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 界 经 济 与 政 治
阿富汗大选、巴勒斯坦大选和伊拉克大选是美国改造中东地区而连续砍下的民主 三板斧 ，三次大
选如美国所愿，选出了他们认可的领导人，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实施似乎有了一个较好的开端。大中
东民主计划是否会一帆风顺地中东地区实现呢？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文化传统根深蒂
固，长期以来形成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一朝一夕难以改变，强行推行西方民主不利于中东地区的和平与
稳定。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将是一个长期的、艰难
曲折的过程。

美国的大中东
民主计划前景分析
美

国的中东战略是逐步升级的。

议，正式通过了在中东地区推行政治、

过了阿拉伯民主改革和阿盟机构改革的

90 年代初，美国通过海湾战争

经济、社会改革的 共同面向进步和未

决议。决议认为，虽然迄今为止中东伊

重创伊拉克，此后便以 美国只有在一

来的伙伴关系计划 ，亦即所谓的 泛中

斯兰国家还没有具体的整体行动方案，

个不断民主的世界里才能感到真正的安

东和北非计划 。该计划作为美国

大

但社会改革的进程已经启动，改革的思

全 、 只有实现了政治民主化的国家才

中东计划 的 改进版 ，体现了以美国

想已深入人心。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社会

能实现经济现代化并融入国际社会

为

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东地区的未来发展

改革关系到本民族的命运，有助于实现

理论依据，企图通过联合国制裁，整垮

以及试图推动中东伊斯兰国家在政治、

中东地区乃至世界的稳定。

萨达姆政权，实现其蓄谋已久的 中东

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实现社会变革

新秩序 。然而事与愿违，这一新秩序直

的共同设想，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当

以上 ３个有利条件，且已做了软化处理，

到９ １
１事件发生都未能出现。

然，其中也不乏美国拉拢世界大国主导

但在具体实施中仍存在着 ５个方面的问

中东事务的战略意图。该计划的实施存

题：

９ １
１后，小布什政府着手对美国
的中东战略进行调整。２
０
０
２年 ９月，美

在 ３个有利条件：

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尽管拥有

１．内部环境方面。中东地区的民

国政府拟定了先发制人战略，即所谓 进

１．历史性机遇。伊拉克战争打破

族、宗教问题由来已久，各民族、各教

取的自由战略 （小布什语），并针对中

了海湾地区原有的政治格局，萨达姆政

派的利益不同，对改革的看法和要求均

东地区提出了中东战略构想，目的是要

权倒台为中东国家弥合分歧走向和解创

异。各国政权形式多样，有君主立宪制，

彻底改造中东，使之成为一个自由、民

造了条件；伊朗核问题的解决进入了关

还有世俗的共和制，改革的步伐难以协

主、与恐怖主义绝缘的地区。２
０
０
３年美

键时期，利比亚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调、统一。大中东民主计划几乎触及到

国以伊拉克为目标，实施先发制人战略， 与西方重修于好。所有这些，标志着中

所有中东国家的切身利益，中东国家大

一举推翻了萨达姆政权。2004 年 2 月，

东地区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中东国家来

都实行世袭制，如果美国的政治改革方

美国提出

大中东倡议 ，试图用西方

到了新的历史关口，面对新的形势，要

案得以实施，中东国家领导人的执政地

的民主理念改造中东。但是，这个大中

想在新的政治格局中谋求有利地位，改

位大都要受影响。各既得利益集团都不

东计划一出台立即遭到阿拉伯国家的强

革是必由之路。这也是中东国家摆脱旧

愿意因改革而使自身利益受损，一旦触

烈反对，法国等欧洲国家对此也持怀疑

思想，旧传统，开创历史新篇章的良机。 及自身利益和地位，他们必反对改革无

态度，担心该计划有可能激化中东地区

２．国际社会支持。众所周知，中

疑。在这一点上，最先对美国大中东计

穆斯林民众对西方民主的反感和抵触。

东是世界上恐怖暴力活动最多最频繁的

划 发难 的是埃及总统穆巴拉克，他

鉴此，美国立场不得不有所软化，随后

地区之一，其根本原因是，国际法则在

旗 帜 鲜 明 地 反对 任 何 国 家打 着

对 大中东计划 的规模和内容进行了

中东地区得不到公正体现和宗教极端主

革 的旗号 将外部世界的意志和方案

调整。美国首先将计划缩小至阿拉伯国

义思潮盛行。国际社会普遍认为，中东

强加于他人 。

家，地区名称从 大中东 改为 泛中

地区必须进行大范围的根本性改革，只

大中东民主计划还难以获得阿拉

东与北非 ；其次是强调改革仅从内部

有通过深层次的社会改革，才能跟上全

伯国家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的共鸣。尽

进行，不从外部强加干涉；其三强调解

球化的步伐，摆脱落后，彻底铲除恐怖

管中东地区国家的知识分子时常发出要

改

决阿以冲突的重要性。
２
０
０
４年 6 月 9 日， 主义和极端主义思潮。

求改革的呼声，但他们充分认识到，改

美、英、加、法、德、意、日、俄八国

３．适应了阿拉伯国家的社会发展

革必须符合本国国情。如果不顾中东地

首脑在美国乔治亚州的一海岛上召开会

需要。２
０
０
４年 ５月，阿盟突尼斯峰会通

区的现状，强行推行西方式民主，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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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极有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动乱，这是中

