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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始于阿拉伯剧变的也门危机已

成为当前中东地缘政治博弈的

焦点之一，更是中东地区人道主义灾

难的“痛点”。2017 年底，也门前总

统萨利赫被胡塞武装杀害。之后，多

股力量围绕也门问题的较量迅速升

级，也门危机政治解决进程再度陷入

僵局，凸显了当前中东地区所面临的

严峻挑战及其治理困境。也门危机政

治解决何以陷入僵局，如何破解当前

也门危机诸难题，这是人们普遍关注

的问题。

也门危机僵局及其表现

也门危机自爆发以来，已持续七

年之久，经历了民众抗议与政治转型

失败阶段（2011 年 1 月至 2014 年 9

月），胡塞力量崛起与沙特反制阶段

（2014 年 9 月至 2015 年 3 月），亲胡

塞力量与反胡塞集团的战略僵持阶段

（2015 年 9 月以来）。其中，“僵局”

是当前也门危机的主要特征，集中表

现在政治、军事和国际人道主义方面。

一、政治解决也门问题的和平谈

判陷入僵局

政治解决也门问题可谓一波三

折，曾一度展现了较好的势头。2015

年 4 月 14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

关于也门问题的 2216 号决议。在此

基础上，也门各方举行了三轮和谈，

即 2015 年 6 月和 12 月的两轮日内瓦

和谈，以及 2016 年 4—8 月的科威特

和谈。然而，这些和谈均无果而终。

究其原因，一是哈迪政府与胡塞运动

均面临“承诺难题”。哈迪政府不愿

意接受胡塞运动支持的“联合政府”

方案，因为哈迪担心自己被排除出未

来的政治进程。而哈迪政府要求胡塞

运动放弃战略收益，却无意承诺胡塞

力量的未来政治地位，这引起了后者

的疑虑和拒斥。二是关键利益攸关方

未被容纳。在此前的多轮谈判中，影

响谈判的关键性境外因素（如沙特阿

拉伯）未被考虑在内，阻碍了也门问

题由军事解决迈向政治解决轨道。三

是和谈斡旋者的作用和角色问题。联

合国和海合会作为也门和谈的最重要

斡旋者，虽然都希望尽快结束冲突，

但是，联合国由于缺乏效力而难以迫

使哈迪政府做出必要的妥协，胡塞运

动则因怀疑海合会的立场和公正性而

抵制斡旋，这造成和谈步履维艰。

二、地缘政治的军事角逐形成对

峙状态

进入 2015 年 9 月之后，亲胡塞

力量（胡塞运动、萨利赫集团、伊朗

和真主党等）与反胡塞集团（哈迪政

府、“南方运动”、逊尼派伊斯兰主义

者、地方性的部落力量、沙特和美国

等）形成了战略僵持，即双方虽在小

范围内互有得失，但在全局上形成了

谁也无法取得绝对优势的暂时“对峙

状态”。[1] 实际上，也门展现出三个层

面的地缘政治博弈，且形成僵持状态，

难分胜负。

一是哈迪政府与胡塞武装的地缘

地缘政治视角下也门危机僵局及其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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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争夺僵局。沙特支持的哈迪政府

虽然得到国际社会广泛承认，但它对

也门的实际控制却相当有限。反观胡

塞运动，它控制着也门约 40% 的领

土和 65% 的人口。胡塞力量所辖地

区虽然并未发生激烈的地面战斗，但

遭到了沙特领导的联军的猛烈空袭。

目前，哈迪政府与胡塞武装的激战主

要集中在塔伊兹、欧代因、贝达等地，

双方都无力完全控制这些地区。

二是沙特与伊朗的地缘政治竞

争僵局。沙特与伊朗的地缘政治竞争

由来已久，阿拉伯剧变进一步激化了

两国的战略敌对，与沙特接壤的也门

便是其主战场之一。在沙特看来，也

门就像插在自己心脏上的匕首，而伊

朗恰似握住刀柄之人。因此，沙特为

了抵消与伊朗有联系的胡塞武装在也

门的扩张势头，每年在也门战场耗费

50—60 亿美元也在所不惜。伊朗则每

年向也门投入数百万美元，利用也门

危机牵制沙特的战略精力，消耗其战

略资源。

三是也门地方力量之间的地缘

政治冲突僵局。阿拉伯剧变之后，也

门国家机器效能迅速下降，导致了公

共权力的缺失和新的社会分裂，这不

仅为地方力量填补权力真空提供了机

会，而且刺激了它们之间的权力竞争。

一方面，也门长期存在着部落差异和

南北分裂，随着危机深化，资源和权

力竞争进一步加剧。另一方面，危机

激活了也门之前并不显著的教派矛

盾，并造成了严重的难民危机和恐怖

主义问题。

与此同时，域外大国美国出于遏

制伊朗的考虑，积极向盟友沙特提供

武器装备，并且与阿联酋一道在也门

进行反恐战争，这强化了也门的军事

僵持之势。

三、国际人道主义援助行动裹足

不前

2017年12月5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中东地区事务主管罗伯特·马尔迪尼在社交媒体上说，也门首都萨那发生的军事冲突已造成234人死亡，另有约400人受伤，其

