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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简报 热点 

 
 

沙伊断交：中东强震的前生、今世与未来 

 

新年伊始，中东乱局再度升级。2 日，沙特宣布处决包括该国知名什叶派教士

尼米尔在内的 47 名被指控犯有恐怖主义罪行的囚犯，一石激起中东乃至全球

什叶派穆斯林的抗议热浪。德黑兰的抗议者对沙特使馆发动围攻，沙伊两国

口水战不断升级。3 日，沙特宣布与伊朗断交。4 日，巴林、苏丹和阿联酋相

继宣布断绝与伊朗外交关系或降低两国外交关系级别。5 日，科威特宣布召回

驻伊朗大使。6 日，约旦传召伊朗大使。时至截稿，局势尚未呈现缓和趋向，

断交事件正在持续发酵。此次政治强震折射出了该地区复杂的历史关系和现

代乱局，其余震将波及地区各国乃至全球。 

 

 

1.老矛盾 

沙特和伊朗是海湾地区的一对老对手了，

两国长期以来摩擦不断。沙特与伊朗的对立，

兼具阿拉伯人与波斯人、逊尼派与什叶派对立

的双重色彩。早在一千多年前，鼎盛一时的波

斯王朝萨珊帝国溃败于阿拉伯军队。伴随伊斯

兰对波斯的征服，古波斯的语言和文化遭到严

苛压制，即便是改宗伊斯兰教的伊朗人也被视

为低阿拉伯人一等的存在。到了近代，伊朗

1979 年伊斯兰革命后开始“输出革命”，逊尼

派大国沙特倍感威胁，遂在 80 年代爆发的两

伊战争中选择站在伊拉克背后，打压伊朗的扩

张。受 1987 年麦加朝觐冲突及其后续事件影

响，两国关系一度跌入谷底，直至 90 年代末

期伊朗新政府推行温和外交政策后双边关系

才逐渐缓和。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沙特

不断指责伊朗玩弄宗教派别这张牌，向阿拉伯

国家输出革命，并直接出兵巴林镇压了当地的

什叶派抗议活动。从历史上看，沙伊对立是一

种常态，或激烈或平缓，总少不了教派或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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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争的戏码。 

