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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底，伊朗第二大城市

马什哈德爆发民众示威活动，引发世

界舆论的关注。在互联网及社交软件

的迅速传播和推动下，伊朗多个城市

相继爆发反政府、反政权示威游行，

在一些地区还发生了示威人群与防暴

警察的冲突。在首都德黑兰，还有抗

议者掀倒了印有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头

像的巨型广告牌。2018年1月3日，伊

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成功挫败“外

敌挑起的骚乱”，并谴责美国、以色

列、沙特、“伊朗人民圣战组织”及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的王室支

持和煽动了这场风波。目前，伊朗的

街头抗议活动业已平息，但其引发的

讨论仍在继续。

年轻人的不满

最先在马什哈德市政府门前聚

集的示威者主要是生活困难的社会

底层民众，他们不满物价飞涨、腐败

现象、失业率高企、经济萧条、削减

补贴，高呼“鲁哈尼去死”的口号。

保守派阵营对此“幸灾乐祸”，认

为鲁哈尼政府不重视民众在经济和生

活上的诉求，掉进了信任西方的陷

阱，实施了错误的财政和经济政策，

导致民众生活压力加重，被迫走上街

头抗议。改革派阵营则怀疑这场抗议

活动是保守派策划的，目的是削弱鲁

哈尼及其政府。理由一，抗议爆发的

地点。马什哈德是著名的宗教旅游城

市，财政状况较好，城市管理严格。

但马什哈德是强硬保守派的大本营，

在2017年大选中败给鲁哈尼的保守派

候选人莱希是马什哈德圣墓的监护

人，因此保守派“有条件”在此制造

事端。理由二，抗议爆发的时间点。

鲁哈尼政府在此前刚刚宣布将取消强

制女性佩戴头巾的法令，而莱希的岳

父在事发前后曾公开严厉谴责鲁哈尼

的政策。西方媒体也认为，保守派是

这场风波的“幕后黑手”，目的是向

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施压，最终迫使鲁

哈尼辞职。

由于保守派和改革派一开始都

把这场抗议活动看成是打击对方的机

会，故没有在第一时间尽力控制事态

的发展，导致抗议活动迅速蔓延至十

多个城市，性质也逐步发生变化，由

聚焦经济问题变成对神权政治体制表

达高度不满。有政治观察人士对此次

抗议的口号和标语以及社交媒体上的

动员内容进行了归纳，发现示威民众

的诉求主要包括全民公投、废除教法

学家监政制度、撤销强制佩戴头巾法

令、新闻自由、政教分离、司法独立

和公正的财富分配等。

18至35岁的年轻人是这次抗议

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他们与伊斯兰政

权的对立情绪严重。这些人是两伊战

争期间或之后出生的一代，赶上了伊

朗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时期，受教育程

度普遍较高。但在美国制裁下，伊朗

经济衰退、工作岗位少，个人的就业

和升迁都要靠关系。目前，伊朗每年

在校的本科、硕士和博士生总量超过

400万，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占失业人

口（约320万）的50%，其中有40%是

年轻人。鲁哈尼政府推动达成伊朗核

协议后，联合国安理会长达十年的对

伊制裁被取消，欧洲国家重返伊朗市

场，一度使年轻人对未来充满希望。

但两年多过去了，鲁哈尼政府通过吸

引外资带动生产的计划未能实现。在

很多年轻人看来，保守派既得利益者

们反对与西方关系正常化，谋求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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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2月30日，

伊朗民众在德黑兰

示威游行，抗议高

物价和高失业率。

伊朗：街头抗议已平息，争论仍在继续
文／陆  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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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而非国家发展，阻碍了经济体制

改革。特朗普上台后，美伊关系再度

紧张，美国对伊单边制裁不断增加，

并有可能废除核协议和恢复曾经严重

伤害伊朗经济的能源、金融领域制

裁。残酷的现实让年轻人对生活和前

途感到迷茫，但又不愿意像经历过两

伊战争的父辈那样过隐忍的生活。无

论政府做什么，这些年轻人都持怀疑

态度，不认同政府的反美宣传，对留

学、移民美欧充满向往。

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批评“外敌”

