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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伊朗的波斯湾战略随着国际处境的变迁和国力的强弱变化具有

顺势而为、因时而变的历史特点。 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与美国关系紧

密，与阿拉伯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没有根本性的矛盾，伊朗利用英国

在 １９７１ 年撤出波斯湾的权力真空以及伊朗在国际格局中的相对有利地位

和综合国力上升的良好态势，由被动因应逐步转变为积极主动地谋求和维

护伊朗在波斯湾地区的战略利益。 伊朗因此实现了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

的相对提高，掌握了波斯湾三岛的控制权，其军事力量也实质性地介入了

波斯湾地区事务。 因此，巴列维王朝时期的波斯湾战略基本实现了伊朗的

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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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连接里海与波斯湾，扼守霍尔木兹海峡，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

绸之路”的重要交通枢纽和贸易集散地。 伊朗拥有广阔的海岸线和众多岛屿，是一

个独立而开放发展的经济体，对外贸易尤其是海上贸易对国家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波斯湾地区的稳定与安全畅通对于伊朗的国家利益和国内人民的福祉具

有全局性影响。 巴列维王朝对此有着更为强烈的认知，并制定和实施了一整套波斯

湾战略。

一、 巴列维王朝波斯湾战略的缘起

波斯湾作为能源生产和运输的核心区域，其地区国际关系对世界政治、经济形

势产生了重要影响。 巴列维王朝后期是伊朗发展海洋经济、发挥地区影响的重要历

史阶段，这一时期的伊朗波斯湾战略推动了其对外交往和政治、经济、文化由封闭渐

趋开放的发展演变。 波斯湾战略是伊朗结合历史、外交、军事、经济、文化、生态战略

确立的复合型国家海洋战略；在与波斯湾沿岸国家共同维护波斯湾的安全畅通与地

区稳定的同时，意在建立具有主导地位的地区安全协作机制。 中外学者多从伊朗与

波斯湾国家关系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重视探究伊朗与美国在波斯湾海域和波斯湾

沿岸各国存在的激烈竞争与微妙合作关系。① 巴列维王朝时期的波斯湾战略体现了

伊朗在中东地区地缘战略地位的特殊性，以及伊朗在波斯湾地区所发挥的建设性

作用。
波斯湾对于伊朗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具体体现在五个方面。 首先，波斯湾这

一名称具有历史文化意涵，包含了伊朗人的历史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也代表了伊

朗的国家意识和历史记忆，其文化属性是伊朗极为重视和极力捍卫的。 其次，波斯

湾是伊朗的军事安全屏障。 伊朗在波斯湾海域控制了几个战略位置极为重要的岛

屿，并且在波斯湾沿岸和部分岛屿部署了防御性军事力量。 第三，波斯湾对于伊朗

的经济利益具有显著影响。 波斯湾海域油气资源极为丰富，对于伊朗的油气工业发

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波斯湾航道是世界上具有战略性的石油运输通道，对于伊朗油

气加工和中转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四，波斯湾的生态价值，尤其是波斯湾生态环境

的稳定是伊朗的旅游业和渔业发展的基础和保障。 第五，波斯湾是伊朗对外交往的

重要平台。 波斯湾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提升了伊朗的国际政治地位和话语权。 正

因为如此，伊朗的波斯湾战略既包含了国家政治与经济战略，也包含了复杂的历史、
宗教以及地缘政治等因素。

１６ 世纪初，霍尔木兹岛为葡萄牙殖民者所占领。 为了恢复对霍尔木兹岛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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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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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伊朗进行了长期的斗争。① １８１９ 年，英国以镇压海峡海盗为名与伊朗签署了协

