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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阿拉伯之春”政治风潮带来的中东社会转型过程中，中东地区库尔德人

也以争取民族权利和自治为目标开展了所谓“库尔德之春”的民族运动。 由于历史和

现实的原因，中东地区伊拉克、土耳其、伊朗、叙利亚等国家库尔德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

虽然存在明显差别，但他们都希望能够借助当前的中东社会转型，为自己赢得更加充分

的公民地位、少数民族权利和高度自治。 然而，无论是他们当前面临的“伊斯兰国”组织

威胁，还是他们与所在国家主体民族之间的矛盾，以及他们所在国家政府对库尔德民族

权利要求不同程度的压制，都表明库尔德人争取民族权利的民族运动仍将经历一个漫

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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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德人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无国家民族，人口约 ３，０００ 万。 当前中东地区的

库尔德问题主要是一战后不合理的领土划分所造成的历史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

束后，英、法、俄等国家在按照自己的利益分割奥斯曼帝国时，将原来处于奥斯曼帝国

统治下的库尔德斯坦地区划分到不同的国家，使库尔德人成为土耳其、伊拉克、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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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叙利亚等中东国家的少数民族，从而使得库尔德人成为中东地区的无国家民族。

在过去近一个世纪中，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库尔德人都在为争取自己的民族自决权进

行斗争。 经过多年的抗争后，中东地区不同国家的库尔德民族运动虽然取得了一些

成就，但距他们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愿望还十分遥远。 从 ２０１０ 年底开始的中东剧变

中，库尔德问题曾一度被普遍忽视，但在“阿拉伯之春”进入尾声之际，特别是“伊斯

兰国”组织出现并和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时，库尔德问题在中

东地区社会转型中的发展引起了中东地区乃至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 中东社会转型与伊拉克库尔德问题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苦抗争和大批人员的流血牺牲，伊拉克库尔德人在争取民

族权利方面相对其他国家较为成功。 目前，伊拉克库尔德人已经建立了伊拉克宪法

认可的库尔德地区政府，并在伊拉克国家权力结构中占有一定的的地位。 然而，伊拉

克的库尔德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这主要是因为要求自治程度不断提高的伊拉克

库尔德地区政府与要求加强中央集权的伊拉克中央政府之间依然在很多方面存在着

尖锐的矛盾。 因此，伊拉克库尔德人依然把争取独立作为他们奋斗的最终目标。

１． 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库尔德之春”

２０１１ 年，在席卷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风潮影响下，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也出

现了一场与之相呼应的政治风潮。 领导这场政治风潮的是成立于 ２００９ 年的变革运

动党（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ａｎｇｅ），这个政党又名变革党（Ｇｏｒｒａｎ Ｐａｒｔｙ），是伊拉克库尔德

地区最大的反对党。 变革运动党在其发起的“库尔德之春”中，要求库尔德地区内阁

辞职，并解散库尔德地区政府。 这场风潮遭到了库尔德地区政府的执政党伊拉克库

尔德民主党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ｙ） 和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爱国联盟 （ Ｐａｔｒｉｏｔｉｃ

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变革运动党的行动在库尔德地区引起了不

必要的骚乱。 但变革运动党领导的示威者，还是在苏莱曼尼亚（Ｓｕｌａｙｍａｎｉｙａｈ）和埃

尔比勒（Ｅｒｂｉｌ）等省通过游行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诉求。

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政治风潮主要集中在苏莱曼尼亚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６ 日，

在这个省的首府，３，０００ 多名反对者走上街头，对腐败问题、失业问题、电力缺乏、社

会不公平等问题表示了抗议和不满。 当示威者们试图冲进库尔德民主党总部，并向

其建筑投掷石块时，游行演变成了暴力冲突。 为了驱散示威人群，安全部队朝人群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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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造成有两人死亡，４７ 人受伤。①尽管变革运动党宣布对这次游行行动负责，但它同

时宣称自己没有破坏建筑，并对袭击库尔德民主党总部的行为进行了谴责。②在接下

来的几个星期中，示威游行的范围不断扩大，示威者的人数达到了 ７，０００ 人之多。 他

们不仅进行静坐示威，而且占领了苏莱曼尼亚市的自由广场。 ２ 月 ２４ 日，苏莱曼尼

亚市中心广场上的 ４００ 多名示威者向警察投掷棍子和石头，引起新的骚乱。 结果，至

少有 ５０ 人在这次冲突中受伤。 与此同时，宗教领袖和其他反对党也开始加入示威游

行行列，骚乱进一步恶化。③ 直到 ４ 月份政府安全部队进入苏莱曼尼亚广场维护秩

序和阻止进一步的示威游行，才平息了游行和骚乱。 安全部队还在苏莱曼尼亚周边

部署了武装力量，来维持政府和民众之间不稳定的和平关系。

除苏莱曼尼亚外，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所在地埃尔比勒也出现了类似的示威

游行。 但值得注意的是，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示威游行与伊拉克其他地区的示威游

行在其诉求上有很大的不同。 其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示威者在

向伊拉克政府要求更多民主的同时，更加关心库尔德地区更加高度的自治。 他们对

于库尔德地区政府的要求，则是反对腐败和要求包括社会公正在内的各项公民政治

权利。 因此，从某种意义来说，伊拉克库尔德人在获得了高度自治以后，也经历了一

场与“阿拉伯之春”相似的“库尔德之春”政治运动。

２． “阿拉伯之春”对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治经济的影响

“阿拉伯之春”在政治上引发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一定范围的示威游行。 在这

些示威游行中，民众用暴力方式表达了他们的不满和诉求。 与此同时，库尔德斯坦地

方政府和民兵则同样用暴力方式回应了这次示威游行。 虽然最终骚乱得到了平息，

但民众的诉求并没有充分表达出来，政府也没有真正满足民众的诉求。 这种结果在

某种程度与伊拉克中央政府的压力有关，“伊斯兰国”组织的出现及其对伊拉克库尔

德地区的袭击也冲淡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但伊拉克内部出现的所谓“库尔德

之春”也说明，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出现高度自治的情况下，变革运动党与库尔德斯

坦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也从另一个侧面展示了库尔德地区政党政治的发展。

除政治影响外，“阿拉伯之春”对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重要影响还表现在经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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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相对于伊拉克的其他地区，库尔德地区最大的优势主要是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

萨达姆政权倒台后，库尔德斯坦地方政府在营造了一个安全的投资环境，吸引了来自

英国、法国、挪威以及中国等国家的很多外资企业前来投资，油气资源和基础设施领

域达成了多项投资协议。 同时，库尔德地区的房地产和 ＩＴ 行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然而，库尔德问题在中东剧变中虽然被普遍忽视，但是“阿拉伯之春”对伊拉克库尔

