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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的叙利亚政策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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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叙利亚是战后法国全球战略构建以及在中东发挥大国角色的重要支点ꎮ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ꎬ法国对叙利亚采取了“民主改造”、抛弃巴沙尔政权的干预政策ꎬ

不断加强同沙特等海湾国家的关系ꎮ 本文回顾了法叙关系的发展历史ꎬ检视了法国在叙

利亚内战中的政策ꎬ并分析了影响法国对叙政策演变的主要因素ꎬ认为过多的政策目标

和自身实力的限制ꎬ使法国难以发挥与自身实力并不匹配的大国影响ꎬ法国未来仍可能

在叙利亚政策方面深陷力不从心的困境ꎮ

关键词:法国　 中东战略　 叙利亚内战　 “阿拉伯之春”

２０１１ 年爆发的叙利亚内战不但导致了严峻的人道主义灾难ꎬ也冲击着中东地区

的秩序并影响了国际格局的演变ꎮ 在过去六年里ꎬ法国、美国、俄罗斯等大国以及沙特

阿拉伯等中东地区国家纷纷介入或干预叙利亚事务ꎮ 在欧盟国家中ꎬ法国对叙利亚的

干预态度最坚决、政策也更为激进ꎬ但时至今日ꎬ其“民主改造叙利亚”的目标仍未实

现ꎬ叙利亚问题和平解决的前景依然遥遥无期ꎮ 作为叙利亚的前宗主国和具有“大国

情结”的国家ꎬ法国在叙利亚问题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本文将检视法国与叙利亚

关系的历史以及叙利亚内战前后法国的对叙政策ꎬ分析影响其政策演变的内外因素ꎬ

并探讨法国未来中东政策的走向ꎮ

一　 法国对叙利亚政策的历史传统

中东地处亚非欧三大洲结合处ꎬ历来在大国的国际战略和力量博弈中占据重要地

位ꎮ 而叙利亚更是中东的“心脏地带”ꎬ周边有土耳其、黎巴嫩、以色列和约旦等国ꎬ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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扼守着中东的西大门ꎬ地缘战略位置十分重要ꎮ 在中东地区事务上ꎬ叙利亚因其在阿

以和谈、伊朗核问题、库尔德民族问题以及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ꎬ长期

以来一直是各方势力拉拢、争夺的对象ꎮ

(一)法国与叙利亚关系的历史渊源

在欧盟国家中ꎬ法国和叙利亚渊源最深ꎮ 历史上ꎬ叙利亚曾先后被罗马帝国、阿拉

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等统治ꎮ 法国大革命后ꎬ拿破仑波拿巴曾于 １７９９ 年率

军攻打过叙利亚ꎮ １８６１ 年法国以“人道主义使命”为由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中的马龙

派基督徒(Ｍａｒｏｎｉｔｅ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ｓ)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ꎮ １９１６ 年 ５ 月ꎬ法国通过与英国签

署的“赛克斯－皮科特协议”(Ｓｙｋｅｓ－Ｐｉｃｏ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亚洲部分

领土“大叙利亚”(包括叙利亚和黎巴嫩)等纳入势力范围ꎻ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ꎬ法

国获得了大叙利亚的委任统治权ꎬ并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以削弱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影

响ꎮ① 在委任统治期间ꎬ法国资本控制着叙利亚的国民经济命脉ꎬ殖民当局还经常挑

起宗教与民族纠纷ꎬ镇压反法力量ꎬ并强行推广法语ꎮ 为遏制叙利亚不断高涨的民族

解放运动、缓和叙利亚人民的反法斗争ꎬ法国统治者多次玩弄承认叙利亚独立、建立自

治政府等欺骗伎俩以维持其殖民统治ꎬ如 １９３６ 年签署的“法叙条约”即是一例ꎮ １９３９

年ꎬ法国恢复了对叙利亚的军事统治ꎮ １９４１ 年ꎬ法国被迫宣布结束对叙的委任统治ꎬ

并于 １９４３ 年将殖民地划分为伊斯兰教的叙利亚和基督教的黎巴嫩ꎬ实行“分治独

立”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ꎬ法国尽管一直不愿放弃对叙利亚的控制ꎬ但迫于美国

的压力ꎬ不得不于 １９４６ 年从叙利亚境内撤军ꎮ 鉴于上述历史渊源ꎬ战后法国在叙利亚

问题上一直希望重温当年宗主国的荣耀ꎬ并将介入叙利亚事务作为同美苏(俄)在中

东博弈的一个重要战略支点ꎮ

(二)冷战期间的叙利亚与法国的中东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ꎬ尽管法国在美苏争霸的世界格局中地位下降ꎬ沦为二流