议。 根据协议规定，当伊朗无法确保波斯湾安全时，大英帝国有权维护波斯湾的安

全与稳定。 １８５１ 年的《英伊条约》使英国成为波斯湾的“地区警察”。 自此，英国有

权稽查过往商船，殖民主义的海洋霸权进一步在海湾渗透。 英国对波斯湾航运业形

成了强势垄断，伊朗船舶也因此逐渐被排挤出波斯湾地区的航运业。 到第一次世界

大战前夕，英国公司占波斯湾航运量的四分之三。② 通过对航运等交通运输的控制，
列强进一步加强了对伊朗对外贸易的控制，从而拥有了对伊朗政治与经济的特殊影

响力。 正因为如此，英国利用在波斯湾地区的贸易优势逐步加强了对伊朗波斯湾沿

岸地区政治、经济的控制。③ １９ 世纪，波斯湾地区逐渐形成了英俄两国共同支配、互
相制约的格局。④ 纳赛尔·丁·沙在位时期，伊朗希望引入第三国势力来削弱英国

在波斯湾地区的势力范围，这成为其后近百年伊朗一直奉行的地区战略。 但是，这
些努力没有扭转伊朗在波斯湾地区的被动，受英俄共同支配的局面并没有因为新兴

的殖民主义国家介入波斯湾地区的竞争而发生根本改观。 １９０９ ～ １９２１ 年，伊朗的国

家独立名存实亡，对外交往实际上被大国所操纵。 十月革命以后，沙俄政府垮台，英
俄的地区势力平衡被打破，伊朗进一步沦为了英国的附庸国。⑤ １９２１ 年，伊朗希望借

由向美国出售石油租借权来制衡英国的势力，但是此举遭到了英国和苏俄的抗议，
直接导致了伊朗与两国关系和国内政局的紧张。⑥

１９２５ 年，礼萨·汗正式建立巴列维王朝，推动伊朗现代化改革和地区战略的调

整，这是伊朗波斯湾战略的重要转折点。 礼萨·汗在继承恺加王朝外交路线的同

时，重申了伊朗对波斯湾的领导地位。 他通过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确保伊朗

的地区安全，通过与中东新独立的国家签署集体安全条约来巩固自身的安全，这增

强了伊朗的国家独立性和政策制定的自主性。 但现实环境是英军在波斯湾地区拥

有绝对的控制权，苏联在伊朗北部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 礼萨·汗对于国际形势

的转变缺乏有效的应对之策，战略上发生了误判，没有及时转变伊朗的对外方针，为
此后英苏入侵伊朗提供了借口。 在引入美国的战略意图受挫之后，伊朗与德、意之

间逐渐加强了政治与经济联系。 纳粹德国的对外政策对伊朗的民族主义具有鼓舞

作用，意大利则协助伊朗建立起了海军以捍卫波斯湾沿岸地区的安全。 伊朗与德、
意两国关系的逐渐升温引起了英国和苏联的高度警惕。 １９４１ 年 ６ 月，德军闪击苏

联，波斯湾的战略地位更为凸显，成为英国向苏联运送战略物资的重要通道。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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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１６－１７ 世纪伊朗捍卫霍尔木兹岛主权论》，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 年第 ３ 期，第
１０５ 页。

赵伟明：《近代伊朗》，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１７２ 页。
Ｊａｅｅｄ Ｓｈｉｒａｚｉ， Ａ Ｃｏｎｃｉｓ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Ｉｒａｎ， Ｂａｌｔｉｍｏｒ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 Ａｍｅｒｉｃａ， ２００４， ｐｐ． ２１８－２１９．
张之毅：《沙俄夺取整个伊朗的侵略方针与俄英对波斯湾的争夺》，载《世界历史》１９７９ 年第 ２ 期，第

３８－４５ 页。
［伊朗］阿布杜尔礼萨·胡尚格·马赫德维：《伊朗外交四百五十年》，元文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２ 年版，第 １７－１８ 页。
冀开运：《伊朗现代化历程》，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５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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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在伊朗的存在对于同盟国军队的战略物资通道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 英国

和苏联因此照会伊朗当局，要求驱逐在伊朗的德国人，但遭到了伊朗政府的拒绝。 ８
月 ２５ 日，英国和苏联军队入侵伊朗，迫使礼萨·汗在 ９ 月 １６ 日逊位，流亡海外。①
英国和苏联的军事占领威胁了伊朗的国家主权和领土统一，也推动美国的介入。 战

时同盟条约签署后，伊朗境内自波斯湾到里海的海陆空交通大动脉的贯通有力支援

了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被誉为“胜利之桥”。② 苏、美、英三国在伊朗的战时合作形

成了互相制衡，避免了伊朗的主权沦丧，提升了伊朗的国际战略地位。 然而，撤军问

题引发了双方的军事对峙，加剧了苏联和美、英之间的战略分歧，由此成为冷战的重

要起源，③而冷战格局的形成深刻地影响了伊朗的波斯湾战略。

二、 巴列维王朝波斯湾战略的实践

千百年来，波斯民族纵横驰骋于东西方之间，拥有丰富的对外交往经验和智慧。
在国际地缘政治的博弈与竞争中懂得如何自保，在妥协中懂得如何赢得自主与尊

严。④ 历史上，伊朗注重对波斯湾的经营与控制，但战略层面重视波斯湾的是在巴列

维王朝时期，尤其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后，伊朗的地区战略由被动应对转为积极主动

