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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内特访美，
能否“重塑”
美以关系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钮松

以色列总理贝内特 8 月 26 日结束
对美国为期两天的访问。这是贝内特 6
月就任总理后首次出访。
访美期间，贝内特会晤美国总统拜
登及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等
钮松
高官。贝内特此行希望重塑以美关系，并
期待双方在伊朗核协议、
以巴冲突等问题上达成共识。
贝内特此次美国之行能否如愿？双方领导人重点讨
论了哪些话题？美以关系未来走向如何？我们请专家为您
—编者
详细解读。
——
问： 贝内特希望通过此次访
问达到哪些目的？
答：贝内特在就任总理后仅
两个多月便开启了疫情下的访美
旅程，动机一目了然，那便是重塑
美以关系。对于以色列方面而言，
通过首脑外交来为美以新领导人
之间走向熟络并巩固持续降温的
美以关系至关重要。
贝内特的忧虑并非多余，自
今年初拜登政府正式上台以来，
近年在特朗普执政时期达到前所
未有高点的美以关系遭遇了显而
易见的挫折。
尽管以色列 2020 年实现了
与 4 个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全面突
破， 与沙特也进行了一系列公开
互动， 但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改
善了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之间的
关系， 背后是特朗普政府力促美
以沙三国构建“反伊朗准联盟”所
取得的成效。
美以之间前所未有的亲密关
系通过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
列首都、 美国驻以使馆迁至耶路
撒冷、 美国承认戈兰高地为以色
列领土、 美国力促以阿关系新突
破等一系列进展呈现出来， 而这
些在很大程度上是特朗普与以色
列前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政治 “二
人转”所达成的。
当前不论美国还是以色列，
新领导人及其领导的政府都面临
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这在很大程
度上限制了美以关系的重塑向“深水
区”发展，贝内特的此次访美只能是
一次初步的“试水”行动。
从以色列方面来看，贝内特政府
取代连续执政 12 年的内塔尼亚胡政
府，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既有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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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和民众对于 2019 年 4 月以
来， 两年内展开四次大选且组阁
均遭遇困境所产生的政治疲劳，
也有对于内塔尼亚胡深陷多重涉
腐案的不满情绪， 更是右翼阵营
的贝内特临阵倒戈对内塔尼亚胡
的“釜底抽薪”所致。 尽管贝内特
政府成功组建， 但糅合了中左翼
“拥有未来”党、统一右翼联盟、中
间派的蓝白党以及五十年来首次
参加组阁的阿拉伯政党， 这种多
元思想间的跨度之大使其遭遇能
够维持多久的质疑。
此外， 以色列总理的任期一
般为 4 年， 而贝内特的任期只有
2 年。 根据新联盟政府的权力分
享协议，2023 年， 拉皮德将接替
贝内特成为以色列总理。 贝内特
与拉皮德在总理职位上的“接力”
设计也限制了贝内特施政的期限
与政策的延续性，两人的“接力”
是否会顺利实现也备受关注。
从美国方面来看， 拜登政府
上台后虽然打出“美国回归”的旗
号，但中东政策并未完全定型，仍
在奥巴马与特朗普政府的“遗产”
中徘徊。分析人士指出，贝内特领
导的执政联盟并不稳定， 因此急
切希望得到拜登政府的支持，但
拜登政府难以满足贝内特对美以
关系的全部设想。
此外， 拜登已经 79 岁高龄，
他在与贝内特会晤时貌似睡着 2
分钟的尴尬画面， 似乎也加深了
舆论对他健康状况的疑虑。拜登与贝
内特，一个年事已高，一个任期减半。
年龄相差 30 岁的两人如何在短期内
领导各自政府协同重塑美以关系，是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但显然难以通
过贝内特的一次访美就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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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至今的 20 年，也是
美国在阿富汗反恐的 20 年。喀布尔
机场的恐怖袭击和爆炸， 给阿富汗
战争打上了一个问号， 并再一次将
美国带回了出发点。