国家ꎬ但却采取了“戴高乐主义”色彩浓厚的外交政策ꎬ这对冷战期间法国的阿拉伯政

策产生了重大影响ꎮ 早在战后初期ꎬ戴高乐就萌发了“建立独立于美苏的西欧集团”

(即第三种势力)的战略思想ꎮ② １９５８ 年ꎬ戴高乐再次执政后制定了“法国全球战略”ꎬ

其内容主要包括:第一ꎬ恢复法国在全球事务中独立自主的大国地位ꎻ第二ꎬ实行欧洲

联合ꎬ建立独立于美苏之外的西欧集团ꎻ第三ꎬ支持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的解放与自决ꎬ

与它们建立新型的合作关系ꎮ 由此ꎬ戴高乐确立的法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本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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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指导原则因其特色鲜明而被称为“戴高乐主义”ꎬ目的是谋求法国在国际政治中的

独立自主和世界大国地位ꎮ 冷战期间ꎬ美国和苏联在中东竞相争夺势力范围:美国实

行了扶植以色列打击阿拉伯国家的政策ꎬ而阿拉伯国家大多奉行亲苏的外交政策ꎮ 自

１９６３ 年至今ꎬ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作为一个泛阿拉伯民族主义政党一直是叙利亚的执

政党ꎬ对外主张反帝、反殖、反犹太复国主义等ꎮ 因此ꎬ叙利亚坚决反对美国偏袒以色

列ꎬ支持黎巴嫩、巴勒斯坦的民族独立运动ꎬ成为美国实施其改造中东战略的“眼中

钉”ꎮ 美国则长期对叙利亚采用武力威胁、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等手段ꎮ 特别是 １９７８

年埃及和以色列在美国的主持下通过签订«戴维营协议»实现和平共处后ꎬ叙利亚因

坚持同以色列抗衡而被美国彻底抛弃ꎬ最终成为苏联在中东地区对抗美国的重要盟

友ꎮ

相对于美苏而言ꎬ法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一度衰落ꎮ 但在“戴高乐主义”的外交战

略思想影响下ꎬ法国采取了一种被称为“第三条道路”的阿拉伯政策ꎬ即通过“去殖民化”

进行战略收缩ꎬ改善与前殖民地国家的关系ꎬ力图成为有别于美苏两大霸权的第三世界

国家的新型国际领导者ꎮ １９５９ 年ꎬ戴高乐对阿尔及利亚独立问题的表态ꎬ是战后法国在

中东国际关系中变被动为主动的重要开端ꎮ① １９７４ 年上台的德斯坦提出的“阿以平衡”

的中东政策ꎬ实际上依然是法国“亲阿拉伯”的外交政策的延续ꎻ１９８１ 年以反对戴高乐主

义著称的社会党人密特朗上台后ꎬ继续推行从戴高乐到德斯坦时期坚持的独立自主的外

交与安全政策ꎬ加强和发展同第三世界的关系ꎬ扩大法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ꎮ 他提出ꎬ

法国要转向一种“不偏不倚”的中东政策ꎬ缓和同美国支持的以色列的关系ꎬ实际上仍把

法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放在重要位置ꎮ 由此可见ꎬ积极改善并发展与阿拉伯国家的关

系ꎬ成为法国在冷战时期中东政策的主旋律ꎻ而通过调整其阿拉伯政策ꎬ法国打破了美苏

霸权主导中东事务的局面ꎬ成为推动中东和平进程中的主要国际力量之一ꎬ并在某种程

度上甚至扮演了不同于美苏的“国际领导者”角色ꎮ

(三)后冷战时期法国的叙利亚政策

随着冷战的结束ꎬ法国外交的回旋余地大大缩小ꎬ国际地位相对下降ꎮ② 海湾战

争结束后ꎬ美国成为影响中东地区的唯一的超级大国ꎮ 对此ꎬ法国主张建立“多极世

界”、反对由美国一强独霸的单极世界ꎮ 早在 １９９１ 年ꎬ雅克希拉克就指出:“美国企

图建立新秩序ꎬ要人们承认它是这个世界独一无二的建筑师ꎬ这不会为国际社会所接

受ꎮ 单极世界或以美国为轴心的世界是不会实现的”ꎮ③ １９９５ 年希拉克上台后ꎬ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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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阿拉伯政策成为法国在中东去殖民化进程之后所采取的一种政治策略ꎮ① 其中一

