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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伊在海湾地区安全中的关系浅析
钱 学 文
摘 要 ７０ 年代末埃及和以色列单独媾和后 一度失去了在阿拉伯国家中的领导地位 与此同
时 伊拉克迅速崛起 它利用埃及影响被削弱的机会 积极争当阿拉伯世界的盟主 但它在地区
霸权主义的道路上走向了反面 纵观 ２０ 多年来埃及和伊拉克按照各自的逻辑走过的路程 不难
发现 它们对海湾地区安全的影响和作用是截然不同的 从 ７０ 年代末至 ９０ 年代初 它们在海湾
地区安全中的关系正好完成了一次交替与转换
关键词 埃及 伊拉克 海湾地区 安全
中图分类号 Ｄ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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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自纳赛尔领导的革命取得成功后 在
阿拉伯国家中长期占有重要地位 发挥了政治

姆称雄海湾地区争当阿拉伯国家领袖的愿望
与日俱增

其势咄咄逼人

领导作用 在阿拉伯政治事务中的重要性和作

１９７９年 霍梅尼领导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推

用非常突出 被认为是阿拉伯世界政治 军事

翻了巴列维政府 在伊朗安定好国内 有能力

和文化的轴心 但是 到了７０年代后期 前总

输出革命 之前 海湾地区出现的政治力量

统萨达特访问圣城

埃及同以色列单独媾和

短暂失衡使伊拉克感到 它在阿拉伯世界特别

签署戴维营协议 使埃及失去了通过第四次中

是海湾地区显示力量 取代埃及 确立自己的

东战争在阿拉伯国家中形成的核心地位和威

政治优势和霸权地位的机会来了 为了实现这

信 不少阿拉伯国家与之断交 埃及对包括海

一目标

湾地区的整个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领导作用迅

义 并提出了自己的民族主义口号 认为 阿

速减弱

拉伯祖国没有领袖

影响力一度降至历史最低点

这时候的伊拉克 通过政治变革 确立起

国

它在理论上坚持阿拉伯民族复兴主
伊拉克虽有领袖而非祖

言下之意是 伊拉克才是阿拉伯世界的

了萨达姆的领导地位 萨达姆任总统后 立刻

领袖 应由它来发挥领导阿拉伯世界的政治作

显示出了不凡的政治抱负 伊拉克的新闻媒体

用 伊拉克还称 为了实现上述既定目标 可

称他是 伟大的阿拉伯民族英雄

大量借助物质力量

其目标是

要成为 从阿拉伯湾到大西洋的阿拉伯国家领
袖

这个物质力量指的是武

力

伊拉克在萨达姆总统的领导下 凭借７０

在实践上 自埃及签署戴维营协议后 伊

年代因油价上涨积累起来的巨额石油美元 依

拉克便利用一切机会到处显示 在阿拉伯国家

靠苏联和法国的支持 迅速发展起了自己的军

中间 惟有它最有资格和能力担负起所谓的民

工生产和军事科技

建立了一支１００多万人的

族主义责任 它将自己描绘成阿拉伯民族惟一

军队 成为海湾地区的军事大国 此时 萨达

的发言人 在它当时提出的一系列阿拉伯问题

１０

中 最受人们关注的是被伊朗占据的阿联酋三

１１月阿拉伯峰会召开过后 随着埃及作用和影

岛的回归问题 伊拉克曾声称一定要实现这一

响的下降 对阿拉伯世界特别是海湾地区的领

目标

导已非它莫属 海湾地区应该成为受它控制

并把它列为必须实现的首要目标之一

有媒体评论说 当伊拉克处处以维护阿拉伯利

任它展现领袖魅力的政治舞台 然而 愿望和

益的姿态发言的时候

事实相悖 伊拉克发展的结果却是在地区霸权

阿拉伯国家的领袖

俨然就把自己当成了
对于后来发生的两伊战

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争 伊拉克竭力将它说成是保卫阿拉伯东部领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 伊拉克积极参与阿拉