越反越恐？
反恐这 20 年，其实也是人类社

会全球化、 信息化进程发展迅速的
20 年，很多事物都在新形势下发生
了变化。
很多人感觉到“反恐反恐，越反
越恐”，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化和
信息化的产物： 时间和空间距离被
消除以后， 人们感知到的恐怖事件
更多了， 对恐怖的感觉也更加强烈
了。 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这个世界更
加危险了。相反，在过去 20 年中，人
类社会整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和
平、安宁与发展。
首先，在世界范围内，这 20 年
是人类社会一个比较长的安宁期和
发展期。 大国之间没有直接的军事
冲突，没有再发生“9·11”式的重大
恐怖事件， 并在反恐等问题上形成
了长期共识。“9·11”事件爆发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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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领导”共同面对“老问题”

问： 以色列总理访美重点讨
论了哪些话题？
答：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将美
国作为今年 6 月 13 日宣誓就任
总理以来外交出访的 “首秀”之
地，是一次中规中矩的外交活动，
也是美国杜鲁门总统开创的美以
延续数十载盟友关系的惯性使
然。 这也反映了贝内特试图通过
面对面的方式直接向美国传递更
为明确的信号， 即以色列新政府
将继续置美以关系于以色列外交
中最为优先考量的地位。
贝内特的美国之行也面临着
巨大的压力， 首先是新冠疫情仍
在美国肆虐。 美以领导人会见时
的社交距离和各色口罩无声地提
醒着国际社会， 这是两国领导人
在疫情下的难得会面。
其次是贝内特此访恰逢美军
从阿富汗一走了之、 阿富汗塔利
班攻占首都喀布尔， 阿富汗局势
日趋复杂的特殊时刻， 其背后浮
现的是包括以色列在内的美国盟
友对于拜登政府“喀布尔时刻”的
疑虑。
8 月 26 日喀布尔机场造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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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人员伤亡的恐袭事件使得原定
当日举行的美以领导人会谈不得
不推迟到第二天， 也使得贝内特
原定的“快去快回”的紧凑速访计
划被迫进行微调。
8 月 25 日，贝内特抵美伊始，
便相继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
国务卿布林肯举行务实会谈。 8 月
27 日， 贝内特与美国总统拜登进
行了两国新领导人之间的首次面
对面会晤。
据报道， 贝内特与美国领导
人的会谈内容涉及美以伙伴关
系、美国对以安全承诺、包括伊朗
在内的中东地区安全、反恐、海上
航行安全、 空中和导弹防御系统
及无人机系统的防务合作、 援助
巴勒斯坦疫苗等诸多问题。
尽管议题令人眼花缭乱，但
贝内特的核心关切仍是万变不离
其宗的伊朗问题和巴以问题，所
有具体的关切都是围绕这两大问
题而铺陈开来。 同为今年才上任
的新领导人， 拜登与贝内特为国
际社会对这两大老问题的走势带
来新的憧憬。
美以两国都认为， 必须确保

伊朗不会获得核武器， 但双方在
这一问题上的策略不同。
拜登政府上台后试图通过外
交谈判实现美国和伊朗恢复履行
伊核协议， 以此来限制伊朗的核
计划。 以色列政府不满美方尝试
重返伊核协议， 认定伊朗核计划
的目的是研发核武器。
拜登表示， 美方正优先通过
外交方式解决伊核问题， 如果外
交途径失败，美方准备转向“其他
选项”。 贝内特对拜登此番表态表
示满意， 并称两国会就针对伊朗
的“全面战略”展开讨论。
双方更为明显的分歧在于如
何处理巴以问题。 拜登政府上台
后， 美国与巴勒斯坦的关系逐渐
回暖。 拜登多次表示支持通过“两
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还计划在
耶路撒冷重开负责巴勒斯坦事务
的美国总领馆。
贝内特上台后， 在巴以问题
上继续坚持强硬立场。 分析人士
指出， 美方会谈后发表的声明只
字未提贝内特对巴以问题的表
态， 说明双方在这一点上分歧依
然较大。

特殊盟友关系也需及时修补

问： 未来的美以两国关系走
势如何？
答：尽管贝内特的访美之行
带有“重塑”或“校准”美以关系的
意味，但纵观美以关系史，两国作
为现代国际关系中的独立主权国
家， 不可避免会产生国与国之间
的矛盾与冲突，但另一方面，两国
之间又是一种特殊的盟友关系。
美以之间虽是盟友， 但美国历届
政府对以色列态度的亲疏及具体
政策不尽相同， 美国会在中东政
策的总体考量中适时调整以色列
所占的权重。
作为美以不对称盟友关系中
相对弱势的一方， 美国中东政策
调整的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触动
以色列方面的紧张神经。 处于中
东地区总体外交孤立中的以色列
最为关切不仅是国家安全问题，