中383人伤势严重。12月4日，也门前总统萨利赫及其领导的全国人民大会党副总书记阿瓦迪在逃离萨那的路上被打死。此后，全国人民大会党宣称将展开复仇，继

续对抗胡塞武装。目前双方仍在继续交战。图为12月5日，在也门首都萨那，胡塞武装支持者参加游行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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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门正面临严重的人道主义灾

难，但人道主义援助行动却举步维

艰。根据联合国的近期评估，也门

战争造成了 8530 人死亡，主要是平

民，另有 4.88 万人在空袭和地面战斗

中受伤，近百万人感染霍乱。联合国

粮食计划署（World Food Programme）

称，1700 万也门人遭受粮食不安全

的威胁，200 万人面临饥荒。[2] 国际

人道主义援助行动难以有效实施的原

因在于，也门冲突各方只看重自身利

益，并不关心普通民众的需求。2015

年 3 月以来，沙特领导的联军由于担

心胡塞武装进行武器走私活动，因此

对胡塞运动控制的地区持续进行海空

封锁，破坏了人道主义援助行动。与

此同时，胡塞武装和萨利赫集团在某

些地区进行封锁，迟滞了人道主义援

助行动。例如，他们封锁塔伊兹城时，

不仅强制扣留援助物品，而且无端干

预人道主义者的工作。最终，持续的

战争阻碍了人道主义援助行动。人道

主义组织要进入也门，需要经过没有

安全保障的港口和机场，这不仅使援

助人员极易受到攻击，而且援助物资

也经常遭到盗抢。

也门危机僵局对中东地区

安全的影响

中东安全问题尖锐复杂，相互交

织，也门危机深刻影响着中东地区安

全。也门危机久拖不决，不仅恶化了

中东的传统安全形势，加剧了地缘政

治争夺，而且引发了一系列非传统安

全问题，包括民众的安全状况恶化和

恐怖主义扩张等。

一、也门危机加剧了中东地区的

敌对状态，助推中东“新冷战”

一是也门僵局影响着海湾国家的

实力升降，进而影响着海湾地区格局。

长期以来，也门是沙特的势力范围。

然而，危机不仅增大了伊朗在也门的

影响力，而且加重了沙特的战略负担。

此外，阿联酋在也门南部的存在显著

增强。在也门，沙特和阿联酋虽然具

有共同利益，但是也存在战略竞争，

双方的矛盾有所加大。由此来看，也

门僵局使沙特面临“战略透支”的风

险，却提升了伊朗和阿联酋的战略地

位。

二是也门僵局为中东的代理人战

争提供了舞台，恶化了中东安全。阿

拉伯剧变以来，沙特与伊朗领导的“两

大阵营”在中东激烈角逐，使中东出

现“新冷战”之势。沙特和伊朗试图

在脆弱的国家扶植代理人牟取战略利

益，也门是代理人战争的主战场之一。

也门局势长期脆弱，当地力量具有与

外部庇护者讨价还价的丰富经验。他

们乐意利用代理关系来实现自身利

益，这激化了沙伊之间的战略对抗。

三是也门僵局与其他地区热点问

题一道，使得中东地区呈现出全方位

不安全的态势。中东又可分为三个次

区域，由西向东依次是马格里布、马

什里克、海湾。1980 年之前，中东安

全问题主要集中在马什里克。1980—

2010 年，海湾成为中东安全的高危地

区。阿拉伯剧变以来，利比亚内战、

叙利亚内战、也门内战的爆发和延续，

及其彼此交织意味着中东安全问题相

互勾连、难解难分，中东陷入全面不

安全状态。

二、也门危机严重危害社会发展，

危及也门民众安全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安全观念的

转变，民众的安全问题成为国际政治

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人们在关注传统

的国际安全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人

的安全。1994 年联合国发布的《人类

发展报告》指出，人的安全问题实质

是人的发展问题，包括经济安全、环

境安全、社群安全等。也门危机严重

影响着也门民众的安全，这集中表现

在以下方面。

一是民众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

长期以来，也门存在着低增长率、高

失业率和腐败猖獗等问题。如今，也

门的经济状况更加恶劣。除了严重的

粮食短缺，也门民众还要应对物价飞

涨。例如，在也门，20 升天然气价格

从战前的 1200 里亚尔（4.8 美元）上

涨到 4300 里亚尔（17.2 美元）。

二是儿童和青年缺乏学校教育将

造成“失去的一代”。学校教育意义

重大，既是个人发展的关键途径，又

是国家进步的重要动力。也门危机爆

发以来，1600 所学校被摧毁，170 所

学校被用于军事目的或成为避难所，

200 万学生辍学。学校教育严重缺失，

对也门未来的社会稳定和发展造成潜

在威胁。

三是也门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

破坏。也门生态环境较差，气候干旱

且严重缺水，也门危机进一步破坏了

环境安全。以萨那为例，从 2015 年

3 月沙特干预也门开始，萨那接收了

198 万流离失所者。激增的人口大量

砍伐森林，致使树木比战前减少了

40%。目前，萨那的绿化率只有 8%。

三、也门危机极大地助长了极端

主义，也门成为中东恐怖主义“重要

阵地”

