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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利亚内战中的外籍武装人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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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叙利亚内战爆发至今，全世界多个国家的两万多名外籍武装人员参加了这

场内战。 从现实影响来看，外籍武装人员的参与，不但导致了这场内战冲突加剧和久拖

不决，而且还助长了内战中形成的极端组织的扩张和蔓延。 从潜在威胁来看，这些在叙

利亚内战中接受极端主义思想观念并参加暴力武装冲突的外籍人员回国后，将成为未

来恐怖主义威胁的潜在根源。 从 ２０１５ 和 ２０１６ 年法国等国出现的大规模恐怖主义袭击

事件中，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潜在恐怖主义威胁的端倪。 相关国家针对这种潜在威胁所

采取的防范措施，目前还难见成效。

关 键 词： 叙利亚内战；外籍武装人员；恐怖主义威胁；极端主义

作者简介： 汪波，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 ２０００８３）。

文章编号： １６７３－５１６１（２０１６）０５－００５０－１５　 　 中图分类号： Ｄ８１５　 　 文献标识码： Ａ

自 ２０１１ 年叙利亚内战爆发以来，至今已 ５ 年有余。 目前交战各方虽然经历数次

短暂停火，但最终解决冲突似乎依然遥遥无期。 在造成叙利亚内战久拖不决的诸多

原因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叙利亚国内冲突与地区矛盾相互交织，并伴以大国的直接

干预。 在地区层面，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与反政府势力的冲突，实际上已转化为中东

地区分别以伊朗和沙特所代表的什叶派与逊尼派势力的冲突。 在大国干预方面，除
叙利亚周边大国外，美国、俄罗斯和北约都已直接参与其中。 除上述因素外，还有一

个同样受到广泛关注的因素，即赴叙利亚参加内战的各国外籍武装人员。 这些外籍

人员作为叙利亚内战中的有生力量，不仅加剧了战争的激烈程度，其中很多人还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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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在叙利亚内战中兴起的极端组织，发动大量恐怖主义行动，并将恐怖主义的攻

击范围扩大到叙利亚以外的地区，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构成了长期的潜在威胁。
对于参与叙利亚内战的外籍武装人员，国际社会虽然早已有所关注，但对其深入研

究的成果仍不多见。 本文旨在通过对叙利亚内战中外籍武装人员的分析，深入系统

研究这些人员的来源、动机、危害和防范等一系列问题。

一、 叙利亚内战外籍武装人员概况

叙利亚内战爆发之初，反政府的各派武装中就有来自多个国家的大批外籍武装

人员。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美国国家情报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局长

克拉佩（Ｊａｍｅｓ Ｃｌａｐｐｅｒ）表示，至少有来自约 ５０ 个国家的 ７，０００ 多名武装人员参与了

叙利亚内战，①其中既有参与较为温和的反政府组织的武装人员，也有直接加入极端

组织的武装人员。 此后，２０１４ 年 ６ 月底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建国”行为，吸引了

更多外籍武装人员的参与，从而使叙利亚内战中的外籍武装人数大幅增加。 据估

计，目前在叙利亚内战中，反政府方面的非本国公民或侨民武装人员的数量已超过

１２，０００ 人。②

自 ２０１１ 年底以来，进入叙利亚参战的外籍人员总数虽然时多时少，但大体上仍

保持稳定。 只是在 ２０１４ 年初，由于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之间相互混战，使外籍武装人

员的数量曾一度减少。 对于叙利亚内战外籍武装人员的具体来源和人数，相关国家

也在公开或私下场合对其国内公民或侨民前往叙利亚参与武装冲突的情况提供过

一些官方表述，但具体人数等信息主要还是基于社会媒体、社区信息或相关人员实

地调查所获得的资料。 相关数据不可避免地会低估这些外籍武装人员的数量。 首

先，赴叙利亚的外籍武装人员大多会对自己的行动保密，以便通过秘密渠道进入叙

利亚。 即使进入叙利亚以后，他们往往也会隐瞒自己的身份。 同时，外籍武装人员

在叙利亚参与的组织和团体，一般也不会保留这些外籍人员的详细信息。 其次，很
多外籍人员都是在战场上被打死后，其家人才得知他们前往叙利亚的信息，因为部

分武装人员会在生前委托某位朋友在自己战死后打电话通知家人。 叙利亚当地接

受外籍武装人员的组织和团体也会在他们的网站、脸书等社交媒体上公布其成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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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亡信息。 部分国家虽然承认有公民或侨民前往叙利亚，但并不掌握确切人数，或
不愿意透露具体信息。 最后，部分国家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已有国民前往叙利亚，直
到媒体报道后才得知有关信息。 有资料指出，前往叙利亚的武装人员来源国总共达

８３ 个国家之多。① 其中，只有 ２５ 个国家官方发表过本国前往叙利亚的武装人员数

量。 当然，这些数字一直处于变化中。
据统计，叙利亚内战中外籍武装人员的人数有 １２，０００ 多人，但统计范围仅限于

叙利亚反政府武装人员。 在政府军方面，同样有一批外籍武装人员在协助阿萨德政

权作战，这批外籍人员主要来自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真主党，人数约有 ７，０００ 多

人。② 因此可以合理地推测，在叙利亚的 ５ 年内战中，至少有近 ２０，０００ 名外籍人员

进入叙利亚境内参战。 这些武装人员除绝大多数来自西亚和北非地区的阿拉伯国

家外，其来源国遍及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 其中，来自欧洲国家的外籍人

员数量惊人。 据欧盟反恐协调人戴科乔夫（Ｇｉｌｌｅｓ ｄｅ Ｋｅｒｃｈｏｖｅ）２０１４ 年 ４ 月的估算，
欧盟 ２８ 个成员国中至少有 ２，０００ 多人前往叙利亚。 甚至有媒体认为，来自欧盟国家

的人数应为 ３，０００ 人。③

从已知的前往叙利亚的外籍人员的情况来看，其年龄主要集中在 １８ 到 ２９ 岁；部
分人员年龄在 １５ 到 １７ 岁之间，３０ 岁以上年龄的只占少数。 这表明，叙利亚内战中

外籍武装人员的平均年龄要低于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期前往阿富汗参加所谓“圣战”
的外籍人员，他们当时的平均年龄在 ２５ 到 ３５ 岁之间。 这种情况也凸显了 ２０００ 年以