在此场风波中煽风点火，认为这是美

国人和犹太人策划的，受到某个海湾

国家的资金支持，目的是从伊朗的小

城市入手，然后将骚乱扩展到伊朗核

心地区。美国国务院确实发推特支

持抗议活动并呼吁伊朗政府尊重民众

示威权，特朗普也六次在社交网站上

“声援”示威者，但外部干涉在这场

风波中只是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内部权力之争或进入白热化

伊朗政治体制是伊斯兰共和制，

兼具传统与现代双重特性。立法、司

法和行政三权分立，但在最高宗教领

袖监督下行使各自的权力，由此产生

教俗两套相互制衡、错综复杂的权力

体系。其中宗教权力更强大，有权核

准参加议会、总统和专家委员会竞选

的人选的宪监会长期由保守派掌控。

伊朗言论相对自由，民众可以

通过参与民主选举发泄不满，这也是

让执政者了解民众诉求的重要渠道，

是伊朗政权长期保持生命力的重要因

素。在2017年大选中，莱希提出以大

幅增加对穷人补贴为核心的经济政

策，得到底层选民的支持，但更多的

选民支持鲁哈尼把资金投向生产的政

策。近年来，伊朗接二连三地曝光权

力阶层特殊化和贪腐案件，电视上也

经常出现在境外参战而牺牲的将士下

葬的画面，再加上美国增加对伊制

裁、环境污染严重、水资源匮乏、民

族矛盾等问题，使很多人对国家的内

外政策产生严重质疑甚至厌恶，但他

们又不希望伊朗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

因为革命陷入内乱，而是希望进行渐

进式的改革，这也是多数民众支持鲁

哈尼连任的初衷，因为他承诺继续走

温和道路和对外开放。

但不管怎样，保守派都是伊朗

政坛经久不衰、实力强大的主流政治

力量。在内贾德执政时期，保守派内

部出现严重分化，以鲁哈尼为代表的

比较温和的派别抓住历史机遇获得国

家最高行政权力。赢得连任后，鲁哈

尼尝试着挑战体制。他强调自己执政

的合法性源于获得的2400万张选票，

但立刻遭到保守派的猛烈批驳。在伊

朗，教权高于一切，宪法确立了宗教

领袖在法律上的权威地位。政府的权

力来源于真主，人民的权力也是真主

赐予的，领袖代表人民行使真主赋予

的权力。代表保守派的最高领袖哈梅

内伊提醒鲁哈尼不要像第一任总统巴

尼萨德尔那样导致支持者和反对者两

极分化，否则难逃被迫下台的命运。

巴尼萨德尔1980年当选为总统，1981

年被时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罢免，并受

到通缉。哈梅内伊还对核协议和鲁哈

尼的经济政策成效表示极为不满，并

公开批评鲁哈尼政府的文化政策。鲁

哈尼提出的包含执行工业发展战略以

保持经济增长率、严惩腐败和走私、

进行金融系统改革、加速私有化进程

等内容的经济改革方案，遭到保守派

利益集团的坚决抵抗。鲁哈尼抱怨革

命卫队的特权挤压了私营企业的发展

空间，结果受到革命卫队高官们的狂

轰乱炸，双方关系一度十分紧张。但

鲁哈尼是一名有丰富经验、对本国体

制弊端有深刻了解的中间派政治家，

可以左右摇摆。他选择了不与最高领

袖和革命卫队抗争，组阁时也更多地

倾向于保守派，这令与其结盟的改革

派大失所望。在过去几个月里，鲁哈

尼被保守派束缚着手脚，难有建树，

也令投票支持他的年轻选民很失望。

有观点认为，伊朗政权正处于历

史的紧要关头。这场抗议活动很可能

是内部权力斗争激化的结果，未来围

绕最高领袖继承人等问题，还有可能

发生更激烈的政治冲突。

伊朗需要进行体制性改革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爆发

过多次社会运动，执政者在实践中积

累了丰富的维护国家稳定和抵御外来

干涉的经验，有较强的社会控制力。

这场抗议活动没有领导、没有组织机

构，也没有共同的诉求，因此不可能

获得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下一

次。在这次对抗激烈的地区，此前曾

因为拖欠工资、金融机构倒闭、政府

保障房在地震中严重受损等缘由发生

过聚众闹事事件。为避免美国找到撕

毁核协议的借口，在平息这次抗议骚

乱过程中，革命卫队只在极少数地区

有限地介入，鲁哈尼政府也采取了极

其谨慎、理性的处理方式，而且很快

释放了绝大多数被逮捕的大学生。

这次抗议活动的主要动因是经

济问题。当前鲁哈尼政府财政捉襟

见肘，在发放补贴与加大生产投资带

动就业之间难以两全。就像过去几年

里，鲁哈尼政府成功把通胀率降至一

位数，大幅提升民众购买力，但同时

也付出了就业率下降的代价。鲁哈尼