地经略波斯湾地区。
２０ 世纪以来，随着石油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波斯湾地区的重要性和国际影响不

断凸显。⑤ 伊朗的波斯湾政策具有深刻的冷战背景，并深受英国和美国中东政策的

影响。 英国二战后国力受到严重削弱，面临苏联的威胁深感力不从心。 为能有效遏

制苏联的扩张以保护其在伊朗乃至波斯湾的石油利益，英国首先同美国在伊朗问题

上进行利益交换，以争取美国对于英国在波斯湾利益的支持。 其次，英国扶持伊朗

政权，敦促苏联撤军确保伊朗国家独立，以抵御苏联对于波斯湾的扩张和威胁。 冷

战铁幕的降临，使美国政府意识到苏联控制伊朗北部地区以及在伊朗划分势力范围

的严重性，并促使美国对伊政策逐渐发生转变。⑥ １９４６ 年，美国调整了其在中东地区

的战略部署，对包括伊朗在内的中东国家进行经济和军事援助，其中向伊朗提供防

御性的武器装备以稳定国内秩序，并且为伊朗政府提供购买武器的贷款。⑦ 也正是

英国和美国的共同扶持，为日后巴列维国王推行伊朗的波斯湾战略提供了相应的战

略支持，但与此同时也束缚了伊朗的战略自主性和灵活性。
１９５０ 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题为《关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应持何种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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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 ３４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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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ａｙ Ｔａｋｅｙｈ： Ｈｉｄｄｅｎ Ｉｒａ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Ｈｅｎｒｙ Ｈｏｌｔ ＆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２００６， ｐ．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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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放：《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第 ３５４ 页。
石斌：《１９５３ 年美英对伊朗的“准军事行动”及其相关问题———基于新史料的重新探讨》，载《外交评

论（外交学院学报）》２０１２ 年第 ２ 期，第 １０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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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告，认为伊朗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但无力应对苏联的武力进攻和政治颠

覆，势必会成为苏联觊觎的战略目标。 因此，该报告提出美国要防止苏联对伊朗的

渗透和控制，必须密切伊朗与西方的联系。① １９５３ 年政变以后，穆罕默德·礼萨在英

国人的协助下返回伊朗。 国王由此开始构建国家安全体系来巩固自身的权力。 首

先，巴列维国王将军队作为权力根基，致力于军队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的现代化。
第二，加强宪兵和警察的权力，提升宪兵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 第三，建立伊朗

国家安全与情报组织，用于国内情报的搜集与对民众的监视，将国家财政资源倾注

于萨瓦克以确保国内安全，对外则利用美国和英国发达的情报网共享情报。 １９５６
年，伊朗在西方的协助下建立的萨瓦克凌驾于所有警察部队之上，这些机构直接由

国王掌控，互不隶属，相互牵制。 伊朗利用了冷战期间美国的中东政策，从而使英国

和苏联失去了直接干涉伊朗的条件。 在地区安全方面，巴列维国王在冷战格局下全

面配合西方，置身于冷战前沿，允许美国在伊苏边境线上设置雷达站，坚定地执行亲

美的外交政策以获得美国全方位的援助和支持。 巴列维国王曾多次公开表示：“我
要将伊朗建设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的世界第五强国，同时我们的军队也将发展

壮大成世界第五大军事力量”。② 这不仅巩固了国王的统治，也为伊朗发挥地区影响

力、主导波斯湾地区事务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伊朗的波斯湾战略与波斯湾地区国家总体上相向而行，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伊朗

的地区影响力，获得并巩固了国家利益。 巴列维国王并不存在控制海湾国家的战略

意图，但是希望波斯湾国家承认伊朗在波斯湾的主导地位。 他认为，要确保波斯湾

的畅通和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伊朗就必须与波斯湾地区的阿拉伯国家保持友好关

系。 由于该地区国家的综合国力相对弱小、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使得域外大国一直

干预和操纵地区事务和各国的内政，严重制约了这些国家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为了

显示伊朗的波斯湾战略对这些国家没有构成威胁，伊朗逐步调整了自己的对外政

策，缓和与这些国家的利益冲突。③ １９５８ 年伊拉克政变后，伊朗与海湾国家关系普遍

得到改善，主要表现为通过贸易活动促进双边关系，缓和宗教和民族矛盾。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伊朗分别与科威特、沙特、卡塔尔划定了大陆架边界，解决了领土划界的争