项重要内容就是扩大法国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ꎬ积极介入中东ꎮ② 总体上看ꎬ希拉克

时期的法国更强调其世界大国的地位ꎬ外交政策更加独立自主ꎬ在中东和谈、伊拉克战

争等问题上都表现出了与美国不同甚至“唱反调”的姿态ꎬ其目的是希望法国成为中

东北非地区事务的领导力量之一ꎮ ２００７ 年ꎬ在希拉克结束其第二届总统任期之时ꎬ法

国在中东北非地区国家心目中的形象非常积极ꎮ③

法国与叙利亚特别是其政府高层一度发展了良好的关系ꎮ 例如ꎬ１９９９ 年 １１ 月ꎬ

希拉克接见了尚未上台的巴沙尔阿萨德(Ｂａｓｈｉｒ ａｌ－Ａｓｓａｄ)ꎬ开始提前培育法叙关

系ꎻ④２０００ 年ꎬ希拉克成为参加叙利亚前总统哈菲兹阿萨德(Ｈａｆｉｚ ａｌ－Ａｓｓａｄ)葬礼的

唯一西方国家元首ꎮ 希拉克对叙利亚政权公开的政治支持和友好姿态ꎬ得到后者的积

极回应:２００１ 年 ６ 月ꎬ巴沙尔首次中东之外的访问就选择了巴黎ꎮ 此外ꎬ法国还曾向

叙利亚销售了配有夜视仪的自行榴弹炮等武器系统ꎮ⑤ 因此ꎬ希拉克时期的法国一度

同叙利亚发展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关系ꎬ其根本目的是将后者纳入本国对中东事务的

影响范围之内ꎮ 然而好景不长ꎬ自 ２００４ 年起ꎬ法叙关系因希拉克与巴沙尔之间敌意的

增加开始恶化ꎻ２００５ 年 ２ 月ꎬ希拉克的好友、黎巴嫩前总理拉菲克哈里里(Ｒａｆｉｋ ａｌ－

Ｈａｒｉｒｉ)遇刺身亡ꎬ法国怀疑叙利亚政府是该事件的幕后黑手ꎬ并支持设立一个国际法

庭进行调查ꎮ 此外ꎬ法国还与美国以及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一道强烈要求叙利亚从黎巴

嫩撤军ꎬ最终结束了叙利亚在黎巴嫩长达 ２９ 年的军事存在ꎮ⑥ 哈里里事件导致法国

中断了与叙利亚的政治与经济联系ꎬ⑦叙利亚则陷入被西方国家孤立的境地ꎮ 法国对

巴沙尔政权的疑虑和不满给两国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ꎬ这也为法国后来在叙利亚危机

中对巴沙尔政权的强硬政策埋下了种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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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法国对叙利亚政策的调整

在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萨科齐和奥朗德任总统期间ꎬ法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依

然是在中东地区发挥领导作用ꎮ 但在过去 １０ 年中ꎬ法国对叙利亚的政策却经历了重

大变化与调整ꎮ
(一)萨科齐时期法国对叙利亚的政策

萨科齐是法国政坛上的少壮派人物ꎬ并以“直言敢干”的强势作风著称ꎮ 在外交

方面ꎬ萨科齐一改之前戴高乐或希拉克对抗美国的做法ꎬ致力于奉行“大西洋主义”以
改善法美关系、弥合欧美分歧ꎬ因而成为战后法国总统中少有的亲美派ꎮ ２００７ 年萨科

齐上台后ꎬ立即着手修复因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日渐恶化的法美关系ꎬ在很多国际问题

上主动同美国站在一边ꎮ 例如ꎬ在伊朗核问题上ꎬ法国一直采取强硬态度ꎬ并积极推动

对伊朗进行经济制裁ꎮ ２００９ 年ꎬ萨科齐宣布法国将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机构ꎬ被认为

是战后法国独立自主的外交与安全理念发生转变的一个信号ꎬ甚至可能会终结主导法

国 ４０ 多年的“戴高乐主义”ꎮ 但实际上ꎬ萨科齐在上台之前就曾表示ꎬ法国要在地区

与国际层面发挥更大的领导作用ꎮ 萨科齐时期法国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根本出发点仍

