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态势

本文责编 吴晓芳
sjzswxf@126.com  010-65265931

了毒气，臭名昭著的731部队还有组
织地用活人进行生化武器实验。二战
后，人类对于核武器的恐惧超过了对
化武的担忧，禁止化武事业的推进速
度相对缓慢，美苏两国都储存了大量
化武。直到冷战结束后的1992年，联
合国大会一致通过《禁止化学武器公
约》，其目标是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
所有化学武器，并为此规定了严格的
核查机制。后来，在该公约基础上成
立了禁化武组织。截至2018年1月，该
公约共有192个缔约国。
中国是该公约的原始缔约国，自
1997年5月当选执行理事会成员以来，
一直连选连任，为推动世界禁化武事

利亚发生第一次化武危机后，叙政府

俄罗斯与伊朗：
战术“联盟”还是战略伙伴？

一度面临美国的空袭威胁。在俄罗斯

文／唐志超

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叙利亚长期未签
署《禁止化学武器公约》。2013年叙

提出“化武换和平”方案后，叙政府
配合禁化武组织分批销毁化武，并于
2013年10月加入该公约。在销毁叙利
亚化武过程中，中国海军盐城舰与俄

4月14日美英法三国对叙利亚实

伴关系的性质大多持怀疑态度。目

罗斯、丹麦、挪威的军舰一道执行了

施“精准打击”后，俄罗斯与伊朗相

前，这一关系正在叙利亚战场上经

叙化武海运护航任务。从理论上说叙

继发声强烈谴责。俄罗斯与伊朗都

受严格的考验。

利亚已经销毁了全部化武，但仍屡屡

是叙利亚问题的重要相关方，两国

发生疑似化武袭击事件。

围绕此问题互动频频。由俄罗斯、

五百年的历史碰撞

4月19日，习近平主席在与特雷

伊朗等国主导的阿斯塔纳和谈是政

莎 · 梅首相通电话时指出，对叙疑似

治解决叙利亚危机的主要对话平台

伊朗是最早的人类文明摇篮之

化武袭击问题要进行全面、公正、客

之一，此外两国还曾是叙利亚几个

一，相比之下俄罗斯的历史则短暂

观调查，得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可

“冲突降级区”的担保国……

得多。据历史记载，俄罗斯人与波

靠结论。为了避免叙利亚危机螺旋式

近年来，由于地缘政治环境的

斯人的交往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升级、防止个别国家再度以“化武袭

变化以及伊朗核协议的签署，俄罗

不过，俄罗斯与伊朗作为两个国家

击”为借口进行军事干预，当务之急

斯与伊朗关系快速发展。2017年3

的正式交往则始于16世纪初期。

是尽快在联合国框架下开展核查，任

月，伊朗总统鲁哈尼访问俄罗斯，

1521年，伊朗萨法维王朝与莫斯科

何阻挠、破坏、干扰调查的行为都是

俄伊两国在铁路、油气、原子能、

公国之间进行了首次官方正式接

逆历史潮流而动，在事实不清、结论

旅游等领域达成15份协议。其间，

触。从16世纪初到21世纪初，俄伊

未定的情况下动辄使用武力更应遭到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伊之间的

两国间长达五百年的接触与碰撞，

全世界的坚决反对。

合作十分高效，两国正全力向高质

使得今日两国之关系有着丰盈的历

（成稿于4月20日）

量、新层次的战略伙伴关系迈进。

史厚度。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

不过，鉴于俄伊关系的现实脆弱性

从16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四百

以及历史阴影，外界对俄伊战略伙

年，是伊朗帝国由盛转衰的时期，

院中东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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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日，俄罗斯总
统普京访问伊朗，与伊朗
总统鲁哈尼举行会谈。