端。 之后，伊朗还同巴林、阿曼、阿联酋解决了大陆架争端。 同时，伊朗波斯湾战略

的目标是摆脱波斯湾域外国家的干涉，实现伊朗在区域内的独立自主。④ 追求独立

自主的战略目标实质上在 １９７９ 年以后伊斯兰共和国时期的波斯湾战略中仍然体现

出一定的延续性。⑤ １９６８ 年 １ 月，英国宣称要在 １９７１ 年底将军事力量撤出海湾地

区，伊朗试图依靠自身国力逐渐成为波斯湾的主导性力量，其战略目标包含依次递

进的三个层次：首先，维护巴列维王朝的安全，镇压激进分子的反抗和苏联的颠覆活

·９３·

①
②
③
④
⑤

范鸿达：《伊朗与美国》，第 ２１２ 页。
丁工：《从伊朗核问题看伊朗的地区大国意识》，载《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０ 年 ４ 期，第 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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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为固本之基；其次，确定外交优先原则，通过积极合作维系同波斯湾各国的关系，
避免直接的对抗和冲突，避免这些海湾小国被极端主义所颠覆；最后，其战略重心在

于保护伊朗石油资源和设施的安全，确保波斯湾地区的航行自由和霍尔木兹海峡的

畅通。 这一系列战略目标意在凸显波斯湾对于伊朗海上经济生命线的战略地位。
正是在此认知的基础上，伊朗积极与阿拉伯国家改善关系，大规模购进美国军事装

备，建设现代化的海军，以确保伊朗波斯湾战略目标的实现。
美国“尼克松主义”的提出，以及由此确立的“双支柱战略”为伊朗在波斯湾地区

的相对崛起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伊朗得以在波斯湾地区重新主导地区性事务。 此

后，伊朗的波斯湾战略核心就是争取在波斯湾的利益，并直接体现在阿布·穆萨岛、
大通布岛和小通布岛三岛的归属问题上。① 波斯湾三岛位于波斯湾中心航道伊朗一

侧，扼守作为波斯湾入海口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历史上，波斯湾三

岛曾先后受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 １９ 世纪，英国通过签订一

系列不平等条约控制了波斯湾三岛。 由于经济、政治实力的衰退，加上反殖民运动

浪潮的兴起，英国政府在 １９６８ 年 １ 月宣布撤离海湾地区。 伊朗趁机宣称三岛是被英

国强占的伊朗领土，伊朗对波斯湾三岛拥有主权，要求英国归还这三个岛屿，以便更

好地维护波斯湾地区安全。 为了换取沙特和科威特在内的阿拉伯国家的默许，伊朗

提出愿意放弃对巴林的主权要求。② 英国出于石油利益的考虑，希望在撤军后波斯

湾石油航道依旧能够畅通，以保证西方石油资源的供应以及经济的稳定，同时与伊

朗保持伙伴关系，为此默许伊朗对阿布·穆萨岛拥有一定管辖权，但是没有明确说

明波斯湾三岛最终主权的归属。
波斯湾地区直接影响伊朗的经济利益和国家安全，地区形势的动荡势必会影响

能源出口及通道安全。 伊朗认识到波斯湾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不仅关乎伊朗的国家

利益，也涉及波斯湾沿岸其它国家的经济安全和政治稳定。 因此，伊朗将外交和军

事战略的重心放在了波斯湾地区，并以开放的态度与波斯湾沿岸的七个阿拉伯国家

进行合作。 巴列维国王认为，伊朗缺乏通往地中海的输油管线，波斯湾的石油运输

畅通具有不可替代性；基于此，伊朗必须加强军事实力尤其是海军力量来确保波斯

湾沿岸国家的安全得到保障，伊朗的边境安全和石油利益才能避免受到地区形势动

荡的波及。③ １９７３ 年，伊朗派遣三万多军队前往阿曼平定叛乱，稳定阿曼的君主制政

权。 尽管此举被海湾一些国家指责为充当波斯湾地区宪兵，但毋庸置疑的是伊朗在

英国撤出波斯湾地区之后的实力和影响力已经得到相对地提高。 １９７３ 年 １０ 月，伊
朗公开宣布覆盖波斯湾大陆架的水域为伊朗的专属渔业区，并且将该渔业区延伸 ５０
海里直至阿曼海，这被伊拉克视为伊朗试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咽喉的重要