是法国自身的国家利益ꎬ并未放弃追求民族独立与大国地位等“戴高乐主义”的实质

内涵ꎮ
(１)萨科齐的“地中海联盟”政策

在萨科齐时期ꎬ中东地区仍是法国制定外交政策和发挥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支点ꎮ
萨科齐上台后不久就决定改变其前任希拉克一度疏远叙利亚的政策ꎬ修复此前因哈里

里遇刺事件等受损的法叙关系ꎮ 例如ꎬ为建立“环地中海国家联盟”ꎬ萨科齐一度极力

拉拢巴沙尔ꎬ不但将叙利亚纳入由他倡议建立的“地中海联盟”(Ｕｎ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ｄｉｔｅｒ￣
ｒａｎｅａｎ)参与国名单ꎬ①还邀请巴沙尔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到巴黎参加“地中海联盟”成立大

会等ꎮ 对巴沙尔来说ꎬ这意味着叙利亚在法国的协助下重返国际舞台ꎬ很大程度上改

善了因哈里里遇刺事件而被西方国家孤立的局面ꎻ对法国来说ꎬ法叙的“和解”带动了

两国经济关系的新发展: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商业合同ꎬ包括法国工业集团拉法基(Ｌａ￣
ｆａｒｇｅ)的一项 １２ 亿美元的合同ꎬ以及飞机制造公司、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公司等其他法

国公司的经济合同ꎮ② 萨科齐还将“地中海联盟”成立大会作为高调宣扬法国中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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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的良机ꎬ①会议期间ꎬ叙利亚与黎巴嫩在法国和卡塔尔的斡旋下宣布建交ꎬ结束了双

方长达半个世纪的对立状态ꎮ 此外ꎬ在 ２００８ 年下半年法国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ꎬ萨

科齐在访问了叙利亚并声称“中东和平需要通过法国和叙利亚的努力”ꎬ叙利亚可以

“在解决中东问题上提供重大帮助”ꎮ②

法国希望通过恢复和叙利亚的关系加强“环地中海国家联盟”、获得经贸合作的

订单ꎬ并借机对中东事务发挥更大的影响ꎮ 但“地中海联盟”的建立更多成为萨科齐

个人的“政绩工程”且过于“雄心勃勃”ꎬ叙利亚巴沙尔政权对于萨科齐组建一个政治

联盟的想法并不赞同ꎮ 此外ꎬ由于巴沙尔拒绝了萨科齐关于释放政治犯的要求ꎬ萨科

齐所宣称的基于价值观的外交政策并未达到预期效果ꎻ而由于美国的反对ꎬ法国向叙

利亚出口空客飞机的合同最终没有签署ꎬ这也为法叙关系带来了负面影响ꎮ 总之ꎬ萨

科齐通过建立“地中海联盟”来实现法国主导中东地区事务的意图非但未能实现ꎬ反
而暴露了法国外交“有心无力”的尴尬处境ꎮ

(２)法国在叙利亚内战初期的政策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ꎬ叙利亚的反政府抗议迅速升级为一场旨在推翻巴沙尔政权的政治

危机ꎬ随后叙利亚陷入内战ꎮ 在过去六年里ꎬ法国等西方国家将这场叙利亚危机视为

“阿拉伯之春”的组成部分ꎬ通过呼吁巴沙尔下台、支持叙反对派等手段ꎬ试图在叙利

亚建立西方式的民主体制ꎬ从而实现中东的所谓“民主化”ꎮ 如前所述ꎬ萨科齐曾付出

诸多努力来修复法叙关系、帮助叙利亚摆脱孤立状态ꎬ甚至还担心巴沙尔政权垮台将

使叙利亚出现权力真空ꎬ进而引发更为深远的动荡ꎮ③ 但随着叙利亚局势的恶化ꎬ法

国改变了立场ꎬ不但声称巴沙尔政权“已失去合法性”ꎬ还积极追随美国在各种场合推

动和协调对叙利亚的政策立场ꎬ并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巴沙尔政权的干预政策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和 ８ 月ꎬ法国和美国先后宣布对叙利亚实施“人权制裁”和经济制裁ꎮ 在

联合国层面ꎬ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ꎬ法国在美国的支持下联合英国、德国等向安理会提交决议

草案ꎬ呼吁国际社会支持欧美等西方国家对叙政府进行制裁ꎮ 在欧盟层面ꎬ萨科齐主

张欧盟要在中东北非地区发挥更大作用ꎬ支持欧盟关于该地区事态的声明ꎬ④法国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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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动和支持欧盟对叙利亚采取各项制裁措施ꎮ① 在地区层面ꎬ法国赞同阿盟国家

