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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锁劳，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东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非洲研究

中心副主任。（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期中非合作关系研究”（项目编号：０９ＪＺＤ００３９

０７）的研究成果。
① 曼支·赛义达尼：《点燃突尼斯人怒火的女警察》，〔伦敦〕《中东报》，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９日。

有关北非中东剧变的几个问题

王锁劳

摘　要　２０１１年初春，北非中东地区发生大规模政坛剧变，突尼斯
本·阿里总统和埃及穆巴拉克总统双双下台，利比亚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

爆发激烈内战，也门总统萨利赫的反对者与支持者对峙街头数月，叙利亚

全国到处都在抗议阿萨德政权。文章旨在深入分析有关北非中东剧变的

若干主要问题：（１）北非中东剧变所具有的阿拉伯革命的性质与特点；（２）
北非中东剧变背后的领导人换代与家族腐败原因；（３）阿拉伯民主例外论
与阿拉伯威权主义的关系；（４）土耳其模式适用于阿拉伯国家的可能性与
现实性；（５）美国中东政策成功与否。

关键词　北非中东剧变　阿拉伯革命　阿拉伯例外论　土耳其模式
美国中东政策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７日，在突尼斯中部城市西迪·布齐德（ＳｉｄｉＢｏｕｚｉｄ），一位名叫穆
罕默德·布阿齐兹（ＭｏｈａｍｅｄＢｏｕａｚｉｚｉ）的２６岁街头摊贩，因无证经营被４６岁的女警

察法依达·哈姆迪（ＦａｉｄａＨａｍｄｉ）依法没收财物。①随后布阿齐兹来到省长办公室申

冤，省长拒绝接见。布阿齐兹一气之下自焚，１８天后不治身亡。此举引发突尼斯全
国大规模群众抗议示威。２０１１年 １月 １４日，在位 ２３年的突尼斯总统本·阿里辞职
并携全家逃亡沙特，突尼斯政坛发生剧变。因茉莉花是突尼斯国花，西方媒体广泛

称之为“茉莉花革命”。

在“茉莉花革命”的冲击和影响下，不少阿拉伯国家也相继发生大规模群众示威

运动。埃及群众于１月２５日（埃及警察日）开始聚集位于开罗市内的解放广场，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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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后导致在位３０年的穆巴拉克总统辞职。这场政坛剧变在埃及被称为“一·二五
革命”，同１９５２年的“七·二三革命”相提并论。① 也门群众于１月２７日开始抗议示
威，试图推翻在位３３年的萨利赫总统。目前反对萨利赫和支持萨利赫的两派群众仍
在对峙，萨利赫的去留暂不明朗。而在突尼斯的邻国利比亚，自 ２月 １５日开始在西
部城市班加西爆发反对卡扎菲政权的群众运动。卡扎菲政权派军警镇压，导致大量

伤亡。２月１９日，班加西落入反对派手中。２月２７日，反对派在班加西成立“临时全
国委员会”，卡扎菲政权前内政部长穆斯塔法·阿卜杜·贾利勒（ＭｕｓｔａｆａＡｂｄｕｌＪａｌｉｌ）
担任主席。此后，政府军与反对派武装持续激战至今，利比亚陷入全国内战，卡扎菲

何去何从难以预知。就在利比亚内战愈演愈烈之时，叙利亚南部城市德拉（Ｄａｒａａ）
又于３月１５日爆发警民冲突，造成多人伤亡。随后抗议风潮席卷叙利亚全国各地，
示威群众打出“推翻政权”的标语。４月 ２５日，叙利亚政府派坦克封锁德拉市。５月
４日，又封锁海滨城市班尼亚斯（Ｂａｎｉｙａｓ）。叙利亚政局每况愈下，阿萨德总统岌岌
可危。

以上就是２０１１年初以来发生政坛剧变的 ５个阿拉伯共和国，其中 ３个位于北
非，②２个位于中东。③ 其他北非中东国家如阿尔及利亚、约旦、阿曼、巴林、沙特、伊
朗等也出现过不同程度的骚乱，只是尚未威胁到现政府的生存和最高领导人的地位

而已。如何界定北非中东剧变的性质与特点？如何解释北非中东爆发大范围地区

性政治动荡的原因？如何判断未来北非中东地区的政治发展走势？如何解读北非

中东剧变对中国战略机遇的影响？这些就是本文打算探讨的主要问题。

第二次阿拉伯革命？

北非中东剧变究竟属于群众运动，还是属于军事政变，能否冠以“革命”④这一褒

义概念，即便在阿拉伯世界也是有较大争议的。伦敦阿拉伯文《中东报》主编塔利

格·哈米德指出：“突尼斯发生的，不是人民革命，因为示威者没有提出明确的要求，

不存在有组织的领导街头运动的反对派。”⑤他认为：“很明显，突尼斯发生的属于精

①

②

③

④

⑤

艾哈迈德·优素福·盖尔基：《一·二五之路通向民主》，〔埃及〕《金字塔报》，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７日。
北非（ＮｏｒｔｈＡｆｒｉｃａ）是指非洲北部的 ７个阿拉伯国家，即埃及、苏丹、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

哥和毛里塔尼亚。

中东（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东是指西亚国家加上埃及（埃及横跨西亚和北非，苏伊
士运河以东的西奈半岛属于西亚，运河以西属于北非），广义的中东是指西亚加上北非。自 ２００３年起，美国布
什政府又提出“大中东”（Ｇｒｅａｔ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或“泛中东”（Ｂｒｏａｄ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的概念，将南亚的巴基斯坦、东非的
索马里等包括进来，服务于美国的反恐战争。

本文所说的革命，是指“人们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中所进行的重大变革。人们改造自然的重大变

革，有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等。人们改造社会的重大变革，即社会革命。社会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见《辞

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２２７５页。
塔利格·哈米德：《突尼斯是一场革命吗？》，《中东报》，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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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内部的斗争，接近于宫廷政变而非革命。”①但是在《中东报》前主编阿卜杜·拉赫

曼·拉希德看来，虽然“历史书上充满了对阿拉伯革命的贺辞，但事实上没有一场人

民革命，全都是军事政变或武力变革。”②他说：“突尼斯革命是自发产生的，最初是在

西迪·布齐德街头点燃的，不是在兵营策划的。”③故此他认为，突尼斯革命是阿拉伯

世界第一场人民革命。笔者不仅总体上赞成拉希德的观点，而且倾向于认为目前的

北非中东剧变，其实是二战后的“第二次阿拉伯革命”。

第一次阿拉伯革命始自 １９５２年的“七·二三革命”，埃及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了
法鲁克国王的统治，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了埃及共和国。“七·二三革命”点燃了阿