来参加极端组织人员存在进一步低龄化的趋势。 另外，叙利亚内战中的外籍人员绝

大多数为男性，其中有少量女性主要来自西方国家，一般都是跟随朋友或丈夫前往，
只有个别女性是只身前往叙利亚。 例如，２０１４ 年 ３ 月，有一对瑞典夫妇自行驾车来

到土耳其，夫妇两人都是皈依伊斯兰教的瑞典人，丈夫 ２２ 岁，妻子 ２１ 岁。 两人到达

土耳其后，通过加入人道主义救援队来到叙利亚的伊德利卜（ Ｉｄｌｉｂ）。 丈夫在见到当

地的“叙利亚自由军”武装人员后，立刻用并不熟练的阿拉伯语表示要参加“圣战”，
并希望先得到武器。 一名皈依了伊斯兰教的英国女子，也带着同样的动机独自来到

·２５·

①

②

③

“Ｈｅａｄ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ｌｅ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Ａｒａｂ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ａｔ ｔｈｅ ６８ｔｈ Ｓ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ｓ⁃
ｓｅｍｂｌｙ，”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３０， 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ｇａｄｅｂａｔｅ．ｕｎ．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ｇａ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 ６８ ／ ＳＹ＿ｅｎ．ｐｄｆ，登录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６ 日。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ｉａ Ｍａｓｉ， “Ｆｏｕｒ Ｙｅａｒｓ ｉｎｔｏ Ｓｙｒｉａｓ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ｇｈｔｅｒ Ｈａｖｅ Ｆｌｏｃｋｅｄ ｔｏ Ｎｅａｒｌｙ Ｅｖｅｒｙ Ｆａｃ⁃
ｔｉｏｎ，” ＩＢＴｉｍｅｓ， Ｍａｒｃｈ １５，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ｂ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ｆｏｕｒ⁃ｙｅａｒｓ⁃ｓｙｒｉａｓ⁃ｃｉｖｉｌ⁃ｗａｒ⁃ｆｏｒｅｉｇｎ⁃ｆｉｇｈｔｅｒｓ⁃ｈａｖｅ⁃
ｆｌｏｃｋｅｄ⁃ｎｅａｒｌｙ⁃ｅｖｅｒｙ⁃ｆａｃｔｉｏｎ⁃１８４７４７８，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Ｌａｃｈｌａｎ Ｃａｒｍｉｃｈａｅｌ， “‘ ３，０００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ｉｈａｄｉｓ Ｎｏｗ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Ｉｒａｑ，” Ｊａｋａｒｔａ Ｐｏｓｔ，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４，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ｊａｋａｒｔａ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ｎｅｗｓ ／ ２０１４ ／ ０９ ／ ２４ ／ ３０００ －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ｊｉｈａｄｉｓ⁃ｎｏｗ⁃ｓｙｒｉａ⁃ｉｒａｑ． ｈｔｍｌ，登录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



叙利亚内战中的外籍武装人员研究


叙利亚，加入了当地的反政府武装组织。①

前来叙利亚参战的外籍武装人员，此前大多没有参加武装冲突的经历或接受过

正规军事训练。 他们当中只有一些年纪稍长的人员，曾在其他地区或国家参加过武

装冲突。 例如，在加入叙利亚“支持阵线”（Ｊａｂｈａｔ ａｌ⁃Ｎｕｓｒａ）和“伊斯兰国”组织的约

几百名沙特籍武装人员中，很多人曾在伊拉克参加过当地的武装冲突。 同样，俄罗

斯籍武装人员中也有部分人曾在车臣参加过武装斗争。 另外，一些较为年轻的外籍

武装人员在到叙利亚之前曾接受过基本的军事训练，包括“伊斯兰教法支持者”

（Ａｎｓａｒ ａｌ⁃Ｓｈａｒｉａ）利比亚分支在利比亚开办的训练营，该极端组织主要为来自突尼

斯和利比亚的“志愿者”提供基本的军事训练。 这批外籍武装人员来到叙利亚之后，

有些直接加入当地的极端组织，有些则组建自己的团体与极端主义组织一同战斗。

在叙利亚政府军方面，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Ａｌ⁃Ｑｕｄｓ Ｆｏｒｃｅ）的成员以及他们的伊

拉克籍战友和真主党武装人员，事先都接受过长期的军事训练。

相比之下，来自西方国家的外籍武装人员不仅对叙利亚战场较为陌生，而且对

于整个伊斯兰教都很陌生。 来自欧盟国家的外籍武装人员中，大约 ６％为伊斯兰教

新皈依者，即使那些生活在西方世界的西亚和北非国家第二或第三代穆斯林移民，

对于叙利亚内战环境也缺乏了解。 例如，来自比利时的外籍武装人员中，有 ８０％是

摩洛哥移民的后代。 但在他们来到叙利亚之前，他们对叙利亚的情况几乎是一无

所知。

很多外籍武装人员来到叙利亚后，都表示他们再也不会返回自己的国家。 其中

很多人甚至通过烧毁自己的护照，来彻底断绝与自己过去生活的联系。② 部分外籍

人员和叙利亚人结婚成家，在当地开始新的生活，以表明“战斗到底”的决心。 这表

明有相当数量的外籍武装人员具有为“圣战”献身的强烈意愿。 ２０１３ 年在叙利亚发

生的 ５３ 起自杀式袭击中，有 ２３ 起是外籍武装人员所为。③ ２０１４ 年初，又有至少 ６ 名

加入“伊斯兰国”组织的荷兰、法国、摩洛哥和沙特籍武装人员，在伊拉克发动的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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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ｉｄｅｏ Ｓｈｏｗｓ ＵＳ Ｊｉｈａｄｉｓｔ Ｂｕｒｎｉｎｇ Ｈｉｓ Ｐａｓｓｐｏｒｔ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Ａｌ Ａｒａｂｉｙａ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Ｊｕｌｙ ３０，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ｌａｒａｂｉｙａ．ｎｅｔ ／ ｅｎ ／ Ｎｅｗｓ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４ ／ ０７ ／ ３０ ／ Ｖｉｄｅｏ⁃ｓｈｏｗｓ⁃Ｕ⁃Ｓ⁃ｊｉｈａｄｉｓｔ⁃ｂｕｒｎｉｎｇ⁃ｈｉｓ⁃ｐａｓｓｐｏｒｔ⁃ｉｎ⁃Ｓｙｒｉａ⁃． ｈｔｍｌ，登
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Ｔｈｅ Ａｌ⁃Ｎｕｓｒａ Ｆｒｏｎｔ Ｒｅｃｅｎｔｌｙ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Ａ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Ｂｏｍｂｉｎｇ Ａｔｔａｃｋ ｉｎ Ａｌｅｐｐｏ， Ｕｓｉｎｇ Ａ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ｇｈｔｅｒ，” Ｔｈｅ Ｍｅｉｒ Ａｍｉｔ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ｉｎｆｏ． ｏｒｇ． ｉｌ ／ ｅｎ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２０６２２，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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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爆炸袭击中丧身。①