朗的势力范围：北部属于俄国，南部

的历史时期。其实早在1989年1月，伊

属于英国，中部为缓冲区。事实上，

朗最高领袖霍梅尼就曾致信戈尔巴乔

此时的伊朗已沦为英俄的半殖民地。

夫，对其改革大加赞扬，表达了与苏
联改善关系的愿望。戈尔巴乔夫亲自
接见了霍梅尼的信使，并会谈了长达

并最终推翻恺加王朝，建立了巴列维

两个小时。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作为

王朝。礼萨·汗执政时期(1925～1941
年)，他在外交上的一个重要目标就

苏联的继承国一度在中东事务中充当

是摆脱英国和苏联的控制，并转向德

位重返中东事务。其中，俄罗斯与伊

国。二战爆发后，保持中立的伊朗与

朗开展了多项务实合作，两国关系不

纳粹德国日益接近，引起了同盟国的

断得到改善。1995年1月，俄罗斯与伊

警惕与忧虑。1941年8月，英苏两国

朗签署了向伊朗出售两个轻水核反应

指责伊朗国王勾结德国，分别派军从

堆合同。美国强烈要求俄罗斯取消合

南北两个方向进入伊朗。礼萨 · 汗被

同，但俄罗斯断然拒绝。1995年8月，

迫让位于其子穆罕默德 · 礼萨 · 巴列

俄罗斯不顾美国的反对，签署了向

维，并出走海外。二战后，英美军队

伊朗核电站提供核燃料的协议。2007

从伊朗撤离，但苏军没有按协议撤出

年，俄罗斯与伊朗签署出售S-300防空

伊朗北部地区。苏联甚至还扶植伊

导弹系统的合同。这些合作协议在俄

朗境内库尔德人和阿塞拜疆人建立分

伊关系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象征着

离主义政权，这不仅引起了伊朗政府

俄伊关系发生实质性调整和改善。这

的极大忧虑，也遭到了西方的强烈反

一时期，虽然双方在车臣、里海划分

对。围绕苏联从伊朗撤军问题，美苏

等问题上存在一定分歧，同时核电站

从萨法维王朝到阿夫沙尔王朝、恺加

间 爆 发 了 战 后 第 一 场 重 大 危 机 ——

建设和S-300防空导弹系统的交付受到

王朝，这一古老帝国逐步日薄西山，

1946年伊朗危机，美国甚至以动用核

美国因素的影响而一再延误，但双方

陷入动荡，丢疆失土，而同期俄罗斯

武器为威胁要求苏联从伊朗撤军。此

在全球和地区事务上有着诸多共同利

人则摆脱了蒙古人控制，积极开疆拓

事件也成为冷战爆发的重要导火索之

益，总体上保持了友好合作关系。

土，大肆发动对外战争并逐步建立帝

一。最终，苏联被迫从伊朗撤军，

国。两者一衰一盛，形成强烈的对

其在伊朗的影响力急剧下降。1953年

照。在这四百年间，波斯人遭遇了一

8月，主张石油国有化的伊朗摩萨台

系列强大对手：蒙古人、突厥人、奥

政府被美国中情局策划推翻后，短暂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尤

斯曼帝国、大英帝国和沙俄。虽然为

出逃海外的巴列维国王回到伊朗并强

其是叙利亚战争爆发和伊朗核协议达

了对付共同敌人奥斯曼帝国，波斯人

化了王权，此后伊朗完全站到了西方

成之后，俄伊关系加速向纵深发展，

与俄罗斯人曾多次结盟，但最终伊朗

一边。1955年伊朗还加入了反苏反共

并日益具有战略伙伴关系的性质。从

和奥斯曼帝国都不幸地沦为沙俄的主

的“巴格达条约组织”。1979年伊朗

某种程度上说，当前俄伊关系进入了

要侵吞对象。在数次俄伊战争后，到

伊斯兰革命爆发，巴列维政权被推

“蜜月期”，也达到了五百年来的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沙俄已占领了

翻，新生的伊斯兰政权执行“既不要

好阶段。

原先属于伊朗管辖下的大量领土，包

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

总的来看，普京所说的俄伊关系

括现今的高加索、中亚等地。而且，

对外政策，取代了昔日的亲美反苏路

正向战略伙伴关系迈进并非虚言。这

沙俄也在伊朗疆域之内建立了很高的

线，并一直延续到冷战结束前后。总

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第一，双方在

影响力。1907年，沙俄与英国在一番

体上看，伊朗与苏联在冷战时期主要

应对美国制裁和威胁方面的共同利益

激烈争夺后签署了瓜分伊朗、阿富汗

是敌对关系。

日益增大，并相互支持，展开了战略

IC

1921年，哥萨克旅副指挥官礼
萨 · 汗在英国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

等地的历史性条约，划分了各自在伊

苏联解体后，俄伊关系进入了新

配角，但不久之后俄罗斯便以大国地

日益加强的战略性合作

协调与配合。比如，俄罗斯在叙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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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也门问题、伊朗核协议上坚定