尽管如此，沙伊角力的核心绝不可简单归

结为民族矛盾或教派冲突，教派冲突是服务于

政治需求的一种动员方式。一些西方学者认为，

标榜“波斯-阿拉伯”民族主义或者“什叶-逊

尼”宗派主义对立的沙伊双方，其实是盟友而

非敌人。著名伊朗研究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

授 Hamid Dabashi曾表示，民族主义或宗派主

义标签都只是沙特或伊朗政府应对他们共同

的敌人——民众的民主渴望的一种手段。事实

上，沙伊角力的核心在于对地区霸权的争夺。

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二者是仇家，不如说

是对手。2003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打破了中

东地区的力量平衡，教派冲突加剧。什叶派穆

斯林在伊拉克掌权，外加伊朗核计划的推进，

都加剧了沙特方面的担忧。在此背景下，沙特

和伊朗——波斯湾南北两岸的两大力量——

展开了各种明争暗斗，欲将海湾地区主导权收

入自家囊中。阿拉伯之春后，两国摩擦不断升

级，无论是在叙利亚战场上还是在也门内战中，

沙伊角力白热化的趋势已日渐明朗。 

2.新激化 

此次强震不仅建立在陈年积怨的基础上，

更是多重新因素激化作用的结果。在刚刚过去

的 2015 年，伊朗核协议、国际油价断崖式下

跌、也门内战、IS 肆虐等重要事件令制约伊沙

关系的诸多因素发生质变，新因素的出现共同

催化两国紧张关系逼近峰值。 

首先，伊朗国内因素。伊朗核协议的达成，

标志着伊朗与西方特别是美国关系趋缓，本国

经济发展将迎来黄金期。但与此同时，我们还

应该看到伊朗国内存在顽固保守力量。对于即

将接踵而至的“西方”来客和当局者实行的温

和改革政策，伊朗国内强硬派和极端势力很难

坐以待毙。于他们而言，可以借沙伊对抗之机

打压执政改革派以及西方影响，阻挠鲁哈尼的

外交路线，以期待来年 2月议会选举把改革派

拉下马。 

其次，沙特国内因素。第一，国际油价暴

跌令世界最大石油生产国和出国口沙特头疼

不已。据沙特财政部最新公布的年度经济报告，

由于国际油价大幅下跌，2015年沙特实际收入

比年初预算收入低了15%，比2014年低 42%，

财政赤字接近 1000 亿美元。这是沙特连续第

二年出现财政赤字，赤字规模创历史新高。为

增加收入、缓解财政重压，沙特已经上月 29

日起开始提高水、电和燃油价格。相比之下，

低油价对伊朗构成压力较小。据报道，沙特石

油出井成本为 4-5 美元，而伊朗仅需 1 美元。

伊朗石油的低生产成本优势是其在石油出口

市场上与沙特竞争的有力武器。 

第二，伊朗核协议尘埃落定，伊沙一喜一

忧。从沙特的立场看，协议事实上认可伊朗保

留现有核技术，外加制裁松绑将令伊朗释放巨

大活力，催生出一个既有核能力、又在经济和

政治上更加开放强大的伊朗。对此，军事实力

较弱、陷入财政困境的沙特不满更不安。 

第三，王位继承发生剧变，国内政治局面

动荡，外交政策转向扩张。沙特新国王萨勒曼

在去年年初走马上任后，沙特国内发生了包括

废黜王储在内的一系列政治人事剧变。在沙特

历史上，王储被废极其少见。上世纪 50-60年

代，沙特国王和王储间曾爆发过激烈的权力斗

争，但此后再未出现王储被废事件。因此，去

年的剧变也被一些评论人士称为“百年一遇的

奇特政治现象”。新的领导集团急于建功立业，

在内政外交方面必然会展现更加进取的姿态。 

再次，地区因素。过去沙特的外交政策以

温和、稳健著称，近年开始变得大胆进取：在

叙利亚、利比亚推动政权交替，在石油不减产、

IS、也门和叙利亚等问题上展现巨大野心。这

一转变的背后折射出沙特地区地位有所下降、

伊朗地区地位正不断上升的现实。无论是在打

击 IS 的战斗中，还是在也门内战、叙利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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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上，沙特都没有占太大便宜，反而让伊朗趁

机扩大了自己在地区的影响力。此外，沙特对

美国在处理伊朗、叙利亚等问题上积累了诸多

不满情绪。基于以上地区格局现实，沙特与伊

朗断交且不论理智与否，都反映了沙特扩张、

进取的外交思路，是沙特为围堵伊朗、争取地

区老大而做出的强硬表态，也是沙特在借机强

逼阿拉伯世界的逊尼派兄弟们站队划线。 

3.国际社会怎么想？ 

沙特宣布与伊朗断交，国际社会一片哗然。

主要阿拉伯国家以断交、外交关系降级或谴责

伊朗民众冲击沙特大使馆等行动声援沙特外，

其他国家多态度中立，甚至在舆论上导向伊朗。 

声援沙特的阿拉伯国家中有两个国家值

得一提。其一是阿联酋，其二是埃及。阿联酋

并没有完全追随沙特与伊朗断交，而是很现实

地留了一手、选择降级。埃及方面，其实已经

默许了沙特领导权。沙特用大量优惠贷款和低

价石油“收买”了埃及的追随，所以我们看到

和俄罗斯达成军事合作意向后，埃及却没有倾

向俄罗斯、反而改变主意倒向沙特。 

阿拉伯世界之外，俄罗斯是第一个站出来

表示愿意充当调解人的国家。俄罗斯之所以表

现如此积极，主要是由于一方面调停的角色有

助于彰显和提高俄罗斯的中东影响力、有利于

俄罗斯更深介入地区局势；另一方面两国热战

会阻碍俄罗斯在中东扩张。 

沙特的传统盟友美国的表态更耐人寻味。

4 日，美国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表示，美国呼

吁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缓解局势。同日，美国国

务院发言人约翰柯比表示美国谴责伊朗民众

冲击沙特大使馆的行为，对沙特处决尼米尔一

事表示关切，希望沙伊问题的双方通过双边对

话的形式来自行解决争端，美国并不会在其中

充当调停者的角色。美国的说辞是在和稀泥吗？

有评论认为美国暗地里支持双方矛盾激化，因

为二者开战将扰乱俄罗斯在中东的部署，且有

助于美国发一笔战争横财，从欧洲等地的资本

流出会更快更多地流向美国，于美国本土经济

发展有利。然而笔者认为这种观点片面评估了

美国对地区大局的盘算。美前驻沙大使傅立民

(Charles Freeman)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

在沙特伊朗间未选边站的处理非常态，更像中

国。美国这次没有明显袒护沙特、转而采取不

干涉的态度，其背后逻辑其实不难体会，那就

是从反恐大局出发。美国不满沙特近年来在反

恐问题上的作为，更不愿意看到沙伊彻底决裂，

因为这会阻碍国际社会形成打击 IS 的联盟。

据报道，一位美国官员在接受《华盛顿邮报》

采访时，批评沙特的处决什叶派教士的行为，

称这一行为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同时伤害打

击 IS的努力以及叙利亚和平谈判进程。可见，

有点乱的中东诚然对于美国保持自己的威慑

力有益，但美国很难纵容大乱，因为乱局正是

恐怖主义的温床，而这绝非美国的利益所在。 

欧洲的态度比美国更明朗、更积极。比如

德法两国都出声谴责沙特，并表达了对中东局

势趋紧的关切。德国尤其强硬，明确表示将重

新考虑对沙特出售武器的协议。欧洲的态度为

何如此？一是因为难民问题已经让欧洲社会

十分吃不消；二是因为恐袭已然对欧洲各国安

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一个更乱的中东，非欧洲

所欲。 

中国已经宣布希望有关方面保持冷静克

制，好好坐下来和平谈判解决分歧。剑拔弩张

的中东乱局于中国无益：首先，中东地区是中

国最重要的石油进口区，一旦当地局势紧张，

石油生产就可能受到影响、油价会上扬，中国

石油供给将受冲击；其次，中东是中国“一带

一路”上的要冲，一旦陷入乱局，中国不仅将

失去能源、还将失去市场，对推进“一带一路”