二、 外籍武装人员前往叙利亚的动因

导致大批外籍人员前往叙利亚参加内战的动因有很多，法国政府曾将本国人员

前往叙利亚的原因大致归为三类：第一类是仇视本国社会；第二类是思想极端但目

的不明确；第三类是对本国社会缺乏认同或归属意识。 目前看来，这种归纳基本符

合大多数外籍人员，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情况。 对于大多数外籍武装人员来说，他们

前往叙利亚参加武装团体的根本原因，就是要寻求他们 “人生中更高的目标

和意义”。
除内在的主观原因外，叙利亚内战中极端主义团体将这场战争描绘成伊斯兰

“圣战”的宣传鼓动，则成为吸引大批外籍人员前往叙利亚的重要外因。 近年来，各
种含有极端主义内容的言论和视频，充斥在极端组织所控制的网络媒体中，并成为

其招募外国志愿者的宣传广告。 这些极端主义的宣传，常常声称先知穆罕默德曾暗

示叙利亚将成为“圣战”之地。 穆斯林军队必须参与其中，迎接世界的末日之战。②

对于那些具有极端主义倾向的外籍人员来说，这种宣传自然会刺激他们前往叙利亚

的强烈动机。 很多人都希望抓住这个机会，去见证和参加这场所谓伊斯兰先知在

１ ４００ 多年前所预言的战争。 对于其中的一些人来说，这甚至被看成是他们作为伊

斯兰“烈士”去“殉教”的机会，因为极端主义组织头目和部分自封为穆斯林宗教领袖

的人士都极力鼓吹，那些在同“异教徒”敌人战斗中死亡的人，无论他们是谁，死后都

会得到最大的福报。
除了和“圣战”相关的动因外，外籍人员前往叙利亚的另一个原因是履行保卫遭

到攻击的伊斯兰世界的义务，这也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基地”组织最初建立之时所强

调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言论。 自 ２００１ 年美军入侵阿富汗和 ２００３ 年入侵伊拉克以来，
伊斯兰极端组织的媒体机构从未停止过关于西方国家军队在伊斯兰国家各种暴行

的报道，同时也不断炮制大量伊斯兰世界抗击外来侵略的故事。 在很大程度上，前
往叙利亚的外籍武装人员都是通过网络媒体去了解伊斯兰世界发生的事情。 他们

在接受相关信息时，尤以叙利亚的新闻为主，并从宗教极端主义出发对这些事件进

·４５·

①

②

Ｂｉｌｌ Ｒｏｇｇｉｏ， “ ＩＳＩＳ Ｎａｍｅｓ Ｄａｎｉｓｈ， Ｆｒｅｎｃｈ Ｓｕｉｃｉｄｅ Ｂｏｍｂｅｒｓ Ｋｉｌｌｅｄ ｉｎ Ｎｉｎｅｗａ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 Ｗａ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Ｍａｙ ２０，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ｌｏｎｇｗａｒ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ｒｇ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ｉｓｉｓ＿ｎａｍｅｓ＿ｄａｎｉｓｈ＿ｆｒ．ｐｈｐ，登录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８ 日。

Ａｎｔｈｅａ Ｍｉｔｃｈｅｌｌ， “Ｗｈｙ Ａｒ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Ｊｏｉｎｉｎｇ ＩＳＩＬ？，” Ｃｈｅａｔ Ｓｈｅｅｔ，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９，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ｈｅａｔｓｈｅｅｔ． ｃｏｍ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 ｗｈｙ⁃ａｒｅ⁃ｆｏｒｅｉｇｎ⁃ｍｕｓｌｉｍｓ⁃ｊｏｉｎｉｎｇ⁃ｉｓｉｌ． ｈｔｍｌ ／ ？ ａ ＝ ｖｉｅｗａｌｌ， 登录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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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评判。 一名来自英国的外籍人员莫哈德加（Ａｂｕ Ｍｕｈａｄｊａｒ），曾这样解释自己前往

叙利亚的动机：“有很多原因导致我离开家庭来到这里，首先是宗教的原因，因为每

个穆斯林在穆斯林的土地和生命遭到侵犯和危害的时候，都必须去进行保卫。 其次

是人道主义的原因，因为我要通过我的战斗来协助这里的人道主义工作。”①

在促使外籍人员前往叙利亚的各种因素中，网络发挥着尤其突出的作用。 一份

有关推特消息的研究表明，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２ 日到 ５ 月 ２２ 日期间，推特上有 ２２，０００
条有关叙利亚内战的发帖，且内容大部分都是有关外籍武装人员的活动。 这些包含

外籍武装人员对参加叙利亚内战的评论和感受的贴文，引起了广泛的回应和转发。
这也表明那些具有极端主义倾向的群体，对于叙利亚内战具有超乎寻常的兴趣和关

注。 从实际效果看，受到叙利亚反政府势力支持、含有极端主义内容的网络信息，在
很大程度上抵消了主流媒体相对客观的报道。 这些推特贴文造成了两方面影响：一
是建立了一个排除外界其他声音的信息交换圈，发挥了网络动员的作用；二是激发