拉伯国家的革命风暴，树立了推翻君主制和建立共和国的榜样。此后伊拉克自由军

官组织于１９５８年发动７月 １４日政变，推翻了费萨尔王朝的统治，建立伊拉克共和
国。也门自由军官组织于１９６２年发动９月２７日政变，推翻了巴德尔王朝，建立也门
共和国。利比亚自由军官组织于１９６９年发动 ９月 １日政变，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
建立利比亚共和国。可以说，２０世纪 ５０—６０年代的北非中东剧变是二战后第一次
阿拉伯革命，其目标是实现“国体”的转变，即从君主制转变为共和制。与第一次阿

拉伯革命相比，眼下的第二次阿拉伯革命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这是一次以实现“政体”转变为目标的“阿拉伯革命”，即从一党专政和一

人独裁的政治体制转变为多党选举执政的民主体制，其矛头直指长期在位的阿拉伯

共和国领导人。这场革命之所以能够从一个阿拉伯国家扩散到另一个阿拉伯国家，

离不开“阿拉伯民族”特色：共同的阿拉伯语言是阿拉伯革命传播的天然媒介，而共

同的伊斯兰文化背景和相邻的地理位置又给阿拉伯革命的传播提供了易于接受的

方便渠道。如同第一次阿拉伯革命那样，埃及的“一·二五革命”再次对阿拉伯世界

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尽管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才是第二次阿拉伯革命的发源

地。这是由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核心位置和长期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所决定的。④ 故

此有阿拉伯学者总结道：“虽说很多人在突尼斯人民起义的时候停下了脚步，但在埃

及人民起义之后，所有人都停下脚步并重新谋算。”⑤

迄今为止，历时５个月的第二次阿拉伯革命已经取得了以下积极成果：
其一，终结了部分阿拉伯共和国的个人独裁，总统任期受到限制。突尼斯总统

本·阿里于１月１４日逃亡，结束了２３年的统治。７月２４日，突尼斯将举行宪法委员
会选举，突尼斯宪法有望修改，限制总统任期。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于２月１１日下台，
结束了３０年的统治。３月１９日，埃及举行修宪公投，４５００万合格选民中的 １８５０万
人参与投票，其中７７．２％的投票赞成修宪。今后埃及总统任期一届 ４年，只能连任
一届。

①

②

③

④

⑤

塔利格·哈米德：《突尼斯是一场革命吗？》。

阿卜杜·拉赫曼·拉希德：《突尼斯是第一场阿拉伯革命》，《中东报》，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６日。
同上。

穆斯塔法·法基：《阿拉伯人与埃及革命》，《金字塔报》，２０１１年４月１９日。
拉德旺·赛义德：《埃及的自由就是阿拉伯世界的自由》，《中东报》，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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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结束了部分阿拉伯共和国的一党专政，释放了部分政治犯，打算实行真正

的多党制。３月９日，突尼斯法院宣布解散前执政党“宪政民主联盟”，该党财产和资
金被清算。截至３月１９日，突尼斯合法登记且被内政部批准的政党已经达到４４个。
４月２６日，突尼斯临时政府总理贝吉·凯德·埃塞卜西宣布前执政党高官不能参加
大选。埃及政府于２月 １９日宣布释放 ２２２名政治犯。３月 ２８日，修改后的《政党
法》被批准通过，放宽了新党成立的条件。４月 １６日，埃及法院宣布解散前执政党
“民族民主党”，没收该党全部财产和现金。埃及将于 ９月举行议会选举和总统
选举。

其三，取消紧急状态法，恢复正常法治。２月２５日，阿尔及利亚宣布正式取消自
１９９２年２月９日开始实施的紧急状态法，该法已经实施了１９年。３月２９日，埃及军
方宣布将于９月大选前正式取消自１９８１年开始实施的紧急状态法，该法已经实施了
３０年。４月１９日，叙利亚内阁宣布取消自１９６３年开始实施的紧急状态法，该法已经
实施了４８年。紧急状态法规定，在宣布紧急状态后，政府可以检查媒体，切断通信服
务，并且不经司法部门的批准就可拘捕疑犯。

其四，通缉和拘捕前领导人及其家庭成员。１月 ２６日，突尼斯司法部长发出国
际通缉令，要求各国协助拘捕总统本·阿里、总统夫人莱拉以及其他出逃在外的家

庭成员。４月１３日，埃及总检察长下令拘留前总统穆巴拉克以及他的两个儿子阿拉
和贾马勒各１５天，以便调查他们是否下令向示威者开枪、是否存在腐败指控等。此
外，埃及人民议会前议长法特希·苏鲁尔、协商议会前议长萨伏沃特·谢里夫等前

高官也被拘留，接受刑事调查。

第二，这是阿拉伯世界的又一次“青年革命”，青年人在革命中发挥了举足轻重

的作用。５０—６０年代的第一次阿拉伯革命也是青年革命，革命领导人非常年轻。发
动革命时，埃及革命领袖加麦尔·阿卜杜·纳赛尔（１９１８—１９７０）只有 ３４岁，伊拉克
革命领袖阿卜杜·克里木·卡赛姆（１９１４—１９６３）４４岁，也门革命领袖阿卜杜拉·萨
拉勒（１９１７—１９９４）４５岁，利比亚革命领袖穆阿迈尔·卡扎菲（１９４２—）只有 ２７岁。
第二次阿拉伯革命的领袖也非常年轻，例如埃及 １月 ２５日革命的主要发起人瓦伊
勒·加尼姆（１９８０—）、艾哈迈德·马希尔（１９８０—）、爱斯玛·马哈福兹（１９８５—）、伊
斯拉·阿卜杜·法塔哈（１９８１—）等都是８０后，３０岁出头。所不同的是，第一次阿拉
伯革命的青年领袖都是在职军人，他们通过发动军事政变和使用武力取得了革命的