德地区依然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苏莱曼尼亚和埃尔比勒的示威游行不仅对当地

经济和商业造成了破坏，而且也给外国投资者传递了消极的信号。 从这个方面来说，

库尔德地区爆发的“库尔德之春”政治风潮，完全不利于自身经济的发展。

３． 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现状与未来

目前来看，库尔德地方政府不仅是伊拉克宪法赋予了合法权力的政府，而且也是

伊拉克库尔德人未来进行自治和争取独立的合法政治依托。 伊拉克宪法第五章明确

规定，库尔德地区政府是伊拉克共和国联邦库尔德地区的管理当局。 库尔德地区政

府也公开宣称：“在前政权倒台后，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与周边邻居的合作，以和

平方式推动建设一个民主、多元和联邦的伊拉克，并且尽一切努力支持伊拉克的稳定

与和平，使其充分尊重公民的权利与意愿”。① 同时，库尔德地区政府还特别强调：

“伊拉克宪法明确划分了各省和联邦在其区域内的权利，依据宪法，库尔德地区政府

是库尔德斯坦地区的最高权力机构。 库尔德地区政府将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立场，

并将通过真诚的努力来解决与联邦政府之间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② 可见，库尔德

地区政府的目标不仅是要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取得高度自治的权力，而且还要

致力于建立一个符合自身民族利益的伊拉克联邦国家。

从安全角度来说，库尔德地区在 ２０１４ 年受到“伊斯兰国”组织攻击之前，是伊拉

克最安全的地区，因为这个地区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纷争不像其他地区那样激烈。

目前，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基尔库克（Ｋｉｒｋｕｋ）是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和中央政府

争夺的重要地区。 伊拉克中央政府一直坚持与库尔德地区政府共同享有基尔库克市

的管辖权，但这显然与库尔德人的愿望相悖。 所以，基尔库克问题始终是库尔德地区

政府与巴格达中央政府之间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而且很可能导致武装冲突。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１２ 日，在伊拉克军队与“伊斯兰国”组织的武装冲突中，库尔德武装力量趁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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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ｔ＝ ４０４，登陆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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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了基尔库克，并明确表示不会将其交还给伊拉克中央政府。

在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整体安全方面，号称为“自由斗士”（Ｐｅｒｓｈｍｅｒｇａ）的库尔

德武装力量发挥着重要而特殊的作用。 在库尔德地区，库尔德武装构成了地区的准

军事部队和警察力量。 这支武装力量并没有正式的伊拉克军队编制，他们只维护库

尔德人地区的安全。 如果任其发展，这种民兵性质的武装就有可能发展成为与黎巴

嫩真主党相似的武装力量。 客观地说，这种地区民兵武装的过度发展从长远来看是

违背伊拉克整体国家利益的。①因此，如何处理好库尔德地区武装力量与伊拉克军队

之间的关系，是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

伊拉克库尔德人大部分是逊尼派穆斯林，他们与伊拉克阿拉伯人有着种族上的

差异。 伊拉克库尔德人控制着伊拉克东北部的大片地区，也是主要产油区，这构成了

伊拉克库尔德人在伊拉克政府和“伊斯兰国”组织斗争中的一张“王牌”。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伊斯兰国”组织首次袭击了伊拉克库尔德人，美国空军协助库尔德武装给予了

还击，并计划在未来继续支持库尔德武装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武装行动。 在早先对

伊拉克库尔德人的袭击中，“伊斯兰国”组织甚至夺取了摩苏尔（Ｍｏｓｕｌ）等库尔德地

区的战略要地，某些城镇距离伊拉克库尔德斯坦首府埃尔比勒很近，但在美国军队和

其他国家的支援下，伊拉克库尔德武装最终将“伊斯兰国”组织赶出了摩苏尔，并夺

回了大部分领土。

在这次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配合打击“伊斯兰国”组织和给予摩苏尔地区受困民

众人道主义援助方面，伊拉克库尔德斯坦表现出众，这与伊拉克中央政府在打击“伊

斯兰国”组织行动中的无能形成了鲜明对比。 但这并不意味着库尔德斯坦的地方政

府比巴格达中央政府更加强大，而且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击退“伊斯兰国”组织之后会

对伊拉克库尔德人采取怎样的政策和态度，目前还不够明晰。

二、 中东社会转型与土耳其库尔德问题

在土耳其，库尔德人长期以来斗争的目的，就是要求土耳其政府能够承认其少数

民族身份，并获得更多的民族权利。 多年来，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政治抗争，已经从库

尔德工人党（ＰＫＫ）开展的暴力斗争和恐怖袭击，逐步转向政治参与的非暴力方式。

目前，土耳其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对库尔德的民族政策。 不过，库尔德问题依

·１４·

① Ｒｉｃｃａｒｄｏ Ｄｕｇｕｌｉｎ， “Ｔｈｅ Ｋｕｒｄｓ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Ｅｋｕｒｄ Ｄａｉｌｙ，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２，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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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土耳其政治改革面临加入欧盟检验时无法回避的障碍。

１． “阿拉伯之春”影响下的土耳其库尔德人

２０１３ 年，土耳其国内由于埃尔多安政府支持拆除伊斯坦布尔的加齐公园，并在

公园原先的位置兴建商业设施，以及在塔克西姆广场兴建清真寺等举动，引发了民众

的不满，结果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反政府示威游行。 实际上，加齐公园改建和清真寺

建设项目都属于伊斯坦布尔的市政建设问题，与“阿拉伯之春”政治风潮中其他国家

民众反对国家体制的斗争有着本质区别。 然而，土耳其国内爆发的民众反政府示威，

还是给土耳其库尔德人提供了一个进行抗争的机会。

随着“阿拉伯之春”政治风潮的发展，库尔德工人党也试图模仿这场政治风潮，

在库尔德人聚集的土耳其东南地区，发动一场土耳其的“库尔德之春”。 身在狱中的

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奥贾兰也对其支持者喊话：“库尔德人只有像迪亚巴克尔

（Ｄｉｙａｒｂａｋıｒ）的库尔德人一样街头，大声呼喊出自己要求的权利，这才算是自由。”①

随后，和平与民主党（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Ｐａｒｔｙ， ＢＤＰ）宣布，在土耳其东南地区开

始进行库尔德非暴力反抗运动。 结果，土耳其库尔德地区最大城市迪亚巴克尔首先

开始出现静坐和示威游行。 土耳其政府对此很快就作出了回应，部署了大批士兵来

驱散这场 ３，０００ 多人参加的未经批准的游行。 在此过程中，警察和游行者爆发了冲

突，示威者也试图用烟火袭击警员。②紧接着，土耳其东南地区的巴特曼（Ｂａｔｍａｎ）也

爆发了游行和冲突，游行示威活动很快就蔓延到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斯洛比、安塔

利亚、通杰利省、穆什、凡城和阿勒等地，大批游行示威者遭到逮捕。 此后，土耳其多

地的冲突都变成了警察与库尔德民众的暴力冲突。 奥贾兰甚至呼吁库尔德示威者进

行暴力叛乱。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中旬，土耳其军队打死了 ６ 名试图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