了具有极端主义倾向的个体的参与意识和热情，促使其最终采取实际行动前往叙

利亚。②

对于前往叙利亚的外籍伊斯兰极端分子而言，叙利亚内战的吸引力还在于，他
们幻想可以生活在一个社会制度和行为方式完全遵循伊斯兰教义的地区。 很多从

北欧国家前来的年轻外籍人员，在过去的生活中大多经历过挫折，或是和家庭关系

不和睦。 因此，他们更愿意接受自己所皈依的伊斯兰教推行的制度和生活方式，进

而和自己的过去决裂。 这些年轻人对于伊斯兰教往往缺乏基本认识，因此一般不会

对他们的招募者提出任何问题，只选择完全相信招募者所描绘的情景。 他们只有在

进入叙利亚加入这些极端组织后，才会逐渐意识到极端主义团体内部的生活其实缺

乏真正的宗教信念，转而可能寻求私下回国或是转到其他地区的做法。 对于那些宗

教使命感淡薄的人，他们可能只是把参加战争看作是一种冒险的机会，或是逃避现

实的途径，其中很多人对于交战双方提出的政治宗教立场缺乏真正的了解和兴趣。
这些人虽然可以找出大量理由说服自己前往叙利亚，但往往无法明确说明自己前往

叙利亚参加内战的具体目的。

部分外籍人员前往叙利亚参加内战，是因为此前已经和叙利亚内战中的某一组

织有过接触，或是对该组织的情况有所了解，因而这批人前往叙利亚的目的就是为

了加入相关组织。 这批外籍人员同叙利亚武装组织主要通过互联网进行接触。 例

·５５·

①

②

Ｊｅｎｎｙ Ｃｕｆｆｅ， “Ｗｈｏ ａｒｅ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Ｊｉｈａｄｉｓｔｓ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ＢＢＣ Ｎｅｗｓ，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１５，２０１３，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ｂｃ．
ｃｏ．ｕｋ ／ ｎｅｗｓ ／ ｕｋ⁃２４５２０７６２，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１６ 日。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ａｒｒｅｔ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Ｔｈｅ Ｓｏｕｆａｎ Ｇｒｏｕｐ，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ｓｏｕｆａｎｇｒｏｕｐ． ｃｏｍ ／
ｆｏｒｅｉｇｎ⁃ｆｉｇｈｔｅｒｓ⁃ｉｎ⁃ｓｙｒｉａ，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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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自荷兰的“圣战”分子伊尔马兹（Ｙｉｌｍａｚ）就通过 Ｋｉｋ、Ｔｕｍｂｌｒ 和 ａｓｋ．ｆｍ 等社交

应用和网络问答平台，不断报道外籍人员在叙利亚各组织的活动情况，解答各种前

往叙利亚参加武装冲突的问题。① 通过上述社交应用和网络问答平台发布的很多消

息和图片大多经过修饰和美化，旨在消除年轻人对战争的恐惧，对真实情况缺乏了

解的年轻人在获取相关信息后便产生了对叙利亚当地生活的向往。 很多表现外籍

武装人员的画面中，甚至出现武装人员带着宠物猫的镜头。 这些表现外国武装人员

在叙利亚生活的画面尤其注重展现武装人员之间的兄弟情谊、良好道德和明确目

标。 尽管很多媒体在报道中都揭露了参与极端组织的外籍武装人员如何疯狂杀戮

或迫害无辜平民的事件，但极端组织通过网络传播精心设计的画面，总是弥漫着一

种英雄主义的情怀，很容易吸引人们的关注。
正是在极端组织网络宣传的强大影响和诱惑下，仅 ２０１４ 年法国就有 ７００ 多人前

往叙利亚参加武装团体，而从 １９７９ 年苏联入侵到 ２００１ 年塔利班政权垮台，法国只有

不到 ２０ 人前往阿富汗参加武装冲突。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前往叙利亚的法国籍

武装分子其实和叙利亚并没有任何文化或是种族上的联系。 他们大多是年龄在 １８
到 ２８ 岁之间的年轻人，其中 ２５％是穆斯林。 这批人此前大多没有参与极端主义活

动的记录，也没有刑事犯罪或是其他反社会行为方面的前科。 与此相仿，摩洛哥政

府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也宣称，在前往叙利亚参加内战的人员中，８０％以上的摩洛哥籍武装

分子此前都不是官方关注的对象。②

三、 外籍武装人员对叙利亚内战的影响

大批外籍武装人员进入叙利亚，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阿萨德政权，无疑都加剧

和延长了叙利亚内战。 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加入反政府武装的外籍武装人员，还扩

大了叙利亚内战中极端主义组织的势力。 随着叙利亚极端组织的不断发展和壮大，
叙利亚内战也由原来针对阿萨德政权的政府与反政府势力之间的冲突，逐渐转变成

一场恐怖主义政治势力对叙利亚以及相邻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的严峻挑战。 在叙

利亚内战爆发初期，外籍武装人员来到叙利亚后，虽然有很多人员加入“支持阵线”
等极端组织，但也有大批人员加入“叙利亚自由军”等相对温和的反政府组织武装。
西班牙学者瑞罗斯（Ｆｅｒｎａｄｏ Ｒｅｉｎａｒｅｓ）在研究西班牙籍武装人员参与叙利亚内战的

·６５·

①

②

Ｒｏｂｅｒｔ Ｍａｃｋｅｙ， “Ａ Ｄｕｔｃｈ Ｊｉｈａｄｉｓｔ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Ｓｐｅａｋｓ， ａｎｄ Ｂｌｏｇ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ｉｍｅｓ，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９， ２０１４， ｈｔ⁃
ｔｐ： ／ ／ ｔｈｅｌｅｄｅ．ｂｌｏｇｓ． ｎｙ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２０１４ ／ ０１ ／ ２９ ／ ａ⁃ｄｕｔｃｈ⁃ｊｉｈａｄｉｓｔ⁃ｉｎ⁃ｓｙｒｉａ⁃ｓｐｅａｋｓ⁃ａｎｄ⁃ｂｌｏｇｓ，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
Ｓｈｉｖｉｔ Ｂａｋｒａｎｉａ， “Ｃｏｕｎｔｅｒ⁃ａｎｄ Ｄｅ⁃Ｒｅｄｉｃ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Ｒｅｔｕｒｎｉｎｇ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Ｈｅｌｐｄｅｓｋ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ｐｏｒｔ， ＧＳＤＲ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ｇｓｄｒｃ．ｏｒｇ ／ ｄｏｃｓ ／ ｏｐｅｎ ／ ｈｄｑ１１４０．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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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时发现，自叙利亚内战爆发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共有 ２５ 名西班牙人加入了“叙利亚

自由军”，加入极端组织的有 ２０ 人。① 此外，部分外籍武装人员还可能加入其他武装

组织。 例如，一位曾在瑞士军队中担任过军士的瑞士籍武装人员，曾加入了叙利亚

内战中的基督教民兵组织。② 然而，２０１４ 年以后，随着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不断

发展壮大，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员也开始转向这类恐怖主义性质的极端组织。
在叙利亚内战中，大批外籍武装人员转向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极端组织，其原

因主要在于长期以来叙利亚主流反政府武装缺乏作战效率，且难以联合成为一支整

体力量。 这导致各类武装团体各自采取行动，通过独自行动或是互相联合来维持和

扩大自身影响力，而不是联合成统一的力量与叙利亚政府军作战。 在这些形形色色

的团体中，激进的武装团体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外来资源，其武装人员往往更加骁

勇善战，更有组织性，动员能力和行动能力更强。 这使得他们在打击叙利亚政府军

以及与其他反政府力量争夺地盘时更具优势，因而吸引了大量外籍武装人员加入。
与此同时，极端组织对于外籍武装人员更具吸引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

类组织宣称自己参加战斗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护伊斯兰世界免受外来攻击，而不是

像“叙利亚自由军”所强调的仅仅是为推翻阿萨德政权这类事关叙利亚自身的目标，
因而此类极端组织往往更具开放性和多元性。 前往叙利亚的外籍人员中，有的可能

不会说阿拉伯语，所以更愿意加入这种具有多元背景的极端组织。 据说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以后，叙利亚武装冲突中使用的语言多达 ７５ 种，除阿拉伯语和英语外，还有豪萨语、
索马里阿法尔语、荷兰语等。 在现实环境中，叙利亚反政府极端组织的控制区域大