术人才培训、炼油厂现代化改造等合

伊朗多次批评俄罗斯。可以说，俄伊

支持伊朗的立场。今年2月，俄罗斯在

作。第四，俄伊合作不断突破双边范

双方都不希望将自己紧紧地绑在对方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关于伊朗违规向

畴，向多边集团化方向发展，加深捆

的战车上。其次，两国的军事安全合

也门胡塞武装提供武器的决议草案。

绑。比如，俄罗斯积极推动伊朗加入

作是有限度的。国防合作是俄伊关系

针对特朗普威胁撕毁伊朗核协议，俄

欧亚经济联盟和上海合作组织。

的重要内容，不过俄罗斯对伊朗提出

罗斯明确表示反对任何改变这一多边

对于俄伊关系的战略伙伴关系性

的购买先进进攻性武器的要求并未予

协议的单边行动。第二，近年来，俄

质，伊朗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阿

以满足，主要向伊出售防御性武器，

伊在军事、情报、反恐、国防工业等

里 · 沙姆哈尼指出，俄伊关系的战略

并不向其出售最先进的战斗机。第

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合作，并签署了诸

性特征机制体现在军事安全合作上。

三，俄伊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合作达到

多重要合作协议。而军事安全合作的

双方在军事与安全上的合作关系超越

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双方利益和最

广度和深度正是检验战略伙伴关系的

了传统军火买卖关系，已经开始建

终目标并不一致。俄罗斯一面与伊朗

重要尺度。在叙利亚战场上，俄伊不

立国防方面的伙伴关系。俄伊战略伙

合作，一面对美国和以色列提出的限

仅开展了深度的军事安全合作，甚至

伴关系不仅涉及两国元首在最高层次

制伊朗扩大在叙利亚势力的要求持理

采取了联合军事行动。2015年，俄伊

的合作，也包括军事领导人之间的合

解态度，对以色列一再军事打击伊朗

两国与叙利亚、伊拉克还决定建立反

作，比如总参谋长、国防部长等层次

在叙力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第四，

恐联合情报中心。更重要的是，2016

的会晤，伊朗国防部长两年内访问了

双方存在信任赤字，这在很大程度上

年俄罗斯借用伊朗哈马丹空军基地打

俄罗斯五次。此外，双方还进行了一

是历史因素造成的。虽然双方在政治

击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

系列联合军事行动，比如俄罗斯、伊

上一致反对西方，但鉴于“不愉快的

这是伊朗近代以来首次允许外国武装

朗、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和黎巴嫩真主

历史”，伊朗人对俄罗斯有着根深蒂

力量使用本国境内军事设施。即便是

党组成的联盟彻底改变了叙利亚战场

固的怨恨和怀疑。伊朗商业界也更愿

在伊美关系极其紧密的巴列维王朝时

上的力量对比。

意与西方做生意，而不是俄罗斯。

期，伊朗也从来没有同意美国使用其
境内的军事基地。这在某种程度上反

2016年伊朗向俄罗斯开放军事基地一

战略伙伴还是战术“联盟”？

映了俄伊合作的深度和战略性。此

事传出后，伊朗国内一片哗然，其中
不乏批评之声。后来伊朗方面就叫停

外，俄罗斯还不顾美国和以色列的反

不过，外界对俄伊是否是真的

了俄罗斯使用其空军基地。伊朗国防

对，在延迟近十年后决心履行向伊朗

战略伙伴有不少质疑。美国《新闻周

部长达赫甘还在接受伊朗电视台采访

出售S-300防空导弹系统的协议，并于

刊》撰文称，俄伊关系只是“方便的

时说，俄方将其使用伊朗空军基地一

2016年开始交付。第三，俄伊加深了

婚姻，而非真正的战略联盟”。以色

事公之于众，这种举动有“炫耀”意

经贸合作，尤其是核能、油气和金融

列《耶路撒冷邮报》称，俄伊是“战

味，“欠考虑”。而在此之前，达赫

合作。2015年俄罗斯完成并向伊朗交

术性联盟，不是战略联盟”。

甘还表示俄罗斯战机想用哈马丹基地

付布什尔核电站。随后，俄伊又签署

的确，俄伊关系确实已具有一

为伊朗建设更多核电站的新协议。在

定的战略性质，但距离真正的战略伙

难怪就连俄罗斯前驻伊朗大使

油气领域，2017年11月俄伊签署了伊

伴关系还有一段距离。归纳起来，原

马里亚索夫也公开称，当前俄伊关系

朗境内石油天然气战略项目的实施路

因主要有三个：首先，反美国及西方

是战术性的，而非战略性的。俄伊之

线图，将共同实施一项投资总额达300

是驱使俄伊走到一起的主要因素，但

间的“联盟”主要是针对美国及西方

亿美元的石油天然气项目。今年3月，

这一“反美联盟”有其局限性。俄罗

的，还称不上战略伙伴关系。他认

俄罗斯扎鲁别日石油公司与伊朗签署

斯虽然在伊朗核协议等问题上支持伊

为，战略伙伴关系必须建立在具有制

了一份价值7.42亿美元的油田开发协

朗，但对伊朗的支持是有限的，在很

度性安排的、强大的贸易与经济联系

议，这不仅是伊朗自2016年初解除制

多情况下俄伊关系还不得不服从于俄

之上，但俄伊在此方面的联系“并不

裁之后迎来的第二笔石油外资，也是

美关系。俄罗斯由于美国的因素一再

令人满意”。

俄伊两国开展的首笔石油开发交易。

找理由推迟交付布什尔核电站和S-300

除油气开采外，双方还提出将开展技

防空导弹系统就是典型例子。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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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久都可以。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
究所中东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