不认为自己在第一任期的经济政策失

误，未取得理想成效主要是因为束缚

过多，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难以平衡各

方利益。很多民众对此也很清楚，任

何一个政治派别上台都无法根除这些



世界态势

44

2017年9月，土耳其在索马里的军

事基地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土在非洲

大陆的第一个、也是其海外最大的军

事基地；同年12月，土又与苏丹政府

达成协议，租借其位于红海沿岸的萨

瓦金岛，引发了有关土在非洲再建军

事基地的猜想。更有评论惊呼，土耳

其在非洲后来居上，“野心”显露无

遗。然而，回顾土非关系发展轨迹，

不难发现土能有今日在非的“高调”

存在，乃是近20年深耕细作之功。尤

其是2011年后，国际社会的目光被中

东乱局吸引，更多关注土在乱局中的

困境与突围，未曾注意到它已悄无声

息地开拓了一条“南下”非洲的战略

通道。

“闷声好发财”

土耳其与非洲的历史联系可以

追溯到奥斯曼帝国时期，彼时北非

曾是横跨欧亚非三洲的突厥帝国的一

部分。现代土耳其与非洲、尤其是撒

哈拉以南非洲的关系则要从冷战结束

开始算起。此前，土耳其全面“西

向”，将非洲视为偏远落后之地，未

给予过多重视。1998年，土政府出台

“向非洲开放”政策，开始把非洲纳入

外交战略的通盘考虑。但受土国内问题

牵制，该政策在2003年之前都未贯彻落

实。正义与发展党上台后，土非关系才

出现实质性改善。正发党制定了“与

非洲经济关系战略性发展计划”，官

民并举，以宗教和人道主义援助开

道，借助软实力促进对非经济合作。

2011年后，土非合作开始更多向政治

与军事安全领域拓展。2017年5月，土

外长宣布“向非洲开放”政策已转变

为“土非合作伙伴”政策，土在非洲

大陆影响力与日俱增。

政治上，土既注重与非洲国家

发展双边关系，也注重与地区或次区

域组织建立良好的合作机制。过去十

年，埃尔多安以总理、总统身份先后

出访非洲30余次、访问国家23个，次

数多、行程密、范围广，位居各国领

土耳其“悄无声息”的“南下”之路
文／李亚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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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制性弊端，这正是他们对本国

执政者和政权体制最大的失望。

未来伊朗需要进行体制性改革，

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方面。对

内，伊朗需缓和令民众十分厌恶

的派别之争，对外则需适当收

缩，把关注重点放在国内经济建

设上。在全球化和信息化加速的

今天，伊朗年轻人对“伊斯兰理

想主义”不再感兴趣，他们想得

到工作或更高的工资，否则他们

或将成为社会动荡的潜在因素。

更何况，与伊朗竞争最激烈、以

保守著称的沙特已经在进行改革。

伊朗在后霍梅尼时代产生

的四位总统都获得了连任，但政

治博弈使他们都在第二个任期遭

遇严重挫折。当前，美国对伊朗

尤其是革命卫队的制裁将继续增

加，美国、沙特和以色列联合遏

制伊朗的态势在趋强，鲁哈尼政

府要保证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需的

安全环境，离不开革命卫队，因

此此时打破其对国家经济的垄断

不合时宜，不如加强相互合作，

利用革命卫队强大的资金优势做

强实体经济，增加就业。当然，

这与鲁哈尼一直努力减少革命卫

队在国家经济中的份额的做法完

全相悖。此外，这次抗议骚乱进

一步恶化了伊朗的投资环境，加

上美国单边制裁的压力，西方企

业对伊朗投资也将更加谨慎。因

此，鲁哈尼政府对内要积极回应

社会底层民众和年轻人的诉求，

以免社会裂痕加大；对外应继续

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同时加

强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与安全

合作，主动避免加剧与美国之间

的冲突。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西亚非

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