多位于叙利亚北部边境地区，这使得外籍人员从土耳其越境进入叙利亚后，马上就

会进入这些极端组织的势力范围，因而也会首先选择加入这些组织。 外籍人员在这

些极端组织中安顿下来后，作为新来者就会被激起高涨的战斗热情，立刻加入极端

组织的武装行动中。 同时，极端组织也会在组织上对他们加强管理，使他们很难离

开再去加入其他武装团体。
就外籍人员对叙利亚内战的影响而言，来自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的外籍武装

人员，他们进入叙利亚的目的是为了支持和维护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 这批外籍人

员虽然是以个体方式进入叙利亚，但都服务于伊朗政府支持阿萨德政权的行动计

划。 目前，这部分人员的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仅黎巴嫩真主党，２０１４ 年 ５ 月就派遣

·７５·

①

②

Ｆｅｒｎａｎｄｏ Ｒｅｉｎａｒｅ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ｏｌａ Ｇａｒｃｉａ⁃Ｃａｌｖｏ， “Ｔｈｅ Ｓｐａｎｉ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Ｃｏｍｂａ⁃
ｔｉｎｇ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Ｃｅｎｔｅｒ，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１５，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ｔｃ．ｕｓｍａ．ｅｄｕ ／ ｐｏｓｔｓ ／ ｔｈｅ⁃ｓｐａｎｉｓｈ⁃ｆｏｒｅｉｇｎ⁃ｆｉｇｈｔｅｒ⁃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ｉｎ⁃
ｓｙｒｉａ，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１８ 日。

Ａｎｄｒｅａ Ｇｌｉｏｔｉ， “ Ｓｙｒｉａｃ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 Ｋｕｒｄｓ Ｂｏｏｓｔ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ｃｏｍ ／ ｐｕｌｓｅ ／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ｓ ／ ２０１３ ／ ０６ ／ ｓｙｒｉａ⁃ｓｙｒｉａｃｓ⁃ａｓｓｙｒｉａｎｓ⁃ｋｕｒｄｓ⁃ｐｙｄ．ｈｔｍｌ，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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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３，０００～４，０００ 人进入叙利亚。① 在具体实战中，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外籍人员在

支持叙利亚政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们在政府军打击反政府武装取得的主要

胜利中，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例如，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叙利亚政府军在古赛尔 （ ａｌ⁃
Ｑｕｓａｙｒ）打击反政府武装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来自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的志愿者，
为叙利亚军队以及来自阿萨德家族的“夏比哈民兵”（Ｓｈａｂｉｈａ ｕｎｉｔｓ）提供了系统有效

的军事训练。 自 ２０１４ 年初以来，来自伊拉克的民兵也为维护叙利亚政权发挥了重要

作用。 对于这些外籍武装人员在叙利亚政府军中的作用，美国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

所（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Ｎｅａｒ Ｅａｓｔ Ｐｏｌｉｃｙ）的防务问题研究员怀特（ Ｊｅｆｆ Ｗｈｉｔｅ）明
确表示：“你已经看不到全部由叙利亚人组成的政府军。 叙利亚政府正是依靠大量

外籍人员，才能支撑这个政权继续作战。”②

显然，外籍人员无论是参与反政府武装还是支持叙利亚政权，都使得叙利亚内

战更趋复杂，其产生的影响已远远超出了叙利亚本土范围。 在叙利亚周边地区，叙
利亚内战导致伊拉克境内现存的冲突不断加剧。 叙利亚反政府武装的控制区域跨

越叙利亚和伊拉克边界，使其可以在两地建立据点并获取资源，但这也使得伊拉克

国内两大教派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 在黎巴嫩，其国内脆弱的政治平衡也受到威

胁，这一方面是由教派紧张关系加剧所致，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叙利亚的激进团体可

以跨界建立分支并发动攻击。 另外，叙利亚内战还导致中东地区的教派冲突日益严

重，加深了沙特和伊朗之间的矛盾，从而使得中东问题更加复杂。

四、 外籍武装人员对国际社会安全的潜在威胁

叙利亚内战中的外籍武装人员来源广泛，这些人员除对叙利亚局势本身造成影

响外，还导致叙利亚周边地区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暴力恐怖活动出现普遍蔓延的趋

势。 在久拖不决的叙利亚内战中，大批具有“圣战”理想和极端主义倾向的外籍武装

人员都经历了长时间的暴力武装冲突。 长期处于暴力冲突的环境中将会导致大批

来自世界各地、本来就带有极端情绪的年轻一代对暴力活动变得习以为常，而且还

会带着充满暴力和恐怖的世界观返回自己的国家或是前往新的冲突地区。 这些人

不仅具有从事恐怖活动的意愿，而且还具备了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能力。 当他们回

到自己的国家后，完全有可能同那些存在同样暴力倾向的人员形成网络联系，从而

·８５·

①

②

“Ｓｕｆｆｅｒｉｎｇ Ｈｅａｖｙ Ｌｏｓｓｅｓ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Ｈｅｚｂｏｌｌａｈ Ｅｎｔｉｃｅｓ Ｎｅｗ Ｒｅｃｒｕｉｔｓ ｗｉｔｈ Ｍ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ｋｓ，” Ｈａａｒｅｔｚ， Ｄｅ⁃
ｃｅｍｂｅｒ １９，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ｈａａｒｅｔｚ．ｃｏｍ ／ 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ｎｅｗｓ ／ １．６９２６３２，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ｉａ Ｍａｓｉ，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Ａｒｍｙ Ｉｓ Ｓｈｒｉｎ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ｓｓａｄ Ｉｓ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Ｏｕｔ ｏｆ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 ＩＢＴｉｍｅｓ， Ｄｅ⁃
ｃｅｍｂｅｒ １７，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ｂ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 ／ ｓｙｒｉａｎ⁃ａｒｍｙ⁃ｓｈｒｉｎｋｉｎｇ⁃ａｓｓａｄ⁃ｒｕｎｎｉｎｇ⁃ｏｕｔ⁃ｓｏｌｄｉｅｒｓ⁃１７６１９１４，登录时间：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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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相关国家的安全带来长期潜在的严重威胁。
一般来说，前往叙利亚参战的外籍人员回国后并不一定会成为恐怖分子，但也

有少数人最终对其所在的国家发动恐怖主义攻击。 从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一名曾加入“伊斯

兰国”组织后回到国内的比利时籍武装人员在布鲁塞尔攻击一座犹太博物馆开始，
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三名曾经前往叙利亚后回国的法国籍武装人员发动巴黎巴塔克兰剧