支持叙反对派的立场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ꎬ由美国、欧盟和阿盟主导的“叙利亚人民之友”会

议承诺支持叙利亚反对派ꎬ包括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成立的“叙利亚全国委员会”(Ｓｙｒｉａｎ 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以及此后成立的“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ａｌｉ￣

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ｙｒｉ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ｃｅｓꎬ简称 Ｓｙｒｉａｎ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ꎻ“全国联

盟”ꎬ系“叙利亚全国委员会”下设机构)ꎮ② 此外ꎬ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ꎬ法国外长朱佩声称ꎬ

不排除对叙利亚采用军事手段ꎬ这使法国成为第一个提出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的西

方大国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ꎬ法国决定关闭驻叙利亚大使馆ꎬ但又表示反对外国军事干预叙

利亚ꎬ③因为萨科齐需要准备即将到来的总统大选而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内事务上ꎮ 最

终ꎬ萨科齐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的总统选举中落败而无缘连任ꎬ对叙利亚政策的接力棒继而

传给了后任的奥朗德政府ꎮ

(二)奥朗德时期法国对叙利亚的政策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社会党人奥朗德上台后ꎬ法国对叙利亚的政策以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巴黎发生系列恐怖袭击事件(简称“１１１３”事件)为节点可划分为两个阶段ꎮ

(１)“１１１３”事件发生前

在这一时期ꎬ奥朗德政府在对叙政策上基本采取了与萨科齐时期类似的措施ꎬ但

态度更为强硬、立场更为激进ꎮ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ꎬ法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指责叙利亚政府

制造了屠杀胡拉镇平民事件ꎬ④先后宣布驱逐叙利亚驻本国的大使和(或)外交官ꎬ⑤

法国和叙利亚的关系由此陷入低谷ꎮ⑥ １０ 月ꎬ欧盟决定禁止成员国进口叙利亚原油、

石油产品和武器ꎬ禁止欧盟企业向叙利亚出口武器、军用产品等ꎮ 此后ꎬ法国与欧盟对

叙利亚实施了更严厉的经济制裁:欧盟分别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和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两次决定延

长对叙制裁的期限ꎬ试图先从经济上把叙利亚搞垮ꎬ以较低成本推翻巴沙尔政权ꎮ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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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ꎬ由于欧盟对叙制裁面临“行动一致”的困境和其他内外因素的干扰ꎬ对叙制裁政策

总体上并不成功ꎮ①

在对巴沙尔政权施压的同时ꎬ法国还通过承认并支持叙反对派来对巴沙尔政权实

施外交孤立ꎬ其态度甚至比美国、欧盟、阿盟以及沙特等更为积极ꎮ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ꎬ奥朗德在其上台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声明:“我宣布法国承认叙利亚全国联盟

为叙利亚人民的唯一代表ꎬ因此也是一个将取代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未来民主叙利

亚的临时政府”ꎮ② 在奥朗德发表此番言论之前ꎬ仅有海湾六国正式承认“全国联盟”

的“合法”地位ꎬ法国因此成为第一个承认叙利亚“全国联盟”的西方国家ꎮ 而法国对

“全国联盟”的态度ꎬ也表明了其对海湾国家关于叙利亚政策立场的支持ꎮ 随后ꎬ欧

盟、阿盟(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除外)先后承认“全国联盟”为叙利亚人民的

“合法代表”或“阿盟的主要对话者”ꎻ③继法国之后ꎬ美国承认“全国联盟”为叙利亚人

民的唯一合法代表ꎬ④但相对而言ꎬ法国对巴沙尔政权的态度更为强硬ꎬ政策立场更为

激进ꎬ其风头甚至超过了美国ꎮ 此外ꎬ法国不但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资金援助ꎬ还为其

提供武器支援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ꎬ欧盟对叙利亚的武器供应禁令到期ꎬ在法国的要求下ꎬ

欧盟决定不再延长禁令并同意成员国自行决定对叙利亚的武器出口政策ꎬ而法国在欧

盟成员国中率先解除了对叙武器禁令ꎮ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奥朗德承认法国向叙利亚反政

府力量提供了武器ꎬ理由是后者面临叙利亚政府军和“伊斯兰国”(ＩＳＩＳ)恐怖势力的威

胁ꎮ

此后ꎬ法国对叙利亚政策的立场更为激进ꎬ从要求推翻巴沙尔政权转为威胁采取

军事干预的手段ꎮ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ꎬ叙利亚爆发化学武器危机ꎬ越过了美国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为