进入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成员。③ 这一事件再次引发了土耳其各地的大规模抗议

活动。 在这些抗议活动的影响下，和平与民主党在当年 ６ 月的选举中，赢得了将近

６．６％的支持率。 ２０１２ 年初，土耳其军队对锡尔纳克省（Ｓｉｒｎａｋ）进行了空袭④，大约有

３４～５０ 名库尔德平民在空袭中丧生。 这一事件导致库尔德人聚集的城市再次爆发

大规模游行。 在迪亚巴克尔，警察用警棍和催泪瓦斯驱散示威者，示威者则向警察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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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Ｎｏａｍ Ｃｈｏｍｓｋｙ， “Ｏｎ Ｋｕｒｄｓ Ａｒａｂ Ｓｐｒｉｎｇ，” Ｔｏｄａｙｓ Ｚａｍａｎ， Ｊｕｌｙ ２１， ２０１１．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Ｋｕｒｄｓ Ｌａｕｎｃｈ Ｐｒｏｔｅｓｔ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Ｒｉｇｈｔｓ，” Ｋｕｒｄ Ｎｅｔ， Ｍａｒｃｈ ２４， ２０１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ｋｕｒｄ．

ｎｅｔ ／ ｍｉｓｍａ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 ／ ｍｉｓｃ２０１１ ／ ３ ／ ｔｕｒｋｅｙ３１６３．ｈｔｍ．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Ｆｏｒｃｅｓ Ｋｉｌｌ １２ Ｋｕｒｄ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Ｃｒｏｓｓ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Ｉｒａｑ，”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Ｍａｙ １４， ２０１１．
“Ｃｏｎｃｅｒｎｓ Ｒａｉｓ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Ｏｂｓｃｕｒ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Ｕｌｕｄｅｒｅ Ｋｉｌｌｉｎｇｓ，” Ｔｏｄａｙｓ Ｚａｍａｎ，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１，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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掷石块和燃烧瓶。 ２ 月 １５ 日，在奥贾兰被捕 １３ 年之际，土耳其阿达纳（Ａｄａｎａ）等多

地爆发示威游行，要求释放奥贾兰。 在很多地区，示威者都和警察发生了冲突，警察

逮捕了大批示威者。 ３ 月中旬，在和平与民主党以及库尔德工人党的号召下，上千名

示威者挥舞着库尔德的旗帜在迪亚巴克尔举行集会。 警察出动了装甲车和直升飞机

占领了城市的交通要道，以阻止游行范围的进一步扩大，结果再次导致双方人员伤

亡。 ９ 月 １２ 日，在 １９８０ 年军事政变的纪念日，７０ 名库尔德囚犯进行了绝食抗议，要

求改善监狱环境，释放奥贾兰，并给予库尔德人更多的文化权利，包括教授库尔德语

和允许在法庭辩护中使用库尔德语。①

在“阿拉伯之春”政治风潮的影响下，土耳其库尔德人的抗争也取得了一定成

效。 ２０１３ 年初，土耳其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在法庭上有条件地使用库尔德语。

２ 月，埃尔多安政府宣布支持伊斯兰教的伊玛目用土耳其语、库尔德语或阿拉伯语讲

道。 埃尔多安政府的这一行动，得到了库尔德政治家和国际人权组织的赞赏。② ３

月，埃尔多安政府还和奥贾兰达成协议。 奥贾兰同意库尔德工人党停止武装暴力行

动，并逐步解散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

不过，库尔德人争取自治和独立的斗争在土耳其强势政府的打压下依然极其艰

难。 在“阿拉伯之春”政治风潮的影响下，土耳其库尔德人虽然举行了长时间大规模

的示威游行，甚至和警察爆发了武装冲突，但他们的民族权利诉求并没有充分实现。

埃尔多安政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对库尔德文化的限制，特别是放宽了对库尔

德语使用的限制，但距离库尔德人追求民族平等、自治乃至独立的目标还非常遥远。

２． 土耳其政府在库尔德问题上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作为长期存在的民族问题，库尔德问题既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给土耳其遗留下来

的历史问题，也是土耳其当前建立的政治发展模式中的一大缺憾。 面对“阿拉伯之

春”政治风潮后中东地区广泛出现的社会转型，土耳其政府在处理库尔德问题上既

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挑战。

在机遇方面，土耳其民族与库尔德民族在宗教信仰方面都信仰伊斯兰教，这是他

们之间最大的共性。 在世俗化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背景下，土耳其国内的穆斯林教

派冲突并不像其他中东伊斯兰国家那样激烈。 所以，土耳其民族和库尔德民族对伊

斯兰教的共同信仰，给土耳其政府解决库尔德问题带来了一线希望。 另外，还应该看

·３４·

①
②

Ｂｅｒｚａ Ｓｉｍｅｋ，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Ｈｕｎｇｅｒ⁃ｓｔｒｉｋｅｒｓ Ｆｉｇｈｔ ｆｏｒ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ｌｊａｚｅｅｒａ，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５， ２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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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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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土耳其库尔德人主要居住在经济发展落后的东南部地区，他们的生活条件极其艰

苦。 因此，在强调将宗教作为两个民族认同纽带的同时，如果土耳其政府能够积极促

进库尔德地区的经济发展，大力改善当地的民生，无疑将极大地缓解土耳其政府和库

尔德人在发展问题上的矛盾。

此外，国际社会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打击，也在某种程度上给土耳其政府解决

库尔德问题带来了新的机遇。 ２０１３ 年底和 ２０１４ 年初，“伊斯兰国”组织在中东地区

的扩张和恐怖主义行动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特别是“伊斯兰国”组织对伊拉克库尔

德自治区的攻击，更是触及到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利益。 为此，美国率先对伊拉

克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武装人员进行空中打击，其他西方国家也积极为遭受“伊

斯兰国”组织攻击的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与此同时，土耳其政府也派军队驻守

东南地区，保护土耳其库尔德人的安全，使其免受“伊斯兰国”组织的威胁。 土耳其

政府的这种做法，不仅能够保护土耳其库尔德人的生命安全，而且还能防止伊拉克库

尔德地区政府在打击“伊斯兰国”组织武装的过程中对土耳其库尔德地区进行渗透，

特别是能够抵御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民兵武装对土耳其库尔德人的影响。

从挑战方面来说，伊拉克自治政府的建立和叙利亚国内当前的内战，将对土耳其

政府处理库尔德问题带来影响。 在地理位置上，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地区与土耳其

东南部库尔德人聚集的地区接壤。 目前，伊拉克库尔德人已经实现了高度自治，成立

了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 这种情况毫无疑问会刺激土耳其库尔德人的分裂倾向。

２０１１ 年底，在“阿拉伯之春”政治风潮不断扩展的影响下，土耳其境内库尔德人的分

裂活动也愈演愈烈，最终促使土耳其政府派军队越界进入伊拉克北部地区，对驻扎在

那里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力量实施打击。 同时，叙利亚政府也曾为土耳其库尔德工

人党武装人员提供过庇护，甚至利用那些潜逃到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武装对土耳其

进行袭击，以扰乱土耳其的国内秩序，并积极支持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开展所谓“库尔