院恐怖主义袭击造成 １３０ 人死亡，严峻的事实表明，参与叙利亚内战的外籍武装人员

中有些人最终走向了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 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这批外籍人员在

叙利亚内战中深受极端主义观点的影响，常常会将反对者视为敌人，而且必须以恐

怖和暴力的方式加以“消灭”；另一方面，在叙利亚内战中发展壮大的“伊斯兰国”组
织等试图建立跨国恐怖主义组织，且具有征服世界野心的极端主义团体，会通过网

络媒体不断号召和鼓励其回国人员对所有反对他们的国家或非伊斯兰国家发动恐

怖攻击。 由于极端主义团体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被消灭，因而它们会不断宣传自己的

目标。 从叙利亚内战回到国内的外籍武装人员是极端组织重要的号召对象，因为他

们已经在叙利亚内战中培养了发动暴力恐怖袭击的能力。 因此，这批人无论是出于

个人动机，还是被动接受极端组织的号召，都有可能在回国后发动暴力恐怖袭击。
相比之下，当年大批前往阿富汗抗击苏联入侵的外籍武装人员中，回国后很少

有人后来转变成恐怖分子。 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塔利班统治时期，前往阿富汗的

外籍人员往往对于“基地”组织的观念了解并不充分。 这些人员只是在阿富汗期间

受到过本·拉登提出的打击美国等“远敌”言论的一些影响。① 但是，如今这些前往

叙利亚的外籍武装人员，已经完全了解“基地”组织的性质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团体

的政治诉求。 因此，在他们前往叙利亚时，实际上已经比当年前往阿富汗的“前辈

们”接受了更多“基地”组织及相关极端主义团体宣扬的极端主义思想。
尽管很多外籍武装人员在进入叙利亚之前，可能并没有决定加入极端组织。 但

在进入该地区后，这些外籍武装人员大多还是加入了当地的极端武装。 外籍武装人

员加入后，就会和那些具有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武装人员一起共同生活和战斗。 在

此过程中，外籍武装人员不可能不被极端组织成员那种高度亢奋的极端主义情绪所

感染，并进一步接受其极端思想。 特别是对于那些前来叙利亚、最初只想获得归属

感和自尊感的外籍人员来说，这种影响可能会更加深远。 因此，叙利亚内战就像是

一台培养新一代恐怖分子的孵化器，成为国际安全的重要威胁。
从极端主义的思想来源来看，“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始终是其根源。 在叙利亚

·９５·

① Ｓｅｔｈ Ｊｏｎｅｓ， Ａ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ｔ Ｔｈｒｅａｔ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Ｑａｉｄａ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Ｓａｌａｆｉ Ｊｉｈａｄｉｓｔｓ， ＲＡＮＤ，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ａｎｄ．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 ｒａｎｄ ／ ｐｕｂｓ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ＲＲ６００ ／ ＲＲ６３７ ／ ＲＡＮＤ ＿ＲＲ６３７． ｐｄｆ，登录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６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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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战中，“伊斯兰国”组织、“叙利亚自由军”和“支持阵线”是吸收外籍人员最多的三

个武装组织，这三个组织最初都是由“基地”组织关联团体或原“基地”组织成员建立

的。 因此，“基地”组织建立跨国网络并发动全面恐怖主义攻击的观念，必然会成为

上述组织的基本思想来源。 不仅如此，“基地”组织对叙利亚内战抱有浓厚兴趣，并
将其视为恢复自身实力和影响力的良机。 为此，“基地”组织不断派出高层领导人员

前往叙利亚，同那里的相关组织进行联系并对其施加影响。① 目前，“基地”组织的权

威性和正统性虽然遭到了“伊斯兰国”组织头目巴格达迪（Ａｂｕ Ｂａｋｒ ａｌ⁃Ｂａｇｈｄａｄｉ）的
挑战，但“基地”组织的思想观念在伊斯兰极端势力中的主导地位依旧十分稳固。
“基地”组织领导人扎瓦希里（Ａｙｍａｎ ａｌ⁃Ｚａｗａｈｒｉ ）认为，当前的形势对“基地”组织非

常有利，因为叙利亚和伊拉克长期不稳定的现实能够让“支持阵线”以及“基地”组织

的附属团体控制更多的土地，在当地建立据点，重建一个国际性的联系网络。② 不仅

如此，“基地”组织还发现伊拉克和叙利亚显然比也门和索马里更有吸引力，在那里

更容易获得包括外籍武装人员在内的人力和财力资源。 对此，美国国防部负责情报

事务的副部长克拉珀（ Ｊａｍｅｓ Ｃｌａｐｐｅｒ）也表示，在适当的条件下，这些极端组织在未

来某个时候完全有可能会按照“基地”组织设定的目标发动攻击。③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发
生在土耳其南部和伊斯坦布尔的两起恐怖主义袭击事件都与“基地”组织存在联系，
而发动袭击的则是“伊斯兰国”组织的成员。

可见，无论叙利亚的事态未来如何发展，“基地”组织都有可能控制那些返回本

国的外籍武装人员网络，或是指挥那些在叙利亚时就已经参加恐怖组织的成员，从
而对全球安全形成重大的潜在威胁。 即使未来叙利亚内战停止，这些深受极端主义

思想影响并经历过暴力恐怖活动的外籍人员依然会继续他们的恐袭行动。 作为极

端主义分子组成的流动武装组织，这批人员会转向其他地区制造冲突，为恐怖主义

团体扩大势力范围提供机会。④

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近年来“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及其势力范围的不断扩

大，叙利亚越来越多的外籍人员已经开始转向这个更加激进的伊斯兰极端组织。 根

据叙利亚“支持阵线”负责人的说法，２０１４ 年“伊斯兰国”组织宣布“建国”后，叙利亚

已有 ４０％的外籍武装人员加入了“伊斯兰国”组织。 在“支持阵线”内部，有 ６０％ ～

·０６·

①

②

③
④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 Ｄｅｓｉｇｎａｔｅｓ Ａｌ⁃Ｑａｉｄａ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ＵＳ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ｒｅａｓｕｒｙ， Ｍａｙ １４，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ｔｒｅａｓｕｒｙ．ｇｏｖ ／ ｐｒｅｓｓ⁃ｃｅｎｔｅｒ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Ｐａｇｅｓ ／ ｊｌ２３９６．ａｓｐｘ，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