成功。而这次阿拉伯革命的青年领袖都是普通平民，他们通过示威、游行、抗议、集

会、请愿等和平方式唤醒了民众，迫使突尼斯和埃及两国军队保持中立，最后达到了

赶走两国总统的革命目的。①

第三，这是一次带有鲜明时代特点的“信息革命”，现代信息工具帮助青年人达

到了革命目的。② 现代信息工具包括电视、广播、手机尤其是互联网。互联网搭建了

①

②

穆罕默德·卡德里·赛义德：《青年革命：国内外反响》，《金字塔报》，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２日。
宰因·阿比丁·鲁卡比：《阿拉伯国家街头抗议的几个原因》，《中东报》，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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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信息平台，是当今最方便的获取信息的渠道。近年来在互联网的基础上涌现出

了不少社交类网站，出现了一些新媒体工具（ＮｅｗＭｅｄｉａＴｏｏｌｓ），如脸谱网（Ｆａｃｅ
ｂｏｏｋ）、推特（Ｔｗｉｔｔｅｒ）等等。这些新媒体工具为青年人所钟爱和推崇，他们在这些新
媒体上表达对社会和政治的不满，引起了广泛共鸣，积聚了革命力量。例如，埃及亚

历山大青年哈利德·穆罕默德·赛义德（１９８２—２０１０）于 ２０１０年 ６月 ６日被警方殴
打致死。Ｇｏｏｇｌｅ公司中东和北非市场主管、埃及人瓦伊勒·加尼姆对哈利德之死深
感同情，在 Ｆａｃｅｂｏｏｋ上设立了一个账户，名为“我们都是哈利德·赛义德”（Ｗｅａｒｅ
ａｌｌＫｈａｌｅｄＳａｉｄ），上传了哈利德受虐遗体的照片。① 此举很快吸引了不少埃及青年，
培养了一大批革命青年。

经济问题是主要原因？

北非中东政治动荡源于突尼斯无业青年布阿齐兹的自焚，至少从表面上看，经

济问题应该是造成群众抗议示威从而导致政权更迭（ｒｅｇｉｍｅｃｈａｎｇｅ）的基本原因。在
突尼斯１０４０万人口中，女性大学毕业生占毕业生总人数的 ６０％，她们约占全国 ２５
岁以下年轻人的一半，而这些年轻人中约 ４０％没有工作。阿盟秘书长穆萨 １月 ２９
日在沙姆沙伊赫阿拉伯经济首脑会议上称，“阿拉伯精神已经被贫困、失业和普遍衰

退打碎了”，他认为正在恶化的阿拉伯经济状况是导致类似突尼斯事件发生的先

导。② 前《中东报》主编拉希德先生也认为，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发生的政治动荡主

要是由“失业问题”、“食油和食糖的涨价”等经济问题引起的。③ 然而，经济问题是

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可能经常遇到的问题，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因为经济问题而引

发政治危机。２００７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对全世界经济造成重大影响。但如果将北
非中东政治剧变视为美国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的牺牲品，④或者全球气候变迁

的衍生效应，⑤恐怕就难以解释为何同样受到这些跨国危机的困扰，世界其他地区和

国家保持了政治稳定，而北非中东却未能幸免。可见，政权更迭的主要原因应该从

政治领域来寻找，而经济问题最多只是导火索或诱因而已。此次发生政治剧变的几

个阿拉伯共和国，至少都有两个严重的政治问题长期未能解决。一个是国家领导人

的换代问题，另一个是领导人家族的腐败问题，这两个问题密切相关，都紧紧依托于

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

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ｉｎａＳｈｅｈａｔａ，“ＴｈｅＦ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Ｐｈａｒａｏｈ：ＨｏｗＨｏｓｎｉＭｕｂａｒａｋｓＲｅｉｇｎＣａｍｅｔｏａｎＥ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
Ｖｏｌ．９０，Ｎｏ．３，Ｍａｙ／Ｊｕｎｅ２０１１．

Ｐａｔ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Ｔｕｎｉｓｉａ：Ａ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ｆｏｒＣｈａｎｇｅ”，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Ｉｓｓｕｅ４１９，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１，ｐ．１９．
阿卜杜·拉赫曼·拉希德：《失业、食油和食糖的起义》，《中东报》，２０１１年１月１１日。
宰因·阿比丁·鲁卡比：《阿拉伯国家街头抗议的几个原因》。

Ｓａｒａｈ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ｅａｎｄＪｅｆｆｒｅｙＭａｚｏ，“ＧｌｏｂａｌＷａｒｍ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ＡｒａｂＳｐｒｉｎｇ”，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Ｖｏｌ．５３，Ｎｏ．２，Ａｐｒｉｌ
Ｍａｙ２０１１，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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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与夫人莱拉·特拉贝尔西家族的腐败问题。本·阿

里于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７日发动不流血的政变，以总理身份取代已经在位３０年的终身总
统布尔吉巴。１９８９年本·阿里第一次当选总统，１９９４年蝉联总统。执政党“宪政民
主联盟”为了让身为党主席的本·阿里有资格参加 １９９９年的总统选举，在其控制的
国民议会提出宪法修正案并于１９９８年 １０月通过，将总统的任期增加到三届即连任
两次。在１９９９年的总统选举中，本·阿里以 ９９．４％的得票率当选。２００２年 ５月突
尼斯举行独立后首次全民公决，又一次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对总统连任次数的

限制，并将总统候选人的年龄上限增至 ７５岁。这次修正为本·阿里竞选 ２００４年以
及２００９年总统职位扫除了法律上的障碍。２００４年总统选举，本·阿里赢得 ９４．４８％
的选票。２００９年１０月２５日总统选举，本·阿里赢得８９．６２％的投票，轻松战胜所有
对手，第４次连任总统。本·阿里今年７５岁，据说他本考虑将其女婿穆罕默德·萨
赫尔·马特里（ＭｏｈａｍｅｄＳａｋｈｒＭａｔｅｒｉ）培养为接班人。① 马特里出身富裕家庭，被视
为纨

!