对叙利亚动武划定的“红线”ꎮ 对此ꎬ美国一度声称将对叙利亚实施有限时间和有限

规模的军事打击ꎬ法国随即追随美国一起对巴沙尔政权施压并扬言进行军事干预ꎬ声

称不需要等待联合国结束关于叙利亚政府是否使用化武的调查ꎮ⑤ 显然ꎬ奥朗德当时

深信美国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的必然性ꎬ因此决定在不寻求法国议会同意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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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美国一起对叙利亚发动军事打击ꎮ 而根据法国宪法ꎬ总统作为法国武装力量的最

高统帅的确有权在不经议会批准的情况下发动战争ꎮ① 如果法国这次真正出兵ꎬ就有

可能借此在 １９４６ 年法国从叙利亚撤军近 ７０ 年后获得一次“重回叙利亚”的机会ꎮ

然而ꎬ在是否军事干预叙利亚问题上ꎬ法国遭到了孤立和“抛弃”ꎮ 首先ꎬ奥朗德

发现欧盟其他国家没有对法国的动武倡议予以公开支持ꎮ② 很多欧盟成员国都反对

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而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ꎬ而作为叙利亚盟友的俄罗斯拥有否

决权也有可能导致对叙动武问题复杂化ꎮ 德国明确反对派出军队支持美国领导的空

袭行动ꎬ而是希望同巴沙尔政权进行对话ꎬ因为担心后者的崩溃会导致该国出现权力

真空ꎬ使恐怖主义势力有可能借此机会扩大ꎬ对中东和欧洲的安全与稳定带来威胁ꎮ③

其次ꎬ从外部来说ꎬ俄罗斯担心美国和法国一旦实施军事干涉ꎬ将削弱叙利亚政府的军

事优势及其抵御反对派进攻的能力ꎮ④ 最终ꎬ俄罗斯在与美国进行沟通后向联合国安

理会提交了关于处理叙利亚化学武器的方案ꎬ美国在最后时刻放弃了军事打击叙利亚

的计划ꎬ从而平息了一场可能的军事行动ꎮ 法国试图借化武事件积极发挥自身在叙利

亚事务中领导作用的期望最终因美国的“出卖”而落空ꎮ 对此ꎬ法国一直耿耿于怀: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ꎬ奥朗德声称叙利亚局势的恶化必须归咎于西方国家ꎬ“如果一年前(即

２０１３ 年)大国对叙利亚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作出反应ꎬ我们就不会在独裁者和恐怖分

子之间作出糟糕的选择”ꎬ叙利亚反对派“应该得到我们的支持”ꎮ⑤

(２)“１１１３”事件发生后

在这一时期ꎬ法国改变了此前对叙利亚的政策立场ꎬ重心转向打击“伊斯兰国”等

恐怖势力ꎮ 近年来ꎬ极端恐怖组织在中东如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活动十分活跃ꎮ 尤其是

原先的“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于 ２０１４ 年宣布建立“伊斯兰国”ꎬ甚至妄图“统治”整个

伊斯兰世界ꎮ 随着“伊斯兰国”势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迅速蔓延ꎬ叙利亚东北部的

大部分地区已被“伊斯兰国”控制ꎬ暴力冲突不断升级ꎮ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ꎬ法国参加了美国

主导的反恐国际联盟ꎬ但实际上该联盟中各国打击“伊斯兰国”的方式不尽相同: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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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４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７.

李文红:“德国对叙利亚危机政策的演变及其原因”ꎬ«德国研究»２０１６ 年第 ３ 期ꎬ第 ２４－２５ 页ꎮ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Ｓｈｕｍｉｌｉｎꎬ “Ｔｈｅ Ｓｙｒｉａｎ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ｎｄ Ｒｕｓｓｉａ’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Ｇｕｌｆ”ꎬ ＧＲＣ Ｇｕｌｆ Ｐａｐｅｒꎬ Ｍａｙ ２０１４ꎬ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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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仅限于谴责“伊斯兰国”的恐怖行动ꎬ而法、英、德等国则承诺提供军事或人道主

义援助ꎮ① 尤其是奥朗德政府不仅积极响应和支持美国的反恐号召ꎬ而且迅速派法国

空军对伊拉克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实施了空袭ꎻ法国还向库尔德武装提供了弹药ꎬ并

在伊拉克投放了超过 ６５ 吨的人道主义救援物资ꎮ② 然而ꎬ由于法国等西方国