更是未来前途的问题。 正因如此，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参与伊朗核协
议的多轮谈判令以色列充满不
安， 拜登上台后对于政治前途未
卜的内塔尼亚胡的冷处理也使美
以关系蒙上新的阴影。 贝内特领
导的新政府上台后， 以色列将此
作为内部政治革新与重塑美以关
系的契机便顺理成章了。
贝内特此访的一个重要目的
就是修补与美国民主党领导层的
关系。 内塔尼亚胡主政期间，以色
列与美国民主党关系紧张。 内塔
尼亚胡曾公开批评民主党籍的奥
巴马总统推动达成伊核协议。
贝内特出访前曾表示， 以色
列和美国现在都有新的政府，他
“带着一种新的合作精神”前往美
国会晤拜登。 美方高官也指出，拜
登在贝内特宣誓就职后不到两小

时就通话表示祝贺， 这是美方支
持贝内特政府的明确信号。
因为最近的 “喀布尔时刻”，
美国在面对国际社会的嘲弄时呈
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但在支
持乃至偏袒以色列上依然不遗余
力。 以色列在二战废墟上的诞生
是诸多因素合力的结果， 当时美
国总统杜鲁门的推动极为重要。
美以特殊盟友关系延续迄今。 即
便如此， 贝内特在与拜登的会谈
中， 仍要求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
进行再保证， 拜登也如其所愿重
申了美国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
尽管美以之间在对伊核问题
等诸多国际事务的看法上分歧明
显， 但这些并未能动摇美以关系
的基石。 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在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 美国始
终偏向的仍是以色列。

年，美国为何成为最大输家
各国迅速达成共识， 阶段性组成全
球反恐统一战线。 这在过去是难以
想象的， 并且这一趋势还影响到全
球治理的其他领域。 对恐怖主义威
胁的共识， 推动了各国为消除国际
恐怖主义的生长环境等议题上合作
步伐的加快。
其次， 即便是在阿富汗和伊拉
克等国，在反恐战争时期，状况也不
一定比以前更差。在阿富汗，反恐的
这 20 年是这个国家自 1973 年以来
少有的安全与发展时期。 当地人口
从 2001 年的 2100 万，增长到 2021
年的近 4000 万，教育和医疗条件也
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

个中教训
当然， 事物都有两面，20 年的

反恐战争也给人类留下两个教训。
一是，反恐目标不能扩大化。美
国在阿富汗的错误， 不是美军力量
不足，而是前期太顺利，引诱着美国
政客忘记了初心， 将反恐目标转换
成阿富汗国家重建目标。
阿富汗是阿富汗人的， 不是美
国人的。美国开出的药方，不管如何
“美妙”，未必是阿富汗人所欢迎的。
所以，美国在阿富汗的任务，根本就
不应该是在这里建立一个统一的集
中的“美式民主”国家。
反恐战略目标的扩大化， 也导
致美国在阿富汗投入的扩大化，最
终不仅没有实现目标， 反而空耗了
美国的国力， 并引起阿富汗民众和
国际社会的反感。
二是，反恐手段不能极端化，不

能脱离法治的轨道。 恐怖分子不受
国际法和国内法的约束， 而反恐的
一方， 千万不能效仿恐怖分子那种
无法无天的自由， 要接受相关法律
和规范的约束。当然，遵守规范是有
代价的，会提升成本、增加伤亡、降
低效率。 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
中， 最受人诟病的部分便是为了保
护美军自身的安全， 不惜牺牲当地
民众的合法权益。
美军在“网络探照灯”之下，既
不拥有行为自由， 又不愿意付出太
多的人员伤亡代价，于是只能“自缚
双手” 去追求那个被无限放大的重
建目标，失败也就难以避免。
其实， 美国人早就认识到这一
点了， 只是不愿意吞下失败的苦果
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