举措。 １９７４ 年伊朗与阿曼签署协定，该协定允许两国联合海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④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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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克仁：《海湾三岛问题的由来》，载《世界历史》１９９８ 年第 ４ 期，第 １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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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伊朗的海军相对于阿曼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该协议使伊朗在事实上能够控制

所有往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 １９７５ 年 ３ 月，伊朗与伊拉克达成共识，双方签署了

《阿尔及尔协议》，承诺共同维护波斯湾的地区安全，削弱域外国家的干涉与影响。
１９７５ 年，伊朗的陆军规模达到了 ２８ 万人，连续两年购买美国军事武器合计达 ６０ 亿

美元以上。① 在波斯湾地区军事实力的相对提升保障了伊朗沿海地区石油设施的安

全和石油运输的畅通，也使伊朗油气工业在此期间迎来了长足的发展。 “白色革命”
时期，哈尔格岛建成了大型石油深水港口，将伊朗南方各地数十条输油管道运输的

原油集中在哈尔格岛转运出口，并在波斯湾沿岸多地建设了配套的石油化工厂，带
动了伊朗沿波斯湾海岸港口城市的勃兴。

三、 巴列维王朝波斯湾战略的影响

波斯湾战略是伊朗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伊朗的对外交往和国内政治

经济发展产生了极为明显的推动作用，影响了伊朗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对外和对内政策

的制定与实施，也产生了显著的地区影响，重构了 ７０ 年代的波斯湾地区秩序。 在国

家定位上，伊朗一方面以国家辉煌的历史荣耀为傲，另一方面又在地区交往中缺乏

安全感，陷入了地区军事化的战略误区之中。② 伊朗试图利用相对强大的军事力量

追求对于波斯湾这一战略要地的相对控制，并以此作为伊朗主导波斯湾地区的重要

支撑。 但是，国家战略意图与现实处境的差异性、地区主导权的争夺与实用主义倾

向之间的摇摆不定，也构成了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波斯湾战略的显著特征。③ 一方

面，这一战略确保了伊朗在波斯湾的经济安全，确立了其在地区内的军事优势，为伊

朗争取到了国家利益，增强了地区影响力；但另一方面，伊朗的波斯湾战略也加剧了

地区的竞争态势和军备竞赛，导致了国家资源向军事领域倾斜，同时激化了国内各

阶层与当局间的矛盾，进而加速了巴列维王朝走向毁灭。 大规模的武器进口既反映

了当时巴列维国王急功近利的心态，也反映了伊朗国家资源开始过度地向军事领域倾

斜。 １９６２ 年至 １９７２ 年间，伊朗国民生产总值从 ３，４０４ 亿里亚尔增长到１２，２６０里亚尔，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 １５９ 美元增加到 ３０４ 美元。④ 在伊朗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

也出现了较多衍生的社会问题，接连出现了土地价格上涨、劳动力短缺、城乡之间贫

富差距扩大、严重的财政赤字等危机。 统治者急于求成的心态造成了某些经济决策

失误，引发了持续的通货膨胀，混乱的经济为以后的街头运动和抗议风潮提供了条

件。 在当时伊朗民众的认知当中，宗教对他们而言并不是那么重要，而左翼社会活

动家、宗教领袖和产业工人们的革命目的也建立在面包和奶油的基础之上。⑤ 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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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现有秩序的不满以及对回归伊斯兰秩序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并引发了伊朗国内的

政治动荡。
巴列维国王执政时期，尽管伊朗为了显示自身战略不对地区国家构成威胁，相

继解决了与邻国间的大陆架划界争端；但由于伊朗强化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部署，
地区各国对于伊朗的战略意图产生了提防，波斯湾一些国家对于伊朗的势力扩张极

为不安。 伊朗是波斯湾地区综合国力较强的国家，而沙特和伊拉克则利用石油经济

的快速发展实现了综合国力和国际政治地位的逐步提升。 伊拉克更是希望摆脱地

区孤立，崛起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导者。 显然，沙特和伊拉克并不乐见伊朗在波斯