子弟。

本·阿里夫人莱拉（ＬｅｉｌａｂｅｎＡｌｉ）来自特拉贝尔西家族（ＴｈｅＴｒａｂｅｌｓｉｓ），她拥有
１０个兄弟姐妹，原是一名美发师。自１９９２年嫁给本·阿里总统后，她和特拉贝尔西
家族成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财富迅速上升，在突尼斯国内引起极大的不满情绪。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布阿齐兹自焚后，维基解密公布了美国驻利比亚大使罗伯特·高戴克
（ＲｏｂｅｒｔＧｏｄｅｃ）向美国国务院发回的外交密电，其中大部分内容是针对莱拉及特拉
贝尔西家族腐败问题的。其中提到，突尼斯人将本·阿里一大家人视为“突尼斯腐

败合流点”和“准黑手党”，称“本·阿里妻子即莱拉·本·阿里和她的一大家子———

特拉贝尔西家族———激起了突尼斯人的最大忿怒。”②突尼斯人抱怨“所有东西都在

这家族掌控中”。外交密电公布后，在突尼斯引起极大反响，加剧了反政府抗议活

动，故此有人说突尼斯剧变是“第一个维基解密革命”。③ 也有人夸张地宣称，“对一

个家族的憎恨导致了突尼斯的革命”。④ 据说 １９８７—２００８年本·阿里和莱拉一家人
积累了１３０亿美元的财富。⑤

第二，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及次子贾马勒的腐败问题。埃及早在 １９７１年通过了
《永久宪法》，规定总统任期一届为 ６年，只能连任一届。当年萨达特总统为了突破
两届任期，利用职权于１９８０年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对总统任期的限制。穆巴
拉克成为这个修正案的直接受益人。自 １９８１年接任埃及总统后，穆巴拉克于 １９８７
年、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９年和２００５年四次连任。２００４年埃及出现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
运动，取名“足够”（阿文“Ｋｅｆａｙａ”或“Ｋｉｆａｙａ”，英文“Ｅｎｏｕｇｈ”），矛头直指穆巴拉克，

①

②

③

④

⑤

Ｐａｔ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Ｔｕｎｉｓｉａ：ＡＣａｔａｌｙｓｔｆｏｒＣｈａｎｇｅ”，ｐ．１８．
“ＷｈａｔＷｉｋｉＬｅａｋｓＲｅｖｅａｌｅｄＡｂｏｕｔＬｅｉｌａＢｅｎＡｌｉｓＥｘｃｅｓｓｅｓｉｎＴｕｎｉｓｉａ”，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ｒｃｈ７，２０１１．
Ｉｂｉｄ．
ＪｏｈｎＴｈｏｒｎｅ，“Ｈａｔｒｅ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ＯｎｅＦａｍｉｌｙＢｒｏｕｇｈｔＴｕｎｉｓｉａｔｏ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ｒｃｈ７，２０１１．
曼支·赛义达尼：《逮捕３３名总统家庭成员》，《中东报》，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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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穆巴拉克的统治“足够”了，应该退出２００５年总统选举。① 穆巴拉克为了平息
国内外的抨击，于２００５年２月出人意料地提出修改宪法第７６条，允许多位候选人参
加总统选举。② 当年５月２５日埃及举行全民公决，以８２％的支持率通过了宪法修正
案。同年９月７日，穆巴拉克以 ８８．５７％的得票率第五次连任总统。此后，穆巴拉克
加紧对其次子贾马勒·穆巴拉克（ＧａｍａｌＭｕｂａｒａｋ，１９６３年生）的培养工作。贾马勒
出任执政党“民族民主党”五大书记之一，负责执政党政策的设计和实施，他是埃及

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如果埃及“一·二五革命”没有发生，贾马勒极有可能成为执

政党推荐的候选人，并赢得今年９月份举行的总统选举，从而成为阿拉伯共和国中第
二个子承父位的“官二代”。

正是对贾马勒继位的担心和对总统家族腐败的憎恨，在很大程度上激起了埃及

“一·二五革命”。埃及反对派领袖、开罗大学政治学教授哈桑·纳菲阿博士认为，

“正是继承计划在事实上推翻了穆巴拉克政权”。③ 据说这个继承计划出现于 １９９８
年，为给贾马勒创造条件使他顺利继位，埃及政府不断打击任何反对势力，摧毁一切

继位道路上的绊脚石。特别是在 ２０１０年的人民议会选举中，为给 ２０１１年的总统选
举铺路，埃及政府全面打压反对党，干扰和破坏选举过程，致使埃及各反对党仅仅赢

得了９８个席位，而民族民主党赢得了全部５１８席中的 ４２０席。“２０１０年的欺骗性选
举标志着对萨达特创立的有限政治多元主义的背离。新华夫脱党、穆斯林兄弟会和

其他反对派开始重新思考在这种条件下参加选举的有效性。”④穆巴拉克统治埃及３０
年，贾马勒本人自１９９８年开始从政，他们家里究竟聚敛了多少财富，全世界都在猜
测。瑞士中央银行于２月１１日宣布冻结存在瑞士各银行的埃及存款，总额共为 ２７
亿美元，其中穆巴拉克家族的存款有多少有待调查。⑤ 另据埃及调查和取证非法所

得机构主席哈利德·赛里木法官作证，穆巴拉克及其家族利用各种影响搜集到的非

法财富，仅仅存在埃及一家银行（埃及国民银行新开罗分行）的存款金额就高达 ２．５
亿埃镑。⑥ 至于敛财的手段，据开罗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萨马尔·所罗门分析：“穆

巴拉克家族的腐败不是盗取预算费，而是将政治资本转化为私人资本。”⑦另据《金字

塔报》战略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在穆巴拉克统治后期埃及腐败盛行，每年腐败金额

高达８００亿埃镑。⑧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ＭａｎａｒＳｈｏｒｂａｇｙ，“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Ｋｅｆａｙａ：ｔｈｅＮｅ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Ｅｇｙｐｔ”，ＡｒａｂＳｔｕｄｉｅｓ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２９，Ｎｏ．
１，Ｗｉｎｔｅｒ２００７，ｐｐ．３９—４０．

ＹｏｒａｍＭｅｉｔａｌ，“Ｔｈｅ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ｏｖ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ＯｒｄｅｒｉｎＥｇｙｐｔ：Ｔｈｅ２００５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Ｖｏｌ．６０，Ｎｏ．２，Ｓｐｒｉｎｇ２００６，ｐ．２６４．

海依西姆·塔比阿：《哈桑·纳菲阿接受〈中东报〉采访：正是继承计划推翻了埃及政府》，《中东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３日。
ＤｉｎａＳｈｅｈａｔａ，“ＴｈｅＦａｌｌｏｆｔｈｅＰｈａｒａｏｈ：ＨｏｗＨｏｓｎｉＭｕｂａｒａｋｓＲｅｉｇｎＣａｍｅｔｏａｎＥｎｄ”．
《瑞士决定冻结穆巴拉克的可能存款》，《中东报》，２０１１年２月１２日。
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艾哈迈德·加姆拉维：《埃及总检察长决定扣压穆巴拉克及其家庭的钱财并禁