倡议十分不利；最后，该地区战乱必将扰乱反

恐战争、助长恐怖主义势力，境外极端势力的

渗透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因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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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呼吁克制和和平谈判。 

4.乱上加乱：双方热战+油价飙升？ 

围绕沙伊断交后续发展的各种猜想中，有

两个问题十分吸睛：两国会走向热战吗？国际

油价会呈现什么走势？其实这两个问题存在

因果联系：中东一打仗、油价通常会应声飙高。

所以判断油价走势，需先讨论战争的可能性。

战争打不打得起来，取决于国际社会的态度，

也取决于对峙双方的真实意愿。根据上文，从

总体上看国际社会是呼吁克制、反对冲突升级

的态度。在此背景下，我们就要仔细审视下对

峙双方即沙特和伊朗的意愿和能力。 

伊朗方面，实力尚可、意愿不足。伊朗是

中东地区的军事强国，拥有较为完整的工业体

系，可自主设计并生产各色导弹、坦克和喷气

式战斗机，并具备核技术，在工业发展洼地中

东地区可谓一枝独秀。但是伊朗缺乏直接热战

对峙的意愿。在饱受常年经济制裁之苦后，伊

朗终于以放弃核武器开发为代价迎来了经济

发展的黄金期。伊朗国内百废俱兴，改革派也

面临巨大的执政压力，必须在国内建设上做出

一些实实在在成绩。此外，伊朗的外汇储备并

不乐观，很难支持战争。只要一丝理性尚存，

伊朗就不可能轻易放弃本国发展的良机，转而

与沙特大干一仗。 

沙特方面，实力和意愿皆不具备，很可能

是雷声大雨点小。包括沙特在内的海合会土豪

国们，都不具备独立强大的军事实力。在也门

战场上，沙特联手逊尼派国家共同出兵攻打伊

朗支持的胡塞武装，但结果并不如沙特所愿。

直至今日，也门依然用弹道导弹、火箭等向沙

特南部包括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在内的目标发

动攻击，可见沙特打也门打得真可谓苦不堪言。

经济实力上，沙特坐拥 6280亿美元（截至 2015

年 11 月）的外汇储备，较之伊朗有优势。然

而大战花钱如流水，外加战争会干扰卖油生意，

特别是考虑到石油出口的一个重要路线的关

卡——霍尔木兹海峡被握在伊朗手中，一旦战

争开打，沙特的日子应该也不好过。面对诸多

执政挑战的新国王和新王储，恐怕也不想再被

债务缠身。沙特提出断交，如上文分析所言，

更多是为了展现一种强硬姿态，强逼逊尼派国

家站队、拉拢地区伙伴，同时也是向包括美国

在内的传统西方盟友和世界释放信号，但真正

开打的意愿并不强烈。 

油价方面，虽然在断交危机爆发之初，国

际油价应声突然反冲向上。但上升并不长久，

7日原油价格已跌破 35美元，布油跌 6%，创

11年以来最低水平，说明市场基本面的持续疲

软仍存在。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分析师 Vyanne 

Lai 认为，两国关系紧张仅仅在政治层面而非

全面爆发军事冲突。这种紧张关系已经酝酿了

几年的时间，其影响已经计入油价当中，市场

很快就会关注全球供应充裕的局面。中国能源

研究会常务副理事长周大地也表示，这次冲突

还没有真正影响两国石油生产或出口的可能

性，油价反冲上升的趋势在短时间内很难持续。

所以，基于沙伊双方爆发激烈冲突、实行石油

禁运的可能性非常小，国际原油市场供过于求

的总体形势没有改变，沙伊紧张局势尚不能构

成油价触底反弹的持续推力。 

尽管大战可能性很低，但沙伊断交危机已

表明，中东必将迎来乱上加乱的 2016。阿富汗

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颠覆了中东地缘政治力量

平衡，什叶派伊朗得以做大做强，逊尼派集团

陷入恐惧，教派冲突不断激化；2011年开始的

阿拉伯之春，暴露了阿拉伯世界内部经济政治

社会的各种矛盾，阿拉伯世界原有秩序遭到冲

击；如今随着极端组织的兴起，中东地区内外

各国群起介入打击，该地区崩塌的政治秩序开

始重建，各大国就新秩序展开博弈。基于以上

关于中东乱局的一些基本现实，我们可以判断

重建严重失衡的地区地缘政治，中东还将经历

一个长达多年的动荡转型期。在一些学者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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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周期至少为 5-10年，在此期间，中东“没

有最乱，只有更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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