湾地区扮演领导角色。① 对于这些国家而言，伊朗在波斯湾地区，尤其是霍尔木兹海

峡的大规模军事部署，体现了伊朗对于域内其它国家咄咄逼人的姿态，从而加剧了

伊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在岛屿争端中的矛盾，使域内国家对伊朗产生了恐惧与戒备

心理。 时至今日，伊朗在波斯湾的军事部署仍具相对优势，而其战略目标仍然延续

以防御性为主，积极主动地同地区各国进行安全合作，但双边互信的缺乏仍是伊朗

与其他海湾国家关系的障碍。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随着伊拉克综合国力的提高，其有意在波斯湾地区的安全上争

取更大的话语权，并在海湾安全体系的构建问题上与伊朗产生巨大的矛盾与分歧。
伊拉克主张所有海湾国家共同承诺，确保所有国家在波斯湾的航行自由，共同反对

任何对自由航行的限制。 此外，伊拉克反对建立地区军事联盟、缔结军事条约、成立

区域性的多边防卫组织的行为，力主强化双边关系、弱化多边合作。 但伊朗的波斯

湾战略主张针对商船实行“有序通行”的原则，在所有海湾国家一致同意之下，针对

军舰实行“无害通过”原则。 《阿尔及尔协议》的签署虽然缓和了两伊之间的紧张关

系，但是无法解决两国在波斯湾地区战略上日益凸显的根本性矛盾。 两伊双方虽然

有意尝试建立利益共同体、提升双边关系，但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及深刻的历

史恩怨，导致双方对于波斯湾地区秩序的认知具有显著的差异性。 因此，伊朗的波

斯湾战略与伊拉克的国家利益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伊拉克方面认为，伊朗试图在

波斯湾地区构建一个包括伊朗、沙特以及科威特在内，却明显把伊拉克排除在外的

区域防御组织。 自 １９７５ 年与伊朗发生了边界冲突危机之后，伊拉克方面就开始不断

增加国防军费开支，从苏联和法国购买先进武器装备。 到 １９８０ 年，伊拉克已拥有 ２０
万士兵、２，０００ 辆坦克和 ４５０ 架飞机。② 导致两伊战争爆发的直接因素是阿拉伯河划

界问题，但从本质上讲，阿拉伯河划界争端是伊朗同伊拉克针对波斯湾海权争夺的

延续。
伊朗与沙特在宗教和地缘战略上的博弈与抗衡是伊朗与传统逊尼派国家的双

边关系出现反复的原因之一。 首先，就波斯湾的地缘政治格局而言，两国“因利而

和”。 建立友好的双边关系符合彼此的利益，而地区安全更是双方的共同利益所在。
这也是经历多次外交危机之后，两国关系改善的重要原因。 其次，就伊斯兰世界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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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范围而言，两国“因位而争”。 为了捍卫教派的意识形态、争夺伊斯兰世界的领导

地位和话语权，两国难免产生矛盾甚至是较为激烈的对抗和冲突。 但值得注意的

是，多数情况下两国仍会基于共同利益而合作，共同发展双边关系和应对波斯湾地

区的国际事务。 归根结底，伊朗与沙特关系的走向，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伊朗的国

家利益和地缘战略的实际需要。
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伊拉克和沙特三个主要的地区大国之间的关系，总是

在冲突、合作和矛盾激化与缓和的循环之中反复，凸显了波斯湾地区国家间关系的

脆弱性和不平衡性，也影响了美国和苏联对波斯湾地区的政策。① 总的来说，三国在

波斯湾地区的争夺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其背后包含了意识形态、教派矛盾和地

缘政治利益的因素。 但伊朗的总体地区战略并没有扩张性和侵略性，其波斯湾战略

是追求对波斯湾的相对控制而非绝对控制。 首先，巴列维王朝时期，尤其是在 ２０ 世

纪 ５０ 年代后，伊朗没有对波斯湾地区沿岸国家的安全产生实质性威胁，与这些阿拉

伯国家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也没有根本性的矛盾，伊朗也一直与这些国家在经济和

安全领域进行合作。 其次，伊朗没有放弃与波斯湾国家共同构建地区安全合作机制

的努力。 这一机制的构想之所以最终无法实现，是由于伊朗的波斯湾战略和海湾各

国的生存策略存在深刻矛盾。
巴列维国王认为，要保卫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就需要和波斯湾地区的阿拉伯