“Ａｌ⁃Ｑａｉｄａ Ｌｅａｄｅｒ Ｚａｗａｈｉｒｉ Ｕｒｇｅｓ Ｍｕｓｌｉｍ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Ｓｙｒｉａｎ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２，
２０１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ｇｕａｒｄｉａｎ． ｃｏｍ ／ ｗｏｒｌｄ ／ ２０１２ ／ ｆｅｂ ／ １２ ／ ａｌｑａｉｄａ⁃ｚａｗａｈｉｒｉ⁃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ｙｒｉａｎ⁃ｕｐｒｉｓｉｎｇ，登录时间：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０ 日。

Ａｌｉｓｔａｉｒ Ｂｅｌｌ ａｎｄ Ｔｏｍ Ｂｒｏｗｎ， “ＵＳ Ｓｐｙ Ｃｈｉｅｆｓ Ｓａｙ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ｓ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Ｒｉｓｅｓ” ．
Ｂｒｉａｎ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ｅｎｋｉｎｓ， 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Ｓｙｒｉａｓ Ｃｉｖｉｌ Ｗａｒ， ＲＡＮＤ，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ｒａｎｄ．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 ｒａｎｄ ／ ｐｕｂｓ ／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 ＰＥ１００ ／ ＰＥ１１５ ／ ＲＡＮＤ＿ＰＥ１１５．ｐｄｆ，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１８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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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的外籍人员转向“伊斯兰国”组织。 “叙利亚自由军”中也有 ３０％ ～４０％的外籍人

员投靠了“伊斯兰国”组织。 一名在阿勒颇战斗的“叙利亚自由军”旅长公开表示，其
部队中一些外籍武装人员在“伊斯兰国”组织发展壮大后，大多已经投靠该组织。 转

入“伊斯兰国”组织的外籍人员来自德国、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等不同国家。①

目前，“伊斯兰国”组织的目标已经不是推翻阿萨德政权，而是要建立一个范围

广泛的“伊斯兰国家”，并为实现这一目标建立广泛的跨国网络。 为此，该组织内的

外籍武装人员也会调整自身目标，将矛头转向叙利亚之外的广大地区，从而对相关

国家的安全造成威胁。 通过跨国网络体系，“伊斯兰国”组织不但能够把外籍人员输

送入叙利亚境内，而且也能够把那些在叙利亚内战中经过训练的外籍武装人员输送

到外部世界。 ２０１４ 年下半年以来，阿尔及利亚、比利时、法国、马来西亚、摩洛哥、沙
特阿拉伯、西班牙和土耳其都发现了极端组织动员和招募外籍人员的网络。 叙利亚

北部哈马（Ｈａｍａ）地区的一名极端组织头目也承认，他曾通过极端组织的跨国网络

前往埃及会见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的领导人，和他们商讨参加“圣战”的外籍人员前

往叙利亚等事宜。 该头目在埃及期间还会见了一批伊斯兰教法学者、外籍武装人员

以及部分准备执行自杀式攻击的人员，他们都是通过该网络聚集于此。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对巴黎犹太人超市发动恐怖袭击的女性恐怖分子哈亚特·布迈丁 （Ｈａｙａｔ
Ｂｏｕｍｅｄｄｉｅ），显然也是通过这种网络逃离法国警察的追捕而进入叙利亚的。

不言而喻， ２０１５ 年在法国以及其他国家发生的多起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已经可

以明显看到“伊斯兰国”组织或是“基地”组织支持返回自己国家的外籍武装人员所

构成的恐怖主义威胁。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巴黎巴塔克兰剧院的恐怖袭

击事件。 制造这起袭击事件的三名凶手中，一名是来自法国斯特拉斯堡的福阿德·
穆罕默德·阿贾德，还有两名是来自巴黎郊区的奥马尔·伊斯梅尔·穆斯塔法伊和

萨米·阿米穆尔，三人都是曾去叙利亚参加过内战的外籍武装人员。 ２０１５ 年在欧亚

地区发生的多起恐怖袭击事件中，参与制造恐袭的人员大多和参加过叙利亚内战的

外籍人员存在联系。 这种情况表明，参加过叙利亚内战的外籍人员返回国内后对所

在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的现实性和严重性。 部分经历过叙利亚内战并深受极端

思想影响的人，回到国内后依然难以放弃伊斯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 因此，只要有

适当的时机，这种极端主义思想就会变成具体的恐怖主义行动。 这些从叙利亚回到

国内的人员并不是孤立的，他们不但和叙利亚的极端组织，而且和分散在各地的回

国人员之间通过跨国网络进行联系并交换信息，甚至组织小组行动。 巴黎巴塔克兰

剧院的袭击事件就体现了这一特点，因此造成的危害也特别严重，事件导致 １３０ 人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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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ａｒｒｅｔ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ｉｎ Ｓｙｒｉ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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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和 ３００ 多人受伤。

五、 相关国家应对潜在威胁的措施

随着恐怖主义袭击事件的不断发生，相关国家也日益感受到参加叙利亚内战回

国人员所构成的潜在安全威胁。 对于外籍武装人员来源国的政府而言，如何处理这

批从叙利亚回国人员仍存在诸多难题。 相关国家政府对待“回流”人员的方式，将会

直接影响到这些回国人员未来的行为走向。 对于出于人道主义动机而前往叙利亚

且没有参与过武装冲突的人员，如果他们回国后遭到严厉对待，反而会导致他们产

生一种疏离感甚至走向极端。 因此，相关国家政府最重要的工作是要了解他们前往

叙利亚的动机及其在当地的所作所为，以及他们回国的真正原因。 只有在了解了这

三方面的情况之后，才能够根据这些回国人员可能构成潜在威胁的程度采取相应措

施。 但对于相关国家政府而言，弄清上述情况仍存在相当困难。 但在不了解有关情

况的背景下，相关国家政府确实难以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
截至目前，相关国家对于从叙利亚返回国内人员采取的应对措施大致分为两

种：一种是密切监视所有从叙利亚的回国人员，并用行政和法律手段对他们提出警

告。 在情况严重时，甚至没收他们的护照和取消他们的国籍；另一种是尽可能帮助

这些回国人员重新融入社会。 一般而言，很多国家都是同时采取这两方面的措施，
两者相辅相成。 为此，一些欧洲国家正在考虑将那些未经政府许可参与国外武装冲

突的行为视为刑事犯罪，通过制定法律起诉那些加入过极端主义团体的人员。 然

而，此类案件在证据收集上存在较大困难，特别是像瑞士这类必须证明这些团体会

伤害国家利益才能对被告人起诉的国家，在处理“回流”人员的问题上存在诸多障

碍。 ２０１３ 年底，俄罗斯联邦实施了一项法律，将赴境外参与被俄罗斯法律认定为恐

怖主义团体的行为视为刑事犯罪。 从客观上来说，这些法律，既可以让那些有可能

导致严重后果的外籍人员离开叙利亚，也能够促使那些幻想破灭的外籍人员返回

国内。
从具体效果来看，欧洲国家相关法律的实施确实产生了一定作用。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中旬，一名“支持阵线”的协调人表示，由于欧洲国家颁布了相关法令，“已经有数百