德之春”的政治运动，这些都大大增加了土耳其政府解决国内库尔德问题的难度。

此外能否处理好国内的库尔德问题，也是土耳其加入欧盟道路上的重要难关之

一。 长期以来，库尔德人生存状况一直是欧盟审查土耳其国内民主改革的重要标准，

进而成为欧盟在民族、民主、民生、军队和人权问题上批评土耳其国内政治改革进程

缓慢的依据。 客观地说，在整个中东社会都面临转型的今天，土耳其政府的库尔德政

策显然具有僵化保守的。 目前看来，如果土耳其政府不能够采用非暴力的合理途径

来解决其库尔德问题，那么土耳其库尔德人争取民族权利的“库尔德之春”政治运动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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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年复一年地出现，土耳其也许会永远徘徊在申请加入欧盟的道路上。

此外，土耳其政府对库尔德人采取的较为保守的民族政策，也使土耳其政府的库

尔德政策难以有较大的改进。 土耳其政府要想真正处理好库尔德问题，除了给予库

尔德人更多的自由和权利外，还应看到土耳其民族与库尔德民族之间的共性和共同

利益。 实际上，在土耳其库尔德人中，真正想要通过流血冲突达到政治目的的人并不

多。 因此，土耳其政府应该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民族矛盾。 另外，土耳其政府还应在

社会生活和文化教育中给予库尔德人更多的优惠政策，让他们尽快融入到土耳其社

会生活中，参与国家建设和政治发展。 只有这样，土耳其库尔德人问题才有望逐步得

到解决。

三、 中东社会转型与伊朗库尔德问题

伊朗的国家性质属于神权政治体制，政府对国内少数民族一贯采取歧视和压迫

政策，因此伊朗库尔德人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处境更为艰难。 然而，席卷整个中东地区

的“阿拉伯之春”政治风潮，也让伊朗库尔德人看到了希望。 在伊朗库尔德自由生活

党（Ｐａｒｔｙ ｏｆ Ｆｒｅｅ Ｌｉｆｅ ｏｆ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 Ｐａｒｔｉｙａ Ｊｉｙａｎａ Ａｚａｄ ａ Ｋｕｒｄｉｓｔａｎê， ＰＪＡＫ）的带领

下，伊朗库尔德人也开展了新一轮民族主义运动。

１． 伊朗库尔德自由生活党领导的抗争

库尔德自由生活党是伊朗库尔德人建立的一个政治和军事组织。 自 ２００４ 年以

来，这个党为争取伊朗库尔德人的政治和文化权利以及民族自决，已经和伊朗政府发

生过多次武装冲突。 目前，库尔德自由生活党是领导伊朗库尔德人进行民族主义抗

争的主要力量。

自由生活党与伊朗政府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在库尔德自由生活

党发起的攻击中，伊朗的库尔德省份萨南达季市（Ｓａｎａｎｄａｊ）的两名伊朗警员遇害，三

名警员受伤；４ 月，马里万市（Ｍａｒｉｖａｎ）附近的警察局也遭到袭击，并有 ４ 名边防军人

被打死，３ 人受伤。① 伊斯兰革命卫队立刻进行了反击，几天后就宣布萨南达季事件

的肇事者已被处决。 ６ 月中旬，伊朗军队越境对躲藏在伊拉克北部山区的伊朗库尔

德自由生活党武装人员发动大规模袭击。 在这次行动中，伊斯兰革命卫队打死了至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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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５ 名库尔德自由生活党成员，还捣毁了该组织设在伊朗西北部的总部。① ７ 月，库

尔德自由生活党又杀害了 ５ 名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士兵和 １ 名指挥官。 作为报复，伊

斯兰革命卫队几天后又击毙了 ３５ 名库尔德自由生活党武装人员，并逮捕了该党的一

些成员。② 此后，双方的冲突不断扩大，至少有 ５０ 多名库尔德自由生活党武装战斗

人员和 ８ 名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在冲突中丧生，上百名库尔德自由生活党武装人员

受伤，并造成该地区 ８００ 多人流离失所，３ 位平民在冲突中死亡。③ ７ 月底，库尔德自

由生活党的武装人员炸毁了伊朗和土耳其之间的天然气管道，伊朗军队为此又处决

了 ３ 名自由生活党的武装人员，还逮捕了 ４ 名宣称为该起事件负责的人员，其中至少

有一人拥有土耳其国籍。④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初，库尔德自由生活党领导人宣布他们准备与伊朗政府谈判，愿意

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库尔德问题。 他们承认，武装冲突并不能帮助库尔德人在伊朗

的政权下获得政治和文化权利。 与此同时，土耳其的库尔德工人党也呼吁伊朗政府

停止与库尔德自由生活党之间的武装冲突。 他们还告诫伊朗政府：“国际社会对中

东的安排旨在围攻伊朗。 目前他们正全神贯注于叙利亚问题。 叙利而亚问题一旦得

到解决，那么下一个目标就是伊朗。 而库尔德人并不想与伊朗发生矛盾，只有美国人

希望双方的冲突持续下去，因为这和他们希望同时削弱库尔德和伊朗的目标相吻

合”。⑤ 然而，伊朗政府还是拒绝了库尔德自由生活党武装的停火声明，并于 ９ 月袭

击了伊朗边境的库尔德自由生活党武装，打死了 ３０ 名武装人员，还打伤了 ４０ 名库尔

德自由生活党的武装人员。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伊朗驻伊拉克大使宣布与伊拉克中央政府以及伊拉克库尔德地区

政府达成协议，三方承诺将共同保持边境地区和平。 １０ 月，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

领导人在访问德黑兰时宣称，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已和伊朗库尔德自由生活党达

成了协议，库尔德自由生活党同意结束武装行动，愿意维持伊朗和伊拉克库尔德地区

政府之间的边境安全。⑦ 但到了 １２ 月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与库尔德自由生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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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 Ｉｒａｑ， Ｉｒａｎ Ｉｓｓｕｅ Ｂｏｒｄｅｒ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ａｆｔｅｒ Ｃｌａｓｈｅｓ，” Ｋｈａｌｅｅｊ Ｔｉｍｅｓ， Ｊｕｌｙ １９， ２０１１．
“ ＩＲＧＣ Ｋｉｌｌｓ ３５ ＰＪＡＫ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ｔｓ，” ＰｒｅｓｓＴＶ， Ｊｕｌｙ ２５， ２０１１．
Ａｇｅｎｃｅ Ｆｒａｎｃｅ Ｐｒｅｓｓｅ， “ Ｉｒａｎ Ｓｈｅ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Ｋｕｒｄ 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ｓｔ Ｒｅｂｅｌｓ Ｄｉｓｐｌａｃｅｓ ｏｖｅｒ ２００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Ｓｔａｒ， Ａｕｇｕｓｔ ３， ２０１１．
Ｒａｍｉｎ Ｍｏｓｔａｆａｖｉ ａｎｄ Ｊｏｎ Ｈｅｍｍｉｎｇ， “ Ｉｒａｎ Ｋｉｌｌｓ， Ａｒｒｅｓｔｓ Ｐｅｏｐｌｅ Ｌｉｎｋｅｄ ｔｏ Ｇａｓ Ｐｉｐｅｌｉｎｅ Ｂｌａｓｔ，”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１， ２０１１．
Ｋａｄｒｉ Ｇüｒｓｅｌ， “Ｗｈｙ Ｗｏｕｌｄ Ｉｒａｎ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Ｋａｒａｙıｌａｎ？”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５， ２０１１．
“ Ｉｒａｎ Ｒｅｊｅｃｔｓ ＰＪＡＫｓ Ｃｅａｓｅ⁃ｆｉｒｅ，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Ｔｈｅ Ｊｅｒｕｓａｌｅｍ Ｐｏｓ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６， ２０１４．
“Ｓａｆｅｒ Ｂｏｒｄｅｒ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ＰＪＡＫ⁃Ｂａｒｚａｎｉ，” Ａｓｗａｔ ａｌ⁃Ｉｒａｑ，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９，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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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在伊朗西北部城市巴内（Ｂａｎｅｈ）再次发生冲突。 库尔德自由生活党宣称，他们