国家。但是它无法在中东伊斯兰国家的

主思想和自由价值观，而是不接受美国

东各国各阶层都不愿看到的。另外，中

民主化改革和美国的国家利益之间求得

将这些价值观强加于人，不接受美国企

东地区的文化传统深厚，宗教情绪强烈， 统一。尽管用西方民主改革中东符合美

图通过民主改造来根除中东恐怖主义威

穆斯林民众绝不允许社会改革违背宗教

国的价值观，但并一定能保证美国在中

胁的逻辑。

教义，他们期望的只是严格遵守伊斯兰

东的实际利益，何况，在中东伊斯兰国

５．理论与实践方面。小布什总统

教义的社会改革。中东各国人民不会愿

家推进民主化改革还不一定能保证产生

的民主和平论是美国大中东民主计划的

意因改革而失去民族特性，各国统治者

一个亲美的民选政府上台。美国的大中

理论基础，其要点是：民主国家爱和平，

也不愿意改革步伐过快而动摇国家稳

东民主计划背后，明显存在着谋取中东

彼此之间不易发生战争，民主促进和平，

定，在改革问题上，他们更愿意求得一

石油利益的意图，它试图通过从根本上

民主化改革有利于中东地区的稳定与和

个 稳 字。

改变中东产油国的政治现态，形成与美

平，有利于美国在中东地区反恐、反核

２．外部环境方面。中东地区推行

国同质的政治体制，从而构建独霸中东

扩散等战略目标的实现。然而，民主定

民主改革的内部环境欠佳，其外部环境

石油的机制化霸权。但是，为了获得中

能促进和平吗？中东地区盛行的反美情

也不理想。巴以冲突长期得不到解决，

东地区的石油，美国必须同它试图进行

绪在民主化过程中极有可能对本国政府

激化了中东地区的反美反以情绪，也刺

民主改革的中东伊斯兰国家合作，因此， 形成巨大压力，迫使政府减少同美国的

激了地区恐怖主义和极端思潮的发展。

只能在自由、民主、人权等方面降低标

安全合作，以致削弱或抵消了美国在中

当阿拉法特的去世为巴以问题的最终解

准。当前中东地区的反美情绪正在不断

东地区推进民主化的种种努力。美国民

决给人们留下了难以预测的悬念，伊拉

上升，民主化结果凶吉难料，变数很大。 主改造中东的和平论，实际上是难以成

克局势持续动荡为中东地区增加了新的

４．传统理念方面。中东伊斯兰国

不稳定因素时，美军的虐俘事件使中东

家普遍承认，在物质文明方面确实落后

地区的穆斯林民众进一步看清了美国倡

于西方世界，但在精神领域则绝不认同， 践中，最突出的一个实例就是伊拉克，

导的所谓民主、自由、人权的真面目。

恰恰相反，他们一直以为他们的精神文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使

中东地区不能实现和平与稳定，就难以

明和文化传统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尤

用的是战争手段，现正在依靠军事力量，

深入进行改革。只要美国不改变其袒以

其是伊斯兰民主，更让他们时常引以为

致力于把美国式民主移植到伊拉克。此

政策，不改变其霸权主义的立场，其大

豪。在这一点上，伊斯兰国家的传统理

外，美国还通过外交胁迫、贸易封锁、

中东民主改革计划必举步维艰，地区冲

念同美国的民主理念形成了强烈反差。

经济制裁等手段向中东伊斯兰国家施

突和恐怖主义肆虐问题也难以得到根

因此，美国的指责和民主化压力最终只

压，要求改革现有政治体制，实现民主

治。中东国家虽然大都同意改革，但对

能激发起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极大不满和

化。现在的实际问题是，在美国推行大

美国积极推动改革背后的司马昭之心却

日益强烈的反美情绪，他们不仅反对美

中东民主计划的过程中，存在着以民主

是用心防范的，他们相信，美国是希望

国把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文化挂钩，把部

为指向的软利益同反恐、反核扩散、石

借改革之手改变它所认定的非民主的中

分伊斯兰国家定性为邪恶或无赖，也反

油以及以色列安全等硬利益的矛盾，从

东国家政权，掌握中东事务的主导权和

对美国以民主名义在中东和平进程问题

现实看，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首先受

资源控制权，而不是真心希望中东国家

上偏袒以色列。不管美国企图实施大中

到了自身对石油利益过分关注的严重制

取得繁荣和进步。由于中东国家和美国

东民主计划的真正意图是什么，在它宣

约。为了石油利益，美国无法恪守原则，

对于改革目的的看法大相径庭，因此大

称要给中东穆斯林民众带来民主、自由

不得不做些让步。

中东民主计划难以得到中东国家的真心

和人权的时候，它的中东地区伊斯兰威

综上所述，美国推行其大中东民主

欢迎。

胁论明显陷入了误区：美国越是抵毁、

计划存在有利因素，也有不利因素。中

３．实际利益与价值观方面。美国

污蔑伊斯兰，视伊斯兰为毒蛇猛兽或恐

东伊斯兰国家的文化传统根深蒂固，长

深信，缺乏民主或没有民主是中东地区

怖暴力之源，中东穆斯林民众就越是对

期以来形成的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一朝

持续动荡，恐怖主义孳生和大规模毁灭

美国反感和不满，对美国民主改造中东

一夕难以改变，强行推行西方式民主不

性武器扩散的主要原因，不进行民主化

的反抗就越强；反之，中东穆斯林民众

利于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美国的大

改革就不能在中东伊斯兰国家根除产生

的排美、反美情绪和行为越强烈，越过

中东民主计划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中

恐怖主义的土壤，就不能消除对拥有大

激，美国利用一切手段包括动用武力改

东伊斯兰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将是个长期

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欲望，确保以色列的

造中东的决心和行动就越坚决。这里应

的、艰难曲折的过程。

国家安全和地区秩序的持续稳定，因此， 该指出的是，中东地区的反美情绪并不
必须用西方民主改造中东地区的伊斯兰

表明当地的穆斯林民众不接受异域的民

立的。
在美国推行中东民主化改革的实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阿拉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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