也门极端主义问题产生于 20 世

纪 90 年代初，并在“9 · 11 事件”和

阿拉伯剧变之后出现了两波高潮。也

门危机爆发以来，“基地”组织半岛

分支和“伊斯兰国”也门分支不仅频

频制造恐怖袭击，并且在贝达省、舍

卜沃省、马里卜省、焦夫省和塔伊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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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多条战线上与胡塞武装激战，而且

“基地”组织半岛分支占领哈德拉毛

省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在也门，相较

“伊斯兰国”，“基地”组织的实力和

影响力更大。

持续的也门危机助长了极端主义

问题。一是国家治理缺失为极端主义

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一方面，极

端主义力量利用也门冲突各方忙于彼

此激战，无暇反恐之际，扩展势力范

围。另一方面，“基地”组织半岛分

支通过对所辖民众提供一定的“公共

服务”和“安全保障”，以换取对它

的支持。二是教派主义矛盾激增为极

端主义势力的发展创造了机会。也门

危机有着逊尼派与什叶派教派冲突的

色彩，当什叶派的胡塞武装进入逊尼

派聚居区时，逊尼派民众往往同极端

主义力量合作保卫家园。此外，沙特

领导的军事联盟有时也支持同为逊尼

派的极端主义势力。

政治解决是破解也门危机僵局

的唯一选择

萨利赫遇害之后，也门爆发了新

一轮军事对抗和政治博弈。第一，沙

特联军迅速动员多股力量对抗胡塞武

装，并取得了一定进展。在东部和北

部战线，沙特整合改革集团和副总统

阿里 · 穆森 · 艾哈迈尔的力量，占领

了数条战略公路。在红海海岸战线，

阿联酋支持的武装力量与亲萨利赫军

团一道，向北推进到战略枢纽荷台达

港。阿联酋积极扶植老萨利赫的儿子

艾哈迈德 · 萨利赫，试图让其接手其

父的权力网络。此外，政府军以及“南

方运动”在也门西南部的穆克哈和塔

伊兹对抗胡塞武装。[3]

第二，胡塞运动试图利用萨利赫

去世之机，加强对也门北部的控制。

一方面，胡塞武装在控制地区打击亲

萨利赫的力量，拉拢全国人民大会党

中的机会主义者，巩固了对萨那等地

区的控制。另一方面，胡塞武装也频

频向沙特发射导弹作为报复，同时也

表达了举行新一轮政治谈判来结束战

争的意愿。

第三，反胡塞集团内部的矛盾加

深，南方紧张局势升级。具有独立倾

向的“南方运动”与哈迪政府的矛盾

由来已久，萨利赫遇难后，双方的敌

对进一步加剧。2018 年 1 月底，阿

联酋支持的“南方过渡委员会”（由

遭哈迪解职的亚丁省前省长祖贝迪联

合南部近 30 名部落、军政高级领导

人等组建而成）武装力量在亚丁与政

府军展开激战，占领总统府及多个战

略要地，他们攻克临时首都亚丁后还

升起了也门统一前的南也门国旗。可

见，也门局势持续恶化，已全面深陷

社会不断分裂和战争逐步升级的泥潭

之中，也门的和平进程困难重重。

深陷地缘政治冲突的也门局势一

直受到国内、地区和国际等多重因素

的影响，因此充满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也门危机中的主要政治力量试图寻求

各自对也门国家政治和权力的战略影

响力，如果也门的资源和权力分配问

题无法达成可信的政治安排，也门僵

局仍将持续。目前看来，沙特领导的

反胡塞军事行动虽然能弱化胡塞武装

的力量，却无力彻底击败胡塞武装，

更无法全面解决也门的系统性危机，

这种状态将迫使对峙双方最终回到谈

判桌上。

由此观之，政治解决是破解也门

僵局的唯一出路。短期内，也门危机

的解决需要尽快达成包含各利益攸关

方的和平协议。任何关于也门的和平

方案，都需要冲突各方树立维护地区

安全是共同长远利益所需的观念，并

应当实现某种平衡，包括结束战争的

妥协，同时满足关键的国内和地区行

为体的利益。因此，也门的和平谈判

应当包含三个进程：胡塞集团与哈迪

政府之间进行政治谈判；也门国内的

多方政治力量展开政治对话；沙特等

外部力量对和谈承担应有的责任。

从长远来看，也门的和平稳定有

赖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

化建设。自现代也门诞生以来，国家

远未实现治理现代化。执政者往往通

过庇护、分而治之、“拉一派打一派”

等策略来维护政权生存，并未建立现

代化的国家制度，这具有内在的脆弱

性，也是也门危机爆发的深层次原因。

因此，也门需要尽快摆脱战争，提升

治理现代化水平，加强国家能力和政

府回应性，最终实现民族团结、政治

发展和经济繁荣。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

研究所）

（责任编辑：苏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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