止其旅行》，《中东报》，２０１１年３月１日。
ＥｄＢｌａｎｃｈｅ，“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Ｔｙｒａｎｔｓ”，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Ｉｓｓｕｅ４２１，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１．
谢里夫·叶迈尼：《收回腐败官员亿万财富萦绕埃及人的梦想》，《中东报》，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７日。



８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１年 第２期

第三，利比亚领袖卡扎菲及其儿子们的腐败问题。卡扎菲于１９６９年９月１日领
导自由军官组织发动政变，推翻伊德里斯王朝，建立利比亚共和国，时年仅仅 ２７岁。
１９７７年３月卡扎菲更改国名，发表《建立人民权威宣言》，取消国家议会，代之以“总
人民大会”。同时取消政府，代之以“总人民委员会”。卡扎菲试图打碎一切国家官

僚机构，使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卡扎菲本人于１９７９年辞去总人民大会总秘
书（相当于国家元首）职务，自封为“利比亚革命领袖”。虽然卡扎菲不担任国家公

职，却是举世公认的利比亚最高领导人。利比亚没有宪法，卡扎菲的领袖任期不受

任何约束。今年卡扎菲６９岁，已经在位 ４２年，世人不知他将何时下台，谁将担任他
的接班人。近年来人们发现，卡扎菲的次子赛义夫·伊斯兰（ＳａｉｆａｌＩｓｌａｍ，１９７２年
生）频频公开露面，以国际慈善与发展基金会主席的身份代表卡扎菲讲话和从事政

治活动。显然卡扎菲是在有意培养儿子做接班人。此次利比亚动荡期间，赛义夫多

次露面讲话并代表卡扎菲参与谈判。如２月２１日，赛义夫发表电视讲话，称“利比亚
不是突尼斯和埃及”，“卡扎菲也不是本·阿里和穆巴拉克”，拒绝反对派提出的推翻

卡扎菲的政治要求。①

卡扎菲共有８个儿子和２个女儿，长子穆罕默德控制了利比亚电信公司，三子萨
阿迪经营出口自由区，四子汉尼拔控制了海上航运，二子赛义夫则在外交领域影响

巨大。据维基解密显示，今年１月２０日美国驻的黎波里大使与利比亚投资局局长穆
罕默德·拉耶斯（ＭｏｈａｍｅｄＬａｙａｓ）会谈。拉耶斯称投资局经营的资产达７００亿美元，
拥有欧洲蓝筹股如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和英国皮尔森出版集团的股份。他还称，到

２０１０年底，利比亚的外交净资产和主权财富基金总额达到１５２０亿美元。② 其中存放
在美国的主权财富基金达３２０亿美元，分别存在几家银行，每家经营 ３—５亿美元。③

至于卡扎菲家族的财富，据说在意大利投资巨大，拥有埃尼石油公司、菲亚特汽车公

司、器械工业投资公司等大公司的股份，甚至还拥有尤文图斯足球队７．５％的股份。④

“阿拉伯例外论”终结？

“阿拉伯例外论”（Ａｒａｂ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是近２０多年来在阿拉伯和西方学术界都
十分流行的思想观点。它最初出现于冷战结束及东欧剧变之后，当美国思想家福山

热衷推销“历史终结论”的时候，全世界发现“阿拉伯人仍在抵抗资本主义和对民主

制度皱眉”。西方最终被迫接受了“阿拉伯例外论”，听任阿拉伯政治家、评论员和分

①

②

③

④

穆罕默德·阿卜杜·哈桑尼：《赛义夫·伊斯兰·卡扎菲承诺进行根本性改革，警告可能爆发内战》，

《中东报》，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１日。
ＥｄＢｌａｎｃｈｅ，“Ｔｒ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Ｔｙｒａｎｔｓ”．
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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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师“对全球化的质问、对资本主义的怀疑和对民主制的谨慎”。① 阿拉伯人给“阿拉

伯例外论”提供的存在理由是：阿拉伯社会十分独特，拥有泛阿拉伯主义思想、伊斯

兰教传统和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２００３年美国攻打和占领伊拉克，并在伊拉克推行
“大中东民主计划”，试图将伊拉克改造成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样板。“阿拉伯例外论”

得到了阿拉伯君主和独裁者们的支持，成为抵制阿拉伯民主化的思想武器。２００５年
埃及《金字塔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阿卜杜·蒙阿姆·赛义德撰文，称阿拉伯

例外论证明了阿拉伯统治的合理性。他说：“围绕在我们周围的官僚主义、保守主义

和原教旨主义依然强大，它们是滋养阿拉伯例外论的主导力量……”②

２００６年秋，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科学系教授伊利亚·哈里克（ＩｌｉｙａＨａｒｉｋ）发
表《民主、“阿拉伯例外论”和社会科学》一文，系统研究了美国民主推介机构“自由之

家”（ＦｒｅｅｄｏｍＨｏｕｓｅ）受到“阿拉伯例外论”的影响及其对待阿拉伯民主实践的立场。
他发现，在自由之家 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度的全球民主状况调查中，有资格纳入“选举民
主”（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ｉｅｓ）之列的共有 １２１个国家，包括塞拉利昂、尼日利亚和冈比
亚等非洲国家，却不包括一个阿拉伯国家。尽管摩洛哥、阿尔及利亚、黎巴嫩、约旦、

埃及、科威特和也门都在实施“选举民主”，但似乎并未被民主之家所接纳。③ 其他西

方学者受自由之家分类的启发，研究了“选举竞争力”（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ｎｅｓｓ）问
题，结果发现，民主空白确实仅仅局限于阿拉伯国家。这样，“阿拉伯例外论”就为比

较研究所证实并被广泛接受了。④

２０１１年北非中东政坛剧变被一些阿拉伯作家称为“阿拉伯之春”，其实质就是建
设民主社会和权力更替，倡导政治参与和分享自由。⑤ 当阿拉伯之春降临之后，关于

“阿拉伯例外论”的争论再次兴起。《金字塔报》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前主任、现金字