遭到了伊朗政府军的袭击①，政府军违反了双方之间的停火协议。 ２０１２ 年初，伊朗库

尔德自由生活党武装开始在边境地区重新修建防御阵地。 ４ 月底，伊朗政府军和库

尔德自由生活党武装在伊朗科尔曼沙赫（Ｋｅｒｍａｎｓｈａｈ）省的帕韦（Ｐａｖｅｈ）市再次爆发

武装冲突，４ 名伊斯兰革命卫队士兵丧生，另有 ４ 人受伤。② 这次冲突之后，伊朗军队

和库尔德自由生活党武装之间的冲突有所缓解，但小规模的摩擦依然不断。 ２０１３ 年

初，库尔德自由生活党武装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在伊朗与土耳其交界处的库

尔德人居住区发生冲突。③ 直到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双方之间的冲突依然时断时续。

２０１３ 年底和 ２０１４ 年初“伊斯兰国”组织的出现所带来的新的威胁，才使得库尔德自

由生活党武装和伊朗军队的冲突告一段落。 “伊斯兰国”组织攻击的范围不断扩大，

不仅威胁到库尔德人而且还威胁到什叶派居民的安全，伊朗政府决定向伊拉克的库

尔德武装提供军事援助，以阻止“伊斯兰国”组织的进攻。

２． 伊朗库尔德问题难以解决的根本原因

在中东地区广泛开展的库尔德民族运动中，伊朗库尔德人的抗争道路显得尤为

艰难。 库尔德人与政府军队之间的武装冲突不仅给自己带来了重大的人员伤亡，而

且也不利于提高原本就十分落后的经济水平和改善民众的生活。 综观伊朗库尔德民

族运动的发展进程，至少有以下几个因素是导致库尔德问题难以解决的根源。

首先，伊朗对其境内的库尔德人长期实施歧视政策，使得库尔德人难以取得平等

的民族权利。 库尔德人作为伊朗的一个少数民族，一直处于伊朗政府的歧视政策之

下。 近年来，伊朗库尔德人曾努力尝试通过选举等和平方式来参与伊朗政治，但伊朗

政府并没有因此改变对伊朗库尔德民族的歧视。 在伊朗国内，对少数民族，特别是库

尔德人的歧视不仅表现在社会地位和政治参与方面，而且还表现在经济发展方面。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后，尽管伊拉克库尔德地区实现了自治，土耳其政府也开始在一

定程度上放宽对库尔德人的民族政策，但伊朗政府中的政治家、军官和宗教人士依然

没有对改善伊朗库尔德人的生活做出任何承诺，更没有考虑放弃对少数民族的歧视

政策。 这种长期的不公平待遇是导致伊朗库尔德民族运动坚持不懈，并受采取武装

斗争方式的原因和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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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ＪＡＫ Ｓａｙｓ Ｉｒａｎ Ｈａｓ Ｖｉｏｌａｔｅｄ Ｃｅａｓｅｆｉｒｅ，” Ｐａｙｖａｎｄ，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４， ２０１２．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ＰＪＡＫ Ｒｅｂｅｌｓ Ｋｉｌｌ Ｆｏｕｒ Ｉｒａｎｓ Ｅｌｉｔ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ｒｙ Ｇｕａｒｄｓ，” Ｋｕｒｄ Ｎｅｔ， Ａｐｒｉｌ ２５， ２０１２．
Ｗｌａｄｉｍｏｒ ｖａｎ Ｗｉｌｇｅｎｂｕｒｇ， “ Ｉｒａｎｉａｎ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Ｌｉｎｋｅｄ ｔｏ Ｔｕｒｋｅｙ， Ｓｙｒｉａ，” 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 Ｊｕｎｅ １４，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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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伊朗的神权政治体制加大了解决库尔德问题的难度。 作为一个神权政治

体制的国家，伊朗的什叶派高层教士掌管着国家的政治权力。 因此，伊朗的库尔德问

题，不仅是一个民族问题，而且也是民主和宗教问题。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伊朗作为

中东的伊斯兰什叶派大国，一直致力于建立“什叶派新月带”并抗衡逊尼派为主的海

湾国家。 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政府试图利用库尔德问题来控制伊拉克和牵制叙利亚，

必要时还可以利用库尔德问题调整自己和土耳其的关系。 此外，神权政治体制下的

伊朗也难以实现所谓的民主，这也使得伊朗库尔德人无法通过和平的途径表达他们

的政治诉求，从而造成冲突难以避免。 另外，伊朗神权政治体制的约束和封闭，也使

得外部力量难以介入。 无论来自东西方的外部大国还是高度自治的伊拉克库尔德地

区，都难以在伊朗的库尔德问题上施展自己的影响力。

最后，伊朗少数民族众多，但力量普遍薄弱，而且相互之间的利益诉求和奋斗目

标存在很大差异，难以联合起来共同向波斯人占主导地位的统治阶层争取少数民族

权利。 在伊朗，不仅有库尔德民族，还有阿拉伯、土耳其、阿塞拜疆、巴拉奇斯、卡什

加、亚述、亚美尼亚和切尔克斯等其他少数民族。 这些民族的状况与库尔德人大致相

似，都遭受着伊朗神权政体的歧视和压制。 不仅如此，这些少数民族内部还存在着教

派冲突，因而他们之间的团结几乎不可能实现。

不过，伊朗政府最近支持伊拉克库尔德人打击“伊斯兰国”组织的行动，也让伊

朗国内的库尔德人看到了一线改善民族地位的希望。 但要注意的是，伊朗政府对伊

拉克库尔德人的支持，只是希望阻止“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对与之相邻的伊朗库尔德

地区发动攻击，从而使得本来就很复杂的伊朗库尔德问题更加恶化。 同时，伊朗的库

尔德人也看到，伊拉克库尔德人虽然生活在一个相对独立但极为脆弱的自治区中，他

们既要应对来自外部武装势力的攻击，还要面对充满敌意的逊尼派和本性多疑的什

叶派之间的纷争。 因此从这一点来说，伊朗库尔德人目前还是更愿意留在伊朗境内

相对安宁和稳定的库尔德地区。

四、 中东社会转型与叙利亚库尔德问题

在叙利亚，库尔德人约占总人口的 ９％ ～ １５％。 在“阿拉伯之春”的影响下，叙利

亚反对派与政府的冲突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库尔德人最终也不得不卷入其

中。 作为少数民族，库尔德人长期以来在叙利亚政府的歧视政策下不仅被剥夺了基

本的公民权利，而且还丧失了他们的文化、经济、和社会权利。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当“阿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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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之春”最初波及到叙利亚时，阿萨德政府决定给予部分库尔德人叙利亚公民身