土特别是海合会国家的战争 声称 在伊朗极

伯政治事务 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活动 也取

欲输出革命的条件下 它若战败 海合会国家

得了一些成效 如为南北也门调解边界争端

必陷于灾难

公开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等 从而在海合会国

从伊拉克谋求在阿拉伯世界发挥政治作

家中为自己赢得了不少分数

１９７９年３月阿拉

用的实践看 它一直坚持着 阿拉伯的 这样

伯外长会议召开期间 伊拉克相信 它已经成

一个原则 即它所要发挥的作用是对整个阿拉

为阿拉伯世界和海湾地区的领导者 有学者认

伯祖国而言的 它代表的是阿拉伯人民的整体

为 阿拉伯国家在埃以单独媾和后采取断交行

利益 在此背后 它所希望的是通过突出自己

动 实际上是伊拉克对埃及采取强硬立场的结

的作用 抑制埃及在海湾地区政治事务中的作

果 其目的就是为了争夺阿拉伯世界的领导地

用 而此时的埃及作用因萨达特访问圣城及埃

位 当时对埃采取强硬立场的还有利比亚 巴

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早已边缘化 即使在抵制

勒斯坦等 但它们执行的都是伊拉克拟定的行

伊朗 输出革命 的思想方面 伊拉克也立足

动计划

在阿拉伯的基础上 即伊斯兰教从根源上说是

首脑会议与外长会议 说 对埃及没有中立余

阿拉伯人的宗教 理由有两点

地

１

穆罕默德先知最先从阿拉伯人开始

任何人和它合作

都将和敌人以色列合

作

将伊斯兰教传向全世界
２

萨达姆于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７日通电阿拉伯

尽管伊拉克对埃及采取了强硬立场 但是

伊斯兰教是通过阿拉伯人的口颁降

至阿拉伯土地上的

两伊战争一俟爆发 埃及立刻做出反应 义无
反顾地全力支持伊拉克

伊拉克逐渐萌发填补阿拉伯世界特别是
海湾地区政治领导力量空缺的政治抱负 有地
区环境和本国经济增长较快两方面的原因 在
地区环境方面 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 使巴
列维政府时期的 伊朗现代思想 转化成了宗
教新政权 鉴于整个阿拉伯地区的政治现状和

