎬ 进一

步阐释了以色列对于维护美国在中东安全利益中发挥的关键作用ꎮ 以色列在

美国两党政治中公开站在共和党一边ꎬ 引起奥巴马的不满ꎮ 如前所述ꎬ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ꎬ 联合国安理会以 １４ 票赞成、 １ 票弃权的结果通过敦促以色列

停止一切定居点活动的决议ꎬ 奥巴马政府在离任前 “破例” 投了弃权票ꎬ 更

引起以色列政府的强烈不满ꎮ 上述情况表明ꎬ 美国在中东的整体利益与以色

列的局部利益之间难以调和ꎮ
(二) 进攻与守成的矛盾

以色列的中东政策追求绝对安全ꎬ 更具进攻性ꎻ 美国的中东政策追求

“离岸平衡”④ꎬ 更具守成性ꎬ 影响了美以安全合作的深度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以

３４

①

②
③

④

Ｇｒｅｇｏｒｉｏ Ｂｅｔｔｉｚａ ａｎｄ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ꎬ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ꎬ “Ｏｂａｍａ’ｓ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Ｔｉｍｅ ｔｏ Ｄｅｃｉｄｅ”ꎬ ＩＤＥＡＳ
Ｒｅｐｏｒｔｓ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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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ꎬ ２０１４
离岸平衡 (ｏｆｆ ｓｈｏｒ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 是一种有限干预政策ꎬ 首要目标是维持有利于美国的地区权力

平衡ꎬ 而不涉及意识形态输出、 人道主义干预和政治经济制度塑造ꎮ 牛新春: «美国中东政策: 开启

空中干预时代»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１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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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以 “先发制人” 为战略理念ꎬ 以攻为守ꎬ 多次对哈马斯和真主党发动军

事打击ꎬ 甚至攻击叙利亚和苏丹境内的目标ꎮ 伊朗核问题升级后ꎬ 以色列专

门制定对伊朗作战计划ꎬ 还介入叙利亚国内冲突ꎬ 试图在周边地区建立安全

区和缓冲带ꎮ
半个多世纪以来ꎬ 美国被以色列视为最可信赖的盟友ꎮ 但是冷战结束后ꎬ

大约 ９０ 万名俄罗斯犹太人来到以色列ꎬ 占以色列人口的 １２％ ꎬ 新犹太移民的

增加改变了以色列人口的构成比例与国内政治ꎬ 使美以关系受到影响ꎮ 以色

列声称必须未雨绸缪ꎬ 奉行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的政策ꎬ 否则将成为美国战

略重心东移亚太和中东政策调整的牺牲品ꎮ①

相比之下ꎬ 在经历阿富汗战争、 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后ꎬ 美国背上

了沉重的军事、 政治、 财政和心理包袱ꎬ 从中东脱身是奥巴马政府乃至今后

特朗普政府重要的战略目标ꎬ 美国在中东采取更加超脱和消极的政策ꎮ 为实

现战略重心从中东向亚太转移这一目标ꎬ 美国关闭在伊拉克全部军事基地ꎬ
减少在中东的军事部署ꎬ 在阿以之间奉行更加平衡的政策ꎬ 通过签订 «伊核

全面协议» 改善与伊朗的关系ꎬ 在叙利亚和也门危机、 打击 “伊斯兰国” 等

中东热点问题上避免成为矛盾的焦点ꎬ 以色列在美国中东战略中的地位受到

一定的边缘化ꎮ 加上在叙利亚危机、 打击 “伊斯兰国” 等问题上ꎬ 美国采取

超脱与 “不作为” 政策ꎬ 也使以色列倍感失望ꎮ
(三) 牵连与抛弃的矛盾

美国与以色列安全关系具有不对称性ꎬ 即美国担心受到以色列的牵连ꎬ
而以色列担心受到美国的抛弃ꎬ 这组矛盾也限制了美、 以安全合作的范围ꎮ
２１ 世纪以来ꎬ 伊朗、 哈马斯、 真主党等被以色列视为第一层威胁ꎻ 叙利亚、
“基地” 组织和 “伊斯兰国” 被视为第二层的威胁ꎻ 土耳其和海合会国家被

视为第三层威胁ꎬ 但是这些威胁并不是美国政府的首要安全关切ꎬ 美国更担

心是俄罗斯、 中国等新兴大国在欧洲和亚太的影响力上升ꎮ ２０１５ 年ꎬ 在奥巴

马宣布与伊朗达成了历史性协议之后ꎬ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指出ꎬ 尽管

«伊核全面协议» 出于美国从中东战略抽身的考虑ꎬ 但该协议威胁到了以色列

的生存ꎬ 因为伊朗支持巴勒斯坦哈马斯、 黎巴嫩真主党、 伊拉克什叶派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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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ꎬ 试图搅乱伊拉克、 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局势ꎮ①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ꎬ 维持中东地区的稳定、 避免卷入与中东伊斯兰国家