份，以分化那些潜在的库尔德反对派。 然而，当叙利亚内战爆发后，叙利亚库尔德人

已不再满足于叙利亚公民的身份，而是希望取得自治，甚至成为独立的库尔德国家。

１． 叙利亚内战中的库尔德人

库尔德人卷入叙利亚内战，始于 ２０１２ 年底开始的艾因角（Ｒａｓ ａｌ⁃Ａｙｎ）战役。

２０１２ 年底，叙利亚自由军和政府军在库尔德人居住的艾因角发生交火，库尔德人民

保卫组织（Ｋｕｒｄｉｓｈ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Ｕｎｉｔｓ， ＹＰＧ）趁乱占领了当地政府军的一些安

全设施和行政管理部门。 结果，叙利亚自由军在交火中取得优势后，又转而攻打库尔

德民主党联盟（Ｋｕｒｄｉｓｈ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Ｕｎｉｏｎ Ｐａｒｔｙ， ＰＹＤ）设在艾因角地区的一处检查

站，并打死了库尔德民主党联盟的 １ 名成员，双方因此发生冲突，库尔德人也因此正

式卷入叙利亚内战。 ２０１２ 年底，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和库尔德人之间达成停火协议，

但 ２０１３ 年初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再次从土耳其越境攻打艾因角的库尔德人，双方再次

爆发激烈冲突。 直到 ２ 月底，双方才实现停火。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在经历了短暂的停火后，库尔德人民保卫组织又和叙利亚反对派

武装“胜利阵线”（ａｌ⁃Ｎｕｓｒａ Ｆｒｏｎｔ）发生冲突。 最终，库尔德人民保卫组织占领了“支

持阵线”总部①，并驱逐了这个地区的圣战分子，占领了土叙边界地区，从伊斯兰主义

者手中夺取了一些重要据点。 ８ 月底，伊斯兰主义者和库尔德武装为夺取位于伊拉

克和叙利亚边境上的小镇再次交火。 ９ 月底，叙利亚自由军又对位于土叙边境上的

叙利亚库尔德人居住的小镇发动了袭击。②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库尔德人民保卫组织基本控制了叙利亚与伊拉克之间的边境地

区，并打败了“伊斯兰国”组织武装，占领了叙利亚境内的重要产油区哈赛克（Ｈａｓａ⁃

ｋａｈ）。 １１ 月初，叙利亚的库尔德武装为巩固对哈赛克的控制，再次发动攻击，迫使圣

战分子离开了艾因角，并在后来与“伊斯兰国”组织和“支持阵线”等反政府武装的冲

突中占领了两个村庄。③ １１ 月中旬，在控制了大约 ４０ 个城镇后，库尔德民主党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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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ｈａｌｅｄ Ｙａｃｏｕｂ Ｏｗｅｉｓ， “Ａｒａｂｓ Ｂａｔｔｌ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Ｋｕｒｄｓ ａｓ Ａｓｓａｄｓ Ｆｏｅｓ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７，
２０１３．

“Ｔｈｕｒｓｄａｙ ７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３，”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Ｋｕｒｄｓ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８，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ｓｕｐｐｏｒｔｋｕｒｄｓ． ｏｒｇ ／
ｎｅｗｓ ／ ｔｈｕｒｓｄａｙ⁃７⁃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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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成立一个自治的过渡政府来管理库尔德人控制的叙利亚东北部地区。① １２ 月

底，库尔德人民保卫组织攻占了位于哈赛克和卡米什利（Ｑａｍｉｓｈｌｉ）之间伊斯兰“圣

战”分子的占领区，但在 ２０１４ 年初与伊斯兰主义者的冲突中又失去了对该地区的控

制权。②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底，伊斯兰“圣战”分子武装对哈赛克地区库尔德人民保卫组织

控制下的城镇发动袭击，但遭到了来自库尔德人的强烈抵抗，结果有 ２３ 名伊斯兰

“圣战”分子在冲突中被打死，库尔德人民保卫组织还缴获了一辆坦克。 ２ 月伊始，库

尔德人民保卫组织对“伊斯兰国”组织在泰勒艾卜耶德（Ｔｅｌｌ Ａｂｙａｄ）的基地发动攻

击，打死了 ８ 名“伊斯兰国”组织武装人员，其中包括 １ 名指挥官。 此后，库尔德人民

保卫组织与“伊斯兰国”组织爆发了多次武装冲突，但大多以库尔德人民保卫组织的

胜利告终。 ２ 月底，库尔德人民保卫组织宣布暂停在叙利亚库尔德地区的军事活动，

除非遭到外来敌对武装对该地区的军事攻击。 就在声明发表的第二天，“伊斯兰国”

组织便发动了攻击，但很快被库尔德人民保卫组织击退。 整个 ３ 月份，“伊斯兰国”

组织对库尔德人民保卫组织实施了大规模报复性打击，双方虽均有伤亡，但库尔德人

民保卫组织在冲突中始终占据上风。 不过，在“伊斯兰国”组织和库尔德人民保卫组

织多次交火的泰勒艾卜耶德西边的农村地带，大批不堪忍受战火的库尔德平民都迁

移到土叙边境。③ 与此同时，库尔德人民保卫组织也对“伊斯兰国”组织占领的地区

发动大规模攻击。 库尔德人民保卫组织还联合“幼发拉底河伊斯兰解放阵线” （Ｅｕ⁃

ｐｈｒａｔｅｓ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ｎｔ），共同抗击艾因阿拉伯（Ａｇｎ ａｌ⁃Ａｒａｂ）地区的“伊斯兰

国”组织武装。④ ５ 月底，“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勒颇（Ａｌｅｐｐｏ）绑架了 １９３ 名年龄在

１７～７０岁之间的库尔德平民⑤，还有 １８６ 名库尔德学生。⑥ ７ 月初，“伊斯兰国”组织武

装利用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军手中缴获的先进武器，攻打位于艾因阿拉伯地区

的多个村落，迫使库尔德人民保卫组织从该地区的部分村庄撤离。⑦ ７ 月中旬，叙利

·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Ｈａｌｌ， “Ｓｙｒｉａｓ Ｋｕｒｄｓ Ｍｏｖｅ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ｗｉｔｈ Ａｎｎｏｕ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２， ２０１３．