这主要出于以下原

因
１． 基于埃及对阿拉伯各国采取的传统的
阿拉伯民族主义立场
２． 除纯粹的民族感情外

与埃及自身利

益密切相关
３． 埃伊均对伊朗新政权试图输出革命的

周边邻国的力量对比 伊拉克对于自己能作为

宣传和领土扩张政策感到不安

地区政治大国出现感到特别有信心 用它的话

４． 两伊战争爆发一年后

萨达特总统遇

说 它的 政权空前巩固 与库尔德人的战争

害 减缓了埃伊间的原有矛盾 有利于恢复双

已成过去

方的关系和合作

经济上它也感到强大 当时它是

海湾地区继沙特之后的第二产油国 １９８０年外
汇储备达３１０亿美元

伊拉克认为

在１９７８年

５． 新任总统穆巴拉克渴望带领埃及重返
阿拉伯世界大家庭

他尽释前嫌支持伊拉克
１１

展示出宽阔胸怀 更是为了向所有支持伊拉克

海合会成员国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慷慨支

的阿拉伯国家示好

持

６． 海合会国家的安全

伊拉克很可能就会打输

伊朗革命新政权

９０年代初 海湾地区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海

对海合会国家形成的威胁 是海合会国家和埃

湾危机和海湾战争 穆巴拉克总统领导下的埃

及所共同忧虑的

及以此为契机 积极参与 通过签署大马士革

７

海合会国家特别是沙特

阿联酋和科

宣言 和叙利亚 海合会六国及时组成了阿拉
伯防卫轴心 为捍卫海湾地区的安全做出了一

威特对埃及的劝说和敦促也较紧迫
从客观上说 埃及虽经历了７０年代后期与

定的贡献 大马士革宣言的基本目标是根据整

绝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断交的风波 但它对于阿

个阿拉伯世界特别是海湾地区的安全需要 建

拉伯世界和海湾地区的作用实际上依然存在

设发展阿拉伯防卫力量 填补海湾地区的防卫

埃及长期领导阿拉伯世界形成的政治影响难

空白 需要指出的是 大马士革宣言成员国的

以轻易抹去

核心任务是制订阿拉伯防卫体系的新基础和

埃及对伊拉克的支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

新框架 把海合会六国的防卫任务留给阿拉伯

是自两伊战争爆发起 两国进行了长期的军事

人自己 而不是有可能损害阿拉伯利益的世界

和贸易合作 向伊拉克提供它所需要的苏制武

大国 埃及资深专家坦塔威博士说

器及其零部件 埃及在同苏联关系疏远之前曾

革宣言是适应阿拉伯安全防务需要的起点

大马士

长期接受苏式武器 这些武器和伊拉克军队原

海湾危机使埃及重新恢复了在阿拉伯国

先装备的武器相近 有利于伊拉克军队直接使

家中主导地位 其政治作用凸显 如果没有埃

用 据统计 埃及共向伊拉克提供了价值１０亿

及的积极参与 也就难有阿拉伯联合部队和解

美元的苏式武器 二是向伊拉克提供它急需的

放科威特的战争 埃及在海湾危机和海湾战争

接受过培训的劳动力 资料表明 两伊战争期

时期为维护海湾地区安全做出了努力 也为以

间共有１５万埃及志愿者服务于伊拉克军队 其

后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发挥作用提供了一种可

中大多为技术兵种 少数参加了战斗部队 此

供借鉴的模式

外

从事

埃及通过与海合会国家的合作 为自己找

各种职业 他们顶替伊拉克工人工作 使伊拉

回了曾经失落的政治地位 它作为阿拉伯地区

克工人能够轮流上前线参加战斗 使伊拉克的

大国 和海合会国家的关系较密 鉴于它在阿

经济发展得到延续和维持

拉伯世界曾经拥有的传统领导作用和地位 以

两伊战争期间

埃及虽然大力支持伊拉

及和海合会国家共同拥有的深厚的文化渊源

克 但对伊拉克声称进行这场战争仅仅因为伊

与相近的军事 政治实力 从维护地区安全出

朗要输出革命是怀疑的 它认为 伊拉克在埃

发

还有１５０万埃及工人在伊拉克工作

及暂离阿拉伯阵营的时候 所做的一切努力都

它对以下情况予以了足够的关注

是为了在阿拉伯世界和海湾地区获取政治地

１． 来自邻国
任何威胁

位和发言权 然而 伊拉克过高地估计了自己
摆不正位置 即使与兄弟的阿拉伯邻国也未能
搞好关系

反目成仇 可以说 两伊战争如果没有埃及和
１２

２． 不利于海合会国家和阿拉伯国家

可

能打破地区平衡的企图

最突出的例子是它和叙利亚的关

系 两国在反抗以色列的前线联合不成 最终

对海合会国家怀有野心的

３． 来自邻国

欲将自己意志强加于人的

企图
４． 强占海合会国家经济资源的企图

必须指出 埃及和海合会国家共襄地区安
全合作 是以互利为基础的 海合会国家都盛
产石油 经济利益可观 埃及和海合会国家通
过安全合作 顺理成章地带动彼此间的经济合
作和交流 显然是埃及发挥安全作用一个期待
的结果

众意识和联系方式
版

［２］霍达 米特克斯
挑战和前景
期

一度失去了在阿拉伯国家中的领导地位 与此
同时 伊拉克迅速崛起 它利用埃及影响被削
弱的机会 积极争当阿拉伯世界的盟主 但它
在地区霸权主义的道路上走向了反面 ２０多年
来埃及和伊拉克按照各自的逻辑走过了一段

危机后的海合会

１９９３年２月
载科威特

伊朗对阿布穆萨岛的占

社会事务

［４］易卜拉欣 纳菲阿
罗

大动乱和海湾风暴

［５］ 阿卜杜拉

朱马哈吉

美国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４日

阿拉伯

［７］纳比勒 哈利法
伯

海湾危机 大

阿布扎比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２４日
［６］吉马勒 辛德 苏威迪
敦

［１］萨尔瓦特 穆罕默德 沙勒比

开

阿联酋与国际挑战

阿联酋战略研究中心咨询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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