国家保持友谊，并且需要让伊朗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以防止这些国家被推翻，因此

伊朗必须要强化海军建设，加大对于海上军事装备的投资。② 但波斯湾一些国力相

对弱小的酋长国，始终担心人口众多、实力强大的邻国对自身国防安全的威胁并对

伊朗所倡导的集体安全合作机制存在疑虑。③ 基于长期的历史经验，由于强大的邻

国对财富和资源的觊觎，波斯湾地区的一些国家更希望寻求外部势力的保护与介

入，从而可以遏制地区霸权主义和侵略。 对于一些新独立的海湾小国而言，地处在

三个强大的邻国之间，自身的国家独立性同时受到了地区国家竞逐与美苏两大超级

大国之间争霸的双重影响。 因此，从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上来说，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是波斯湾地区危机潜伏和累积的时期。 一方面，波斯湾地区各国在地区事务尤其是

石油生产和销售的议价权空前提高；另一方面，伊朗、伊拉克和沙特三国在填补地区

权力真空上矛盾激化，历史恩怨与现实利益的冲突影响了国家间的合作与互信，为
波斯湾地区连续爆发战争埋下了伏笔。 伊朗的波斯湾战略没有从本质上解决与沙

特和伊拉克之间的矛盾，也无法消弭小国对于其战略的疑虑与不安。 但值得强调的

是，波斯湾地区八国同为伊斯兰世界国家，在诸多方面都拥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

认知。 尽管伊朗与波斯湾地区一些国家的关系由于历史恩怨、教派矛盾与石油利益

的直接冲突使得双方敌意仍难以消弭，但是波斯湾地区合作仍存在着深厚的基础、
有利的条件和光明的前景。

·３４·

①
②
③

Ｒａｙ Ｔａｋｅｙｈ， Ｉｒａｎｓ Ｎｅｗ Ｉｒａｑ，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 ６２， Ｉｓｓｕｅ １， ２００８， ｐｐ． １３－３０．
［伊朗］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对历史的回答》，第 １４４－１４５ 页。
Ｒａｙ Ｔａｋｅｙｈ， Ｉｒａｎｓ Ｎｅｗ Ｉｒａｑ，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ｐｐ． １３－３０．



海湾国家研究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


正是由于巴列维国王积极配合美国的中东政策，使得伊朗能够在波斯湾地区充

当主导性的角色。 美国在波斯湾具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利益诉求。 首先，增强与美

国盟国在波斯湾地区的力量以抗衡苏联在中东的扩张野心；其次，确保波斯湾国家

的安全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畅与稳定；第三，保障美国在中东的石油利益和地缘政

治影响力。 基于波斯湾地区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石油利益的重要性，巴列维国王的

战略主张也得到了美国一定程度上的配合与支持，因此美国也支持伊朗在波斯湾地

区充当“地区宪兵”，肯定巴列维国王维护地区安全的努力。 １９７０ ～ １９７７ 年，美国向

伊朗出售了 １６３．１７ 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其中 １９７２ ～ １９７６ 年达到了 １０４ 亿美元，使伊

朗在波斯湾地区拥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加强了伊朗在波斯湾地区的军事力量。①
但是，中东地缘政治的发展具有复杂性和多面性，伊朗与地区国家和西方国家之间

既有多层次合作的关系，也同样在波斯湾地区进行战略博弈与竞逐。②
美国之所以将伊朗作为波斯湾的“稳定支柱”，主要是因为伊朗在波斯湾地区战

略地位重要，人口众多；巴列维国王的波斯湾战略将伊朗军队建设视为重点，使之成

为波斯湾地区可靠的军事力量；最为重要的是，巴列维国王对于美国的支持极为看

重，极力争取美国的军事援助和武器装备，并且避免在巴以争端上与美国产生冲突。
美国希望伊朗实现“尼克松主义”所要求的经济和军事自主，因此向伊朗提供贷款来

购买美国的军事装备、商品和服务。③ 伊朗的波斯湾战略虽有配合美国及其他西方

国家地区政策的一面，但与此同时，巴列维国王并未完全依附于美国，而是积极谋划

构建排除域外势力、捍卫自主性的地区安全合作机制。 巴列维国王认为，这种机制

是在同西方国家保持联盟关系的同时，在事实上实行不结盟政策。④ 在这一时期，伊
朗较为稳妥地处理了与波斯湾沿岸国家以及与域外大国的关系，较为恰当地平衡了

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因素在对外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⑤ 伊朗在维持与周边国