新的战争对于美国巩固全球领导地位至关重要ꎻ 而以色列担心伊朗、 “什叶派

新月地带” 和中东极端主义势力将斗争矛头不再指向美国ꎬ 而是指向以色列ꎬ
增加了以色列受到美国抛弃的忧虑ꎮ 中东剧变以来ꎬ 阿拉伯世界的内乱ꎬ 尤

其是利比亚、 也门和叙利亚内战的爆发ꎬ “伊斯兰国” 组织的崛起ꎬ 沙特与伊

朗的断交等等ꎬ 都使以色列从矛盾的当事方成为 “局外人” 和 “旁观者”ꎮ
但是ꎬ 国际社会一致声援巴勒斯坦人独立建国ꎬ 以伊朗为代表的什叶派力量

影响力上升ꎬ 叙利亚内战的外溢效应增加ꎬ “伊斯兰国” 垂而不死ꎬ 均意味着

以色列很难在中东乱局中成为 “不粘锅”ꎬ 而真正能够为以色列提供安全保证

的仍然只有美国ꎮ
美国和伊朗等多方达成 «伊核全面协议»ꎬ 引起以色列的忧虑与不满ꎮ②

以色列受到冷落ꎬ 甚至暗地破坏该协议ꎬ 试图将美国重新绑在自己的战车上ꎮ
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多轮空袭ꎬ 实际上向美国发出了信号ꎬ 逼迫美国

重申对盟友的安全承诺ꎮ 随着美国对中东能源需求量的减少和美国与伊朗关

系的改善ꎬ 以色列在美国中东战略中的地位下降ꎮ 在打击 “伊斯兰国”、 维护

地区稳定等问题上ꎬ 土耳其、 伊朗、 埃及、 沙特和叙利亚巴沙尔政府甚至比

以色列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ꎮ

结　 论

美国公开使用的以色列军事设施、 帮助以色列修建的半公开共享军事设

施以及在以色列秘密军事基地是美国与以色列安全合作的重要载体ꎻ 战略协

作、 军事外交和对以援助成为美、 以安全合作的重要内容ꎮ 美国总统小布什

曾指出: “我们必须大胆地明示我们的原则ꎬ 我们要和世界上美国的朋友站在

一起ꎬ 最重要的朋友之一就是以色列国ꎮ 本届政府将坚定地站在以色列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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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恐怖主义和暴力ꎬ 追求以色列人所渴望的和平ꎮ”① 从 １９４８ 年 ５ 月以色列

独立建国到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 美国在联大涉及以色列提案上 １８ 次投反对票ꎮ 在联

合国人权委员会涉及以色列提案中ꎬ 美国共投了 ５ 次反对票ꎬ 且是唯一投反

对票的国家ꎮ 在美国、 欧盟和以色列的共同努力下ꎬ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联大首次就

反犹问题召开国际大会ꎮ② 美国在国际组织中奉行偏袒以色列的立场ꎬ 有力地

遏制了全球反犹主义的扩散ꎬ 使以色列在中东从 “外来户” 变成了 “东道

主”ꎬ 却使美国失去了在中东 －伊斯兰世界的支持与尊重ꎬ 也失去了在国际舞

台上的道义制高点ꎮ 双方互补型安全需要和利益追求成为安全合作关系的

“硬” 基础ꎻ 双方在政治制度上的相似性和犹太院外集团的游说是安全合作关

系的 “软” 基础ꎮ
纵观近 ７０ 年美以关系ꎬ 两国的安全合作是常态ꎬ 矛盾与分歧是特例ꎻ 美

国共和党领导人奉行明显偏袒以色列的 “一边倒” 政策 (艾森豪威尔总统可

能是个特例)ꎬ 而民主党则在保证以色列安全的同时ꎬ 往往奉行 “扶阿抑以”
的相对平衡政策ꎮ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ꎬ 随着美国政府的改组ꎬ 美以安全合作恐将迎

来新的机遇ꎮ 特朗普曾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指出: “不能继续让以色列

受到蔑视与不尊可怕的伊朗核协议终结了 (美以) 友谊ꎮ 以色列要坚强ꎬ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０ 日很快就要到来了ꎮ”③ 为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ꎬ 特朗普任

命亲以的右翼人士大卫弗里德曼 (Ｄａｖｉｄ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作为美驻以色列大使ꎮ
弗里德曼公开表示ꎬ 美国有意将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ꎬ 并指出:
“期待在以色列永久的首都———耶路撒冷的美国驻以色列新使馆工作ꎮ”④ 随

着亲以色列人士相继进入特朗普内阁ꎬ 延续半个多世纪的美、 以安全合作将

在新的安全环境下达到新的平衡点ꎮ 特朗普政府是否会不顾阿拉伯 － 伊斯兰

世界的反对ꎬ 力挺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修建定居点ꎬ 是否会兑现将美国驻以

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的承诺ꎬ 是否会为了 “取悦” 以色列而撕毁

«伊核全面协议»ꎬ 仍有待进一步观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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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ｐｓ ａｎｄ ｄｏｗ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Ｏｂａｍａ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ＵＳ － Ｉｓｒａｅ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ꎻ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ꎻ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Ｂａｓｅｓꎻ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ꎻ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Ｄｉｐｌｏｍａｃｙ

(责任编辑: 詹世明　 责任校对: 樊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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