Ｔｏｍ Ｐｅｒｒｙ， “Ｓｙｒｉａｎ Ｋｕｒｄｓ Ｔａｋｅ Ｔｏｗｎ ｆｒｏｍ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ｓ： Ｗａｔｃｈｄｏｇ，”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２， ２０１４．
“Ｖｉｏｌｅｎｔ Ｃｌａｓｈ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ＹＰＧ Ｔａｋｉｎｇ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Ｒａｑｑａ，” Ｓｙｒｉａ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ｏｒｙ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Ｍａｙ １０， ２０１４．
“Ａ Ｎｅｗ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ａｎｄ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ｙｒｉａ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Ｋｕｒｄｓ ａｎｄ Ｒｅｂｅｌｓ，” Ｔｈｅ Ａｒａｂ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Ｍａｙ １， ２０１４．
“Ｎｅａｒｌｙ ２００ Ｋｕｒｄｓ Ｋｉｄｎａｐｐｅｄ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ＩＯＬ Ｎｅｗｓ， Ｍａｙ ３０，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ｉｏｌ．ｃｏ．ｚａ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ｎｅａｒｌｙ⁃２００⁃ｋｕｒｄｓ⁃ｋｉｄｎａｐｐｅｄ⁃ｉｎ⁃ｓｙｒｉａ⁃１．１６９６７０７＃．ＶＢｘｐｒ＿ｍＳｙ９Ｊ．
Ｊａｍｅｓ Ｈａｒｋｉｎ， “Ｕｐ ｔｏ １８６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Ｋｉｄｎａｐｐｅｄ ｂｙ ＩＳＩ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ｙｒｉａ，”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Ｊｕｎｅ

２６， ２０１４．
“ ＩＳＩＳ Ｓｔｅｐｓ ｕｐ Ａｓｓａｕｌｔ ｏｎ Ｋｕｒｄｓ ｉｎ Ｓｙｒｉａｓ Ｎｏｒｔｈ，” Ｔｈｅ Ｄａｉｌｙ Ｓｔａｒ， Ｊｕｌｙ １１， ２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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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库尔德民主党联盟向中东地区所有库尔德人呼吁，请求支援他们保卫艾因阿拉伯

的军事行动。 闻讯后，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武装立刻开赴叙利亚，支援库尔德人民保

卫组织守卫他们的重要战略据点。 在这次冲突中，“伊斯兰国”组织虽然一度占领了

１０ 个城镇，但库尔德人最终还是在月底击退了“伊斯兰国”组织对艾因阿拉伯地区的

攻击①，并在冲突中打死了 ６８５ 名“伊斯兰国”组织武装人员。② 然而，９ 月中旬“伊斯

兰国”组织再次动用坦克和火箭炮向艾因阿拉伯地区发动进攻，并于 １７ 日占领了 ２１

个库尔德人控制的村庄，整个地区也陷入了“伊斯兰国”组织武装的包围之中。③ 目

前，叙利亚的内战仍在继续，其冲突范围早已不限于政府军和反对派之间，各反对派

之间的冲突也同样激烈。 ２０１３ 年底以来，“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的出现，特别是

“伊斯兰国”组织与库尔德人之间的冲突，更是加剧了叙利亚和整个中东地区库尔德

问题的复杂化。

２． 叙利亚库尔德民族运动面临的机遇

“阿拉伯之春”政治风潮波及叙利亚之初，叙利亚库尔德人起先也是走上街头，

通过游行示威的方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但是，随着叙利亚内战的爆发，叙利亚库

尔德人也建立了自己的武装。 他们在维护叙利亚库尔德地区安全的同时，也希望通

过这场内战来实现库尔德地区自治甚至独立。 目前，叙利亚库尔德人虽然面临新的

机遇，但同样也必须面对各种挑战。

首先，叙利亚国内各派力量分散，而且相对独立。 叙利亚国内虽然反对派组织众

多，但各自的力量都较为薄弱，而且相互之间并不团结，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对派联

盟既不能完全战胜叙利亚政府军，也不能完全控制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原因。 目前，

叙利亚国内内战中有四大交战方，即叙利亚政府、反对派、库尔德人和“伊斯兰国”组

织。 其中，叙利亚政府军受到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社会民族党（Ｓｙｒｉａ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巴勒斯坦解放武装（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ｍｙ）和阿拉伯民主党（Ａｒａｂ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Ｐａｒｔｙ）的支持，并得到来自俄罗斯、朝鲜、伊拉克和委内瑞拉的军事支持；

组成反对派的军事力量主要是“叙利亚自由军”与“伊斯兰阵线” （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Ｆｒｏｎｔ）、

“支持阵线”和叙利亚穆兄会等，他们接受来自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土耳其、美国、利

·１５·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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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ｏｋａｂ Ｆａｒｓｈｏｒｉ， “ Ｉｎ Ｍａｊｏｒ Ａｓｓａｕｌｔ， ＩＳ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Ｓｅｉｚｅ Ｋｕｒｄｉｓｈ 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ＶＯＡ，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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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英国和法国的军事援助；构成叙利亚库尔德人军事力量的主要是库尔德人民保

卫组织与库尔德联盟党，再加上其他一些少数民族的军事武装，他们得到伊拉克库尔

德地区政府和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的军事支持。 从叙利亚内战各方的组成不难看

出，正是由于各方之间存在的矛盾，才使得叙利亚库尔德人有可能获得自治。

另外，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与“伊斯兰国”组织之间的冲突会给叙利亚库尔德人未

来的发展造成两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叙利亚库尔德人在与“伊斯兰国”组织的武装

冲突中彰显了自己实力，并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自己的战斗力，同时还扩大了叙利亚

库尔德人控制的区域，这些都为今后叙利亚库尔德人实现自治打下了基础。 但另一

方面，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与“伊斯兰国”组织的武力冲突，也会对叙利亚库尔德人武

装力量造成消耗，影响库尔德人在叙利亚未来政治进程中与众多政治派别抗衡的实

力。 因此，叙利亚库尔德人在当前与“伊斯兰国”组织的冲突中，应该充分利用外来

力量的支援，特别是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和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的支持。

叙利亚内战给国内的各派政治势力都带来了一线希望。 不过，他们面临挑战也

是显而易见的。 在叙利亚国内的冲突中，既包含了宗教派别之间的矛盾，也包含了民

族之间的冲突。 在宗教派别方面，作为什叶派分支的阿拉维派领导的少数派政府和

逊尼派为主的反对派之间的冲突，是当前矛盾的主要方面。 与此同时，叙利亚库尔德

人与叙利亚占主体的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是矛盾的次要方面。 因此，对于叙利亚的

库尔德人来说，他们最低限度的要求，就是获得作为一个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 对于

他们最理想的目标，就是实现自治，而不是参与整个叙利亚国家的权力分配。

五、 对“库尔德之春”民族运动的评价

在“阿拉伯之春”政治风潮影响下，库尔德人为争取民族权利和自治发起的“库

尔德之春”（Ｋｕｒｄｉｓｈ Ｓｐｒｉｎｇ）与“阿拉伯之春”，存在多方面的区别。

首先，库尔德民族运动的政治目标和“阿拉伯之春”政治风潮中民众的政治诉求

有所不同。 库尔德民族运动的政治目标，首先是要获得政府的公正待遇，享受自己作

为一个少数民族或国家公民的正当权利。 在此基础上，其进一步的政治目标是在自

己所在的国家实现区域自治，而不是要推翻当前的政府。 而“阿拉伯之春”政治风潮

中的民众，则要推翻现政权，建立一个新的政权来满足自己的政治诉求。

其次，“库尔德之春”与“阿拉伯之春”的背景也不相同。 库尔德人争取民族权

利、区域自治甚至独立的运动，已经有了漫长的历史，几乎可以追溯到 １９１６ 年英法签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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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的《赛克斯—皮科协定》（Ｓｙｋｅｓ⁃Ｐｉｃｏ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 而“阿拉伯之春”政治风潮只是