塔报业集团董事长阿卜杜·蒙阿姆·赛义德再次撰文，称“阿拉伯例外论基本上结

束了，因为民主革命已经来临。”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土耳其人欧麦尔·塔斯

皮纳尔发表文章，标题就是《阿拉伯例外论的终结》。⑦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

策教授杰克·戈德斯通表示：“２０１１年之前，中东在世界地图上处于唯一一个几乎仍
旧缺乏民主的地区。茉莉花革命和尼罗河革命看起来将要改变所有这一切。无论

最终结果如何，应当可以说：素丹们的统治正在结束。”⑧

就理论层面而言，笔者赞成“阿拉伯例外论”面临终结的看法，毕竟将 ２２个阿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ＡｂｄｅｌＭｏｎｅｉｍＳａｉｄ，“Ｔｈｅ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ＰｒｏｖｅｓｔｈｅＲｕｌｅ”，ＡｌＡｈｒａｍＷｅｅｋｌｙ，Ｉｓｓｕｅ７３３，Ｍａｒｃｈ１０—１６，２００５．
Ｉｂｉｄ．
ＩｌｉｙａＨａｒｉｋ，“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ｒａｂ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６０，

Ｎｏ．４，Ａｕｔｕｍｎ２００６，ｐｐ．６７６—６７７．
Ｉｂｉｄ．，ｐｐ．６７９—６８０．
赛义德·巴尼斯尔德·阿拉维：《阿拉伯之春》，《中东报》，２０１１年４月７日。
阿卜杜·蒙阿姆·赛义德：《阿拉伯例外论的终结》，《中东报》，２０１１年３月２日。
ＯｍｅｒＴａｓｐｉｎａｒ，“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ＡｒａｂＥｘｃｅｐ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ＴｏｄａｙｓＺａｍａｎ，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４，２０１１．
ＪａｃｋＡＧｏｌｄｓｔｏｎｅ，“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ｏｆ２０１１：Ｗｅａｋｎｅｓｓａｎｄ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ｉｎ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Ａｕ

ｔｏｃｒａｃｉｅｓ”，Ｆｏｒｅｉｇｎ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９０，Ｎｏ．３．Ｍａｙ／Ｊｕｎｅ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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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国家作为另类排除在人类历史进程之外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当今全世界处

在全球化的快车道上，阿拉伯社会不可能游离于这个潮流之外。此次北非中东剧变

由青年人发动和唤起，使用西方民主、自由和平等口号，借用手机、互联网、电视等现

代信息工具，充分证明阿拉伯人民的基本诉求与世界人民没有太大差异。不过就现

实层面而言，阿拉伯社会全面接受现代民主体制，不可能通过“阿拉伯之春”一蹴而

就。任何国家的制度变迁注定都是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过程，何况在阿拉伯社会还

存在着浓厚的“威权主义”（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传统。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军事政变
或军人干政。

当代阿拉伯威权主义体制大多是在军事政变后建立起来的，如埃及纳赛尔领导

的“七·二三革命”，利比亚卡扎菲领导的“九·一革命”，突尼斯本·阿里领导的“十

一·七政变”，苏丹巴希尔领导的“六·三十政变”，等等。即便是非政变领导人，也

大都源自军方背景。如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本身就是职业军人。也门总统萨利赫也

是职业军人出身，而阿尔及利亚总统布特弗利卡曾是参加过反法独立战争的老兵。

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虽然属于子承父位，但他也在军队中经历了长期锻炼。

此次北非中东革命针对的就是这些坐拥军权而又长期在位的总统或领袖，那么军队

的忠诚与否就成为维系政权的头等要素。

表面上看，本·阿里和穆巴拉克似乎都是被人民群众持续不断的抗议示威所推

翻的，实则不然。真实情况是，突尼斯和埃及军队在最后关头，违背总统命令，不仅

拒绝向人民群众开枪，而且选择站在人民一边，从而迫使总统下台。与其说两国人

民通过和平方式夺取了政权，不如说两国军队通过不流血的军事政变实现了政权更

迭。阿拉伯军队对于维系政权的重要作用通过也门、利比亚和叙利亚三国事态的发

展看得更清楚。也门于１月２７日、利比亚于 ２月 １５日、叙利亚于 ３月 １５日分别爆
发群众抗议运动，虽然萨利赫、卡扎菲和阿萨德经历了多次冲击，可是仍然屹立不

倒。背后的秘密就在于，尽管有少数军队将领哗变后加入反政府运动，但这三国领

导人都拥有忠诚于自己的军队，这些军队都敢于向手无寸铁的示威群众开枪镇压。

也门和利比亚是典型的部落社会，叙利亚属于教派社会，三国的社会发展程度不及

突尼斯和埃及。突尼斯和埃及属于公民社会，人民的公民意识很强，军队的国家意

识很高。萨利赫和卡扎菲长期培养和扶植自己的部落武装，阿萨德长期培育阿拉维

教派武装，在关键时刻挽救了自己和家族的命运。现在的问题是，这种状况能够维

持多久？

阿拉伯军队的关键作用不仅表现在政权更迭当中，也体现在政权更迭之后。如

今的突尼斯虽然拥有临时总统（福阿德·迈巴扎）、临时总理（贝吉·凯德·埃塞卜

西）以及临时政府其他成员，但他们的权威不足以控制那些经历了腥风血雨的革命

青年。１月２４日当青年们再次走上街头示威之时，武装部队总司令拉希德·欧麦尔
将军来到青年人当中，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撤出街道和广场，他说：“你们的革命是

青年革命，当心失去这场革命而被他人夺去。”他又敬告：“武力导致空虚，空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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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恐惧催生独裁。”①

与突尼斯相比，埃及军队在过渡时期的作用更大，也更直接。２月 １１日，穆巴拉
克总统在辞职时宣布将总统权力移交给“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也就是由军队对国

家实行军管。该委员会主席是 ７６岁的武装部队总司令、国防及军工生产部长侯赛
因·坦塔维元帅。此后军方指定了修宪委员会（２月１５日），任命了内阁新总理阿沙
姆·沙拉夫（３月３日），举行了修宪公投（３月 １９日），修改并公布政党法（３月 ２８
日），批准并公布公投后的新宪法（３月 ３０日）。军方的职责应该是在确保 ９月份举
行议会大选和总统选举之后，向新政府移交总统职权并结束军管。埃及军方在“一

·二五革命”前后的表现，赢得了埃及人民的高度赞誉和信任，问题是军方是否乐意

在大选结束后向民选政府顺利移交大权并甘心回到军营？②

土耳其模式可供仿效？

土耳其模式（ＴｕｒｋｅｙＭｏｄｅｌ）是一个古老的说法，早在土耳其国父凯末尔（１９２３—

１９３８年任总统）的时代，土耳其就因其全盘西化的发展战略成为某些发展中国家效
法的榜样。此次北非中东剧变前后，又有不少记者和学者提出了土耳其模式问题。

一是路透社记者艾伯昂·维拉莱贝蒂亚，他提出埃及可以借鉴土耳其军人的作用以

便顺利实现民主过渡，还可以借鉴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ＡＫＰ）的经验，
即如何从一个被禁止的伊斯兰政党逐渐上台执政。③ 二是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高