家友好关系的同时，积极拓展了地缘空间与国家利益。 虽然地区安全合作机制的构

想没有得以实现，但是对于推动地区和平与国家间的互信依然具有可行性，是具有

建设性意义的政治遗产。 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政府也提出过相对应的地区

安全倡议。 因此，伊朗的波斯湾战略具有历史继承性和阶段性的特点，具有承前启

后的历史特征。

四、 结语

１９７８～１９７９ 年，伊斯兰革命将巴列维国王送入了历史，这是当时广大伊朗人民的

选择。 但是，巴列维王朝时期是伊朗从屈辱、压迫的历史枷锁中解放、逐渐实现民族

·４４·

①
②
③
④
⑤

Ｊａｓｉｍ Ｍ． Ａｂｄｕｌｇｈａｎｉ， Ｉｒａｑ ａｎｄ Ｉｒａｎ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Ｃｒｉｓｉｓ， ｐ． ４９．
吴成：《伊朗：频打核计划牌，谋求“积极安全”》，载《当代世界》２００８ 年第 １０ 期，第 ３０－３１ 页。
Ｊａｓｉｍ Ｍ． Ａｂｄｕｌｇｈａｎｉ， Ｉｒａｑ ａｎｄ Ｉｒａｎ Ｔｈｅ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Ｃｒｉｓｉｓ， ｐｐ． ６８－７１．
［法国］热拉德·德·维利埃：《巴列维传》，第 ３５２ 页。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Ｋｉｎｚｅｒ， ｅｄ．，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Ｂｒｉｎｋ， Ｎｅｗ Ｊｅｒｓｅｙ：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 Ｓｏｎｓ，

Ｉｎｃ．， ２００６， ｐ． １２９．



巴列维王朝的波斯湾战略及其地区影响


独立和振兴的重要历史阶段，其波斯湾战略对伊朗发挥在波斯湾地区的影响力起到

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伊朗的波斯湾政策不仅体现了伊朗的海洋战略，也关系到世界

能源战略通道的安全。 伊朗利用迅速成长起来的海军，在波斯湾石油运输线上巡

逻，维护航道安全。 通过提供贷款的方法，伊朗极力安抚波斯湾沿岸各国，并保持友

好关系。 伊朗对于石油经济的倚重以及波斯湾的文化意涵是其波斯湾战略的依据

与基础，保卫波斯湾的安全与稳定、捍卫波斯湾的文化属性也自然是其中应有之义。
然而，巴列维国王的波斯湾战略将地区安全视为己任，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些周边

国家的疑虑和对立；庞大的军费开支消耗了伊朗的国家财富，也加重了伊朗人民的

负担。 总的来说，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波斯湾战略的演变是日益清晰和成熟的

过程，具有顺势而为、因时而变的历史特点。 具体来说，其内容主要包括：在维护国

家独立的前提下，积极与域内和域外国家沟通协商，尝试建立新的地区秩序和集体

安全机制，使伊朗保持战略主动性，在波斯湾的地区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①
伊朗以波斯湾若干岛屿为战略支点，使其在该地区的话语权和主导权日益强化和巩

固，这得益于巴列维王朝时期积极主动的防御性海洋战略。
巴列维国王认为，波斯湾过去是，现在仍是伊朗的生命线。② 因此，伊朗的波斯

湾战略坚决捍卫海湾的历史属性和文化属性，反映了伊朗的海洋意识和海洋战略的

演进和提升，包含了国家治理、地区治理的诸多理念与具体措施。 概括起来，巴列维

王朝的波斯湾战略主要包含三个方面：首先，确保波斯湾地区的安全畅通以及伊朗

在波斯湾地区的主导权，捍卫伊朗的国家安全和石油利益；其次，构建地区安全合作

机制，倡导波斯湾沿岸国家互利合作，尤其是加强与海湾君主国的联系；再次，积极

配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用美国对伊朗的援助，巩固自身的战略地位和国家实力。
综上所述，巴列维王朝的波斯湾战略有效维护了海湾的稳定与石油运输通道的

畅通，并且努力将区域外国家的势力排除在地区之外，为捍卫伊朗的国家安全以及

构建地区安全合作机制保持相对应的军事实力，由此确立伊朗对波斯湾地区的主导

权。 与此同时，伊朗主动配合美国的中东政策，防止苏联的渗透，成为美国在中东地

区的支柱性国家。 在这一时期，伊朗实现了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相对提高，掌握

了波斯湾三岛的控制权，其军事力量实质性地介入到波斯湾地区事务之中。 因此，
伊朗的波斯湾战略总体上维护了伊朗的国家利益，巩固了国家的主权和地区影响

力，为 １９７９ 年以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波斯湾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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