２０１０ 年底才开始在中东阿拉伯国家中蔓延。 从这一点来说，库尔德人开展的民族运

动并不是突发的，它是库尔德人民族运动的新一次浪潮。 而“阿拉伯之春”政治风潮

是一场突发性的、始料未及的运动。

再次，库尔德民族运动与“阿拉伯之春”政治风潮在性质上也存在差异。 从它们

各自的政治诉求来看，库尔德人的政治诉求是国家对其公民基本权利的认可和保障，

而“阿拉伯之春”的政治诉求则主要是民主和民生。 因此，简单地说，库尔德民族运

动的性质是库尔德民族主义背景下的民族民主运动，而“阿拉伯之春”政治风潮则是

以发展民主、改善民生为目标的社会运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像“阿拉伯之春”政治风潮产生的影响一样，“伊斯兰国”组

织的出现也给库尔德民族民主运动带来了新的转机。 不过，库尔德民族运动的结果

还难以预测。 就像所谓的“阿拉伯之春”演变成“阿拉伯之冬” （Ａｒａｂ Ｗｉｎｔｅｒ）一样，

库尔德人的民族民主运动也可能由“春”转“冬”。 为此，有些媒体使用了“库尔德觉

醒”（Ｋｕｒｄｉｓｈ Ａｗａｋｅｎｉｎｇ）来代替“库尔德之春”。 然而，由于库尔德人长期以来几乎

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民族民主运动，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建立所谓“库尔德斯坦”独

立国家的梦想，因此用“觉醒”来形容这次民族运动并不合适，而且也不全面。 笔者

认为，用“库尔德民族民主运动新浪潮”，能够更加贴切地描述这次库尔德运动的特

点。 不过，无论如何表述，都是要说明中东库尔德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中东社会转型带

来的机遇，而且希望利用中东社会转型的机会来实现自己多年的政治目标。

六、 结　 语

在伊拉克、土耳其、伊朗和叙利亚，库尔德问题从这些国家建立伊始就已存在。

尽管经过漫长的抗争，库尔德人在有的国家取得了自治，在有的国家获得了公民身

份，在有的国家实现了作为少数民族的基本权益，但中东库尔德问题的总体状况依然

不容乐观。

１． 作为整体的库尔德人与库尔德问题

库尔德民族是中东地区最大的、没有自己国家的民族。 库尔德人虽然是分散在

四个不同国家的少数民族，但这四个国家相互接壤，而库尔德人就生活这些国家相互

接壤的地区。 这个地区在历史上被称为库尔德斯坦地区。 由于历史和宗教派别原

因，再加上各国中央政府担心库尔德人联合独立，因而库尔德人在这些国家长期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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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各种歧视，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长期无法改善。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美国军队在伊拉克库尔德人协助下推翻萨达姆政

权，伊拉克库尔德人也因此获得了发展的机会。 美国从伊拉克从撤军后，库尔德人在

伊拉克北部库尔德人聚居区建立起了高度自治的政府。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他国

家的库尔德人运动提供了范例，使库尔德民族运动的发展有了较为明确和现实的

目标。

２０１０ 年底爆发的“阿拉伯之春”政治风潮，再次激发了库尔德人的民主与民族意

识。 他们开展的所谓“库尔德之春”的民族民主运动，也变成了“阿拉伯之春”的一个

重要副产品。 在和“伊斯兰国”组织的武装冲突过程中，伊拉克和叙利亚库尔德武装

付出了重大代价，他们之间有多次相互配合。 不仅如此，土耳其库尔德工人党还派遣

武装人员进入叙利亚，协助叙利亚库尔德人抗击“伊斯兰国”组织武装的攻击。 另

外，伊朗政府也为伊拉克库尔德武装抗击“伊斯兰国”组织提供了武器援助，这在一

定程度上也缓解了伊朗政府和库尔德人的矛盾。

２． 库尔德人的梦想与现实

在当前中东地区的政治转型过程中，库尔德人虽然广泛开展了民族民主运动，而

且始终没有放弃建立所谓“库尔德斯坦国”的梦想，但在目前中东社会的转型过程

中，这个梦想还是难以实现。

目前，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中东库尔德人，已经不再追求脱离自己所在的国

家，实现独立或是联合起来建立库尔德政权，而是更加确切地要求在所在国家的库尔

德地区实行自治。 这种政治目标显然比较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 就中东地区整体的

库尔德问题而言，最重要的现实就是各国库尔德运动发展所处的阶段不同。 在伊拉

克，库尔德人已经实现了比较稳定的自治。 叙利亚内战虽然给库尔德人带来了自治

的可能，但目前依然希望渺茫。 在土耳其，库尔德人虽然获得了一定的民族权利，但

土耳其政府基本不可能接受其领土内的库尔德人自治。 土耳其政府正在与库尔德人

的和平与民主党接触，试图通过制定新宪法给予库尔德人更多权利。 尽管土耳其政

府为了加入欧盟愿意在库尔德问题上妥协，但绝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做出牺牲。 在伊

朗，政府目前甚至还没有完全消除对库尔德人的歧视政策。 在伊朗神权政治体制下，

库尔德人与其他少数民族的生存状况并没有太大差异。

在库尔德运动中，缺乏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量是另一个重要的现实。 土耳其的

库尔德工人党虽然在中东地区的库尔德人中有较大的影响力，但由于其行为较为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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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很多国家政府都把库尔德工人党定性为恐怖组织。 另外，库尔德工人党也不像伊

拉克的库尔德政党那样有自己的合法政权。 库尔德工人党的成员主要来自土耳其，

他们在叙利亚的分支称为库尔德民主联盟，在伊朗的分支叫做库尔德自由生活党。

库尔德工人党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影响力则极为有限。 相比之下，伊拉克的库尔德

地区虽然已经建立了合法的自治政府，但却不可能担负起建立整个中东库尔德地区

自治甚至独立的任务。 因为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不仅与周边国家政府的关系错综

复杂，而且还要面对来自其他国家库尔德领导集团之间的权力之争。 因此，内部的权

力争夺很可能导致库尔德工人党和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政府之间的武装冲突。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正是在实现自治甚至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国”梦想的推

动下，中东库尔德运动才得以不断发展。 在中东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库尔德人现在更

加看重的是公平、民主以及与其民族地位平等的民族权利。 无论什么样的中央政权，

只要给予库尔德人平等的国家公民的身份、地位和相应的权利，其国内的库尔德问题

就会有所缓解。 但同时应指出的是，库尔德人的政治梦想在本质上是库尔德民族主

义。 在库尔德民族主义的驱动下，伊拉克库尔德人会更加向往像南苏丹一样获得独

立，叙利亚库尔德人则会努力追求伊拉克库尔德人已经获得的自治。

（责任编辑： 钮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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