级研究员桑纳·卡盖提，他说“土耳其可以给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提供可做与不

可做的有用名单，埃及人将决定可以从民主的‘土耳其模式’中吸取多少经验。”④三

是美国《大西洋月刊》著名记者罗伯特·卡普兰，他也认为“土耳其是伊斯兰民主的

榜样，可以为那些新近自由的国家提供一个作用模式，特别是从一个混和政体向民

主政体演变的时候……”⑤

笔者不否认剧变后的北非中东国家，尤其是突尼斯和埃及两个以逊尼派穆斯林

为主体的阿拉伯国家，可能会吸取土耳其国内的某些成功经验与发展教训，但是不

可能仿效土耳其模式，更不可能走上土耳其道路。理由如下：

第一，所谓的“土耳其模式”含义不清，内容不明，还需要进一步概括、总结和提

炼。虽然眼下有不少人呼吁和倡导土耳其模式，但几乎没人能够说清楚土耳其模式

①

②

③

④

⑤

曼支·赛义达尼：《突尼斯与军队总司令》，《中东报》，２０１１年１月２４日。
ＩｂｒａｈｉｍＡ．Ｋａｒａｗ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ＡｒｍｙｉｎＥｇｙｐｔ”，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Ｖｏｌ．５３，Ｎｏ．２，ＡｐｒｉｌＭａｙ２０１１，ｐ．４３．
ＩｂｏｎＶｉｌｌｅｌａｂｅｉｔｉａ，“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ａｎｔｈｅＡｒａｂＲｅｖｏｌｔＬｅａｒｎｆｒｏｍＴｕｒｋｉｓｈＭｏｄｅｌ？”Ｒｅｕｔｅｒｓ，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０１１／０２／０２／ｕｓｅｇｙｐｔｔｕｒｋｅｙｉｄＵＳＴＲＥ７１１６Ｐ１２０１１０２０２．
ＳｏｎｅｒＣａｇａｐｔａｙ，“ＡＴｕｒｋｉｓｈ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Ｅｇｙｐｔ？”Ｔｈｅ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Ｐｏｓｔ，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６，２０１１．
ＲｏｂｅｒｔＤ．Ｋａｐｌａｎ，“Ａｒａｂ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ｔｕｒｎｏｆｔｈｅＭｅｄｉｔｅｒｒａｎｅａｎＷｏｒｌｄ”，Ｔｈｅ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７，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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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什么。有阿拉伯记者就指出了这个问题，认为土耳其模式含义混乱，究竟是

指凯末尔全盘西化的现代化模式，还是指正发党执政后创造的变革与转型方式，需

要明确界定这一概念的内涵。① 对于土耳其模式，不同阶层、职业的群体会有不同的

观察点和侧重点。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萨希尔大学副教授杜兰和华盛顿赛塔基金会

（ＳＥＴＡ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主任努哈，共同提出了三类人群的理解：（１）中东世俗独裁精英
的理解，认为土耳其是一个将军人监控下的现代化与伊斯兰因素融为一体的好榜

样；（２）中东伊斯兰运动和组织的理解，认为正发党通过民主选举成功上台执政，并
在伊斯兰与民主、法治与经济发展等领域创造了成功经验；（３）中东街头人民群众的
理解，将土耳其视为促进民主改造、经济发展和政治自由的良好榜样。② 如果缺乏共

同的理解和认知，无疑将会妨碍土耳其模式的传播与影响。

第二，土耳其模式是土耳其国情的产物，有其地方性和局限性，不可能被阿拉伯

国家照搬。无论土耳其模式的内涵如何界定，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即土耳其模式

是土耳其民族、历史、文化、宗教、政治、经济与社会长期积淀的产物，不可能完全适

用于阿拉伯国家。事实上，多数阿拉伯人对土耳其至少抱有三点负面看法：其一，土

耳其曾经在近代统治阿拉伯世界４００多年，留下了不太美好的历史记录；其二，土耳
其长期梦想加入欧盟，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不愿与中东国家为伍；其三，土耳其是一

个高度世俗化的社会，国家法律限制伊斯兰化的思想与主张，禁止妇女在公共场合

披戴头巾和面纱。

第三，土耳其正发党上台执政的经验可能被吸取。正发党成立于 ２００１年，具有
浓厚的伊斯兰背景，它在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３日举行的土耳其第１５届大国民议会选举中，
一举赢得５５０个总议席中的３６３个席位，拥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议会多数席位，组成了清
一色的正发党政府。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２日第１６届议会选举，正发党又赢得３４１个席位，继
续单独执政。正发党在台上这八年多，土耳其经济增长迅速，社会保持稳定，赢得广泛

支持。正发党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政党和组织，而北非中东的政

坛剧变又给政治伊斯兰（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ｓｌａｍ）势力的发展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突尼斯总统本·阿里长期压制国内伊斯兰运动的发展，１９９１年逮捕伊斯兰复兴

运动党主席拉希德·加努西，以阴谋推翻政府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后来将其驱逐国

外。今年１月３０日，加努西从英国返回突尼斯，立即开始重振复兴运动党，积极筹备
参加７月份举行的议会大选，称他的党打算仿效土耳其正发党走过的道路。③ 埃及
最大的伊斯兰组织———穆斯林兄弟会在穆巴拉克时期一直遭到高压控制，只能以独

立人士参加议会选举，不能以政党形式统一亮相政坛。随着穆巴拉克的下台，穆兄

会于２月２１日决定建立它自己的政党———“自由与公正党”。４月 ３０日，穆兄会任

①

②

③

赛米尔·萨利哈：《土耳其模式与阿拉伯世界的起义》，《中东报》，２０１１年３月９日。
ＢｕｒｈａｎｅｔｔｉｎＤｕｒａｎａｎｄＮｕｈＹｉｌｍａｚ，“ＷｈｏｓｅＭｏｄｅｌ？ＷｈｉｃｈＴｕｒｋｅｙ？”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８，２０１１，ｈｔｔｐ：／／ｍｉｄｅａｓ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ｏｌｉｃｙ．ｃｏｍ／ｐｏｓｔｓ／２０１１／０２／０８／ｗｈｏｓｅ＿ｍｏｄｅｌ＿ｗｈｉｃｈ＿ｔｕｒｋｅｙ．
米歇尔·艾布·纳杰姆：《复兴党主席加努西：我们打算组成竞选联盟以便能够夺取政权》，《中东报》，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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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自由与公正党领导成员，该党副主席伊沙姆·阿尔彦称：该党打算在今年９月举行
的大选中赢得４５％—５０％的人民议会席位（总共 ５０８席）和协商议会席位（总共 ２６４
席）。① 穆兄会进军议会的野心昭然若揭。