名外籍武装人员返回他们的国家”①。 “叙利亚自由军”的一名军官也谈到了类似情

况：“很多外籍人员初来时带着良好的意愿，但在他们看到那些不道德的行为和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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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Ｅｒｉｋａ Ｓｏｌｏｍｏｎ ａｎｄ Ｓａｍ Ｊｏｎｅｓ， “Ｄｉｓ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ｅ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Ｆｉｇｈｔｅｒｓ Ａｂａｎｄｏｎ Ｒｅｂｅｌ Ｒａｎｋｓ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Ｆｉｎａｃｉａｌ
Ｔｉｍｅｓ， Ｍａｒｃｈ １８，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ｆｔ．ｃｏｍ ／ ｉｎｔｌ ／ ｃｍｓ ／ ｓ ／ ０ ／ ａ２６ｆｆｃ５ｃ⁃ａｄｆｃ⁃１１ｅ３－ｂｃ０７－００１４４ｆｅａｂ７ｄｅ．ｈｔｍｌ，登录时

间：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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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的团体实施残酷暴行时，就产生了退缩的想法。 这可能促使他们加入其他团

体，或是在幻想破灭时返回自己的国家。”①客观地说，这类回国人员一般不会对国家

安全构成威胁。 但问题在于，如何帮助这些刚刚回到国内的人员重新融入社会，使
他们不再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

面对这种情况，一些欧洲国家为帮助这批回国人员回归社会，启动了让回国人

员家庭提供支持的重新融入计划。 其中最重要的是抵制极端主义思想影响的心理

防范，以及消除极端主义影响的心理健康护理。 这些国家虽然也会用严厉的态度批

评这些回国人员，但并不会影响这些计划的全面实施。 当然，这些计划的实施效果

取决于回国人员及其家庭是否具有参加意愿和足够的凝聚力。 但实际上，很多前往

叙利亚的武装人员的家庭缺乏这种凝聚力，因而也影响了这些计划实施的效果。
在中东地区，沙特政府颁布新的法令，在禁止国内人员前往武装冲突地区的同

时，也积极呼吁那些已经前往叙利亚的人员返回国内，并在新法令生效前设置了大

赦期限。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３ 日，沙特王室签发王室令，规定了对相关行为的惩罚措施。
这些行为包括：参与国外的战争；以任何方式加入激进的宗教派别和意识形态运动

或组织，特别是那些被沙特和国际社会认定的恐怖组织；以任何方式支持或宣传上

述组织的意识形态或行为方式；以任何方式对上述组织表示同情；通过口头或书面

形式提供任何口头或财政上的支持。 作为阻止国内人员前往叙利亚的禁令，沙特王

室的命令既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宣言，也是对政府在各个方面采取行动的授权。
对于那些从叙利亚返回国内的人员，沙特政府会向其提供帮助。 在沙特王室令

颁布后不久，有 ３００ 多名沙特籍武装人员返回国内，被纳入政府专门制定的“咨询和

照看计划”。 另外，中东地区其他国家虽然不一定能够为回国人员提供类似沙特的

条件，但也会为本国的回国人员提供重新融入社会的计划，由国家或社区层面的机

构来实行。 这些计划一般会考虑到回国人员可能受到的心理创伤，以及因回国所造

成的紧张情绪和心理失调。 同时，针对越来越多参加叙利亚内战的女性，这些计划

也会考虑到她们的特殊需要，专门为其制定新的计划。
阿尔及利亚政府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便制定了一系列措施来处理前往海外参

与武装冲突人员的问题，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具体来说，阿尔及利亚政府在得知

本国有人前往叙利亚参加武装冲突时，会立刻与其家庭联系。 这些家庭在发现家人

已经前往叙利亚时都会深感震惊，因而愿意和政府当局讨论家人前往叙利亚的原

因，以及应该采取哪些措施促使他们回国。 这一措施使政府可以尽量减少采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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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Ｓｃｏｔｔ Ｇ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Ｓｕｋａｎｙａ Ｐｏｄｄ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ｄｉａ， Ｒｅｃｒｕｉｔｍｅｎｔ， Ａｌｌｅｇｉ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Ｎｏ． ４， ２０１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ａｎａｌｙｓｔｓ．ｃｏｍ ／ ｐｔ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 ｐｏｔ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ｖｉｅｗ ／ ４４６ ／ ｈｔｍｌ，
登录时间：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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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方式，从而获得更多正面的回应。
除政府采取的措施外，社区对于这些回国人员的监视和重新融合可以发挥更加

实际的作用。 对于每个具体的社区来说，它不仅能够推动回国人员重新融入社会，
而且还能够识别并发现那些可能存在重大安全威胁的人员，弥补了政府在这方面的

不足。 因此，相关国家政府更需要依靠社区来长期监视那些回国人员的态度和行

动，以便及时发现任何潜在的问题。 目前，比利时、丹麦、德国、英国和荷兰等欧洲国

家已经开始采取这种方式。 法国成立了一个呼叫中心，让那些回国人员的家庭报告

家人的思想倾向，特别是要随时报告他们可能流露出的极端主义思想倾向。

六、 结论

叙利亚内战中约有 ２０，０００ 多人参加了政府军和反政府武装的冲突，在 １２，０００
多名参与反政府武装的外籍人员中，有大批人员加入了“伊斯兰国”和“支持阵线”等
极端组织。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得出一下五点结论：第一，这些外籍人员来自遍及亚

洲、非洲、欧洲、美洲和大洋洲的 ８０ 多个国家，不仅其来源广泛前所未有，而且使世界

上如此众多的国家与叙利亚内战联系在一起。 第二，这些外籍人员前往叙利亚的动

机，大多是受到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诱惑，这也表明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在当前的广

泛影响。 第三，大批外籍人员的参与加剧了叙利亚内战的冲突，也是导致叙利亚内

战久拖不决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大批外籍人员从叙利亚回国后，必然会将他们

在叙利亚期间参加极端组织的暴力心理和思想观念带回国内，从而给所在国带来长

期的潜在安全威胁。 ２０１５ 年法国发生的多起由叙利亚回国人员发起的恐怖袭击事

件已经表明，全世界将会长期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 第五，相关国家对于参与叙利

亚内战的回国人员虽然已经采取了应对措施，但依然存在很大困难。 因此，相关国

家政府必须重视同社区加强合作，推动这些回国人员尽快重新融入社会，同时防范

那些坚持极端主义思想的人员可能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

（责任编辑： 李　 意）

·４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