第四，土耳其军方的容忍立场可能会被借鉴。土耳其军方是凯末尔主义的坚定

捍卫者，曾在１９９７年迫使埃尔巴坎总理辞职，理由是怀疑埃尔巴坎和他领导的繁荣
党（ＷｅｌｆａｒｅＰａｒｔｙ）拥有一个伊斯兰议程。繁荣党被迫解散，于１９９８年１２月重组为美
德党（ＶｉｒｔｕｅＰａｒｔｙ）。２００１年６月美德党因违背宪法中的世俗主义条款，而被宪法法院
禁止。随后美德党联合其他政党组成了正发党，正发党主席、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就是

当年繁荣党的成员，并且是埃尔巴坎的亲信。这八年来土耳其军方与正发党多次产生

摩擦，但是没有用武力手段迫使其下台。这就给正发党提供了证明自己的机会。

那么突尼斯和埃及军方要不要给本国伊斯兰政党提供这样的机会呢？１９９１年
１２月２６日，阿尔及利亚举行议会选举，在野的“伊斯兰拯救阵线”战胜执政的“民族
解放阵线”，一举赢得议会多数席位。阿尔及利亚军方从幕后走到前台，发动军事政

变，推翻总统沙德利，接管国家领导权，废除议会选举结果，避免了伊斯兰政权在阿

尔及利亚的出现，但是却引发了长达十年的阿尔及利亚内战。显然阿尔及利亚军方

提供了反面教训，而土耳其军方提供了正面经验，如果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突尼斯

伊斯兰复兴党和埃及自由与公正党双双赢得议会多数席位，突尼斯军方和埃及军方

将何去何从？显然土耳其军方的容忍立场更值得借鉴。

美国外交政策的成功？

美国外交政策历来提倡推进民主、自由和人权，具体表现在北非中东地区，就是

在２００３年攻占伊拉克之后，布什政府制定了“大中东倡议”（ＴｈｅＧｒｅａｔｅｒ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ＧＭＥＩ），作为提交给 ２００４年 ６月 ８—１０日召开的 Ｇ８首脑会议的工作文
件。该倡议从政治、社会和经济三个方面描述了全面改造大中东的计划：“提倡民主

和良治；建立知识社会；扩展经济机会”。② 其中第一点遭到了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

对，尤其是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和突尼斯总统本·阿里，他们拒绝出席 Ｇ８首脑会议的
邀请。但布什政府执意在中东推广民主价值观，试图将伊拉克建成阿拉伯民主样

板。２００４年３月，阿盟首脑会议在突尼斯召开，会议结束时发表了“突尼斯声明”，一
方面对美国侵占伊拉克和强硬干涉阿拉伯事务不满，另一方面也表示愿意“加强民

主实践，扩大政治和公共生活的参与，强化公民社会的作用”，③等于变相接受了美国

①

②

③

沙阿班·阿卜杜·西塔尔：《埃及兄弟会宣布任命党的正副主席及秘书长人选》，《中东报》，２０１１年 ５
月１日。

ＴａｌｍｉｚＡｈｍａｄ，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ｔｈｅＡｒａｂＷｏｒｌｄ，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ｅｂａｔｅｓ，ＮｅｗＤｅｌｈｉ：Ｉｎｄｉａ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ｐ．１７—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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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东倡议的部分要求。

此次北非中东政坛剧变，尤其是美国坚定盟友穆巴拉克的垮台，一些人视之为

“布什的胜利”，①另一些人视之为“美国的成功”，②意即布什政府的大中东民主改造

计划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但也有人认为北非中东事变并不是美国一手制造的，

美国只是为了它在北非中东的利益，因势利导，顺势而为，试图驾驭事变的潮流而

已，谈不上美国外交政策的成功与否。③ 还有人认为，由于美国与法国、英国一道发

动对利比亚的空袭，将一场原本由利比亚人民发动的反对卡扎菲家族统治的正义革

命变成了又一场丑陋的十字军战争。④ 笔者认为，表面上看，美国在北非中东推广民

主确实取得了一定成果，本·阿里、穆巴拉克等人的垮台确实使一些阿拉伯革命青

年为美国拍手叫好。但是，目前还不是断言美国外交政策成功的时候，今年下半年

即将到来的革命后的首次大选才是评判美国外交政策成功与否的关键。

虽然北非中东政权危机目前还在持续，还没有最后结束，但有两个结果已经可

以明显看出：（１）阿拉伯亲美政权遭遇沉重打击，美国的阿拉伯盟友要么已经下台
（如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要么正在拼命支撑（如也门总统萨利赫），要么受到严重冲

击（如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巴林国王哈马德、阿曼苏丹兼首相卡布斯）；（２）阿拉伯世
俗政权遭到重创，对政治伊斯兰势力一贯毫不手软的本·阿里总统和穆巴拉克总统

双双下台，而一贯坚决打压政治伊斯兰势力的利比亚领袖卡扎菲正在东躲西藏。这

两个剧变结果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其一，美国精心构筑的北非中东战略格局已经彻

底动摇，美国的阿拉伯盟友正处于风雨飘摇当中，美国必然会对其北非中东战略重

新做出调整和修补。其二，阿拉伯国家的政治伊斯兰势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

遇，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北非中东地区的政治面貌。政治伊斯兰势力大都具有一

定的反以（以色列）和反美（美国）倾向，这就是奥巴马政府在处理埃及革命时犹豫不

决的原因。一个虽然“独裁腐败”但对美国友好合作的穆巴拉克的下台，换来的不一

定是一个“民主自由”而又继续亲美政权的出现。在未来埃及的政治版图中，穆斯林

兄弟会、圣战分子、赛莱菲⑤这些为美国所厌恶而又担忧的政治势力将有可能营造一

个脱美甚至反美的埃及。⑥ 如果是这样，美国将不得不重新反思在阿拉伯世界积极

推广民主的负面效应。

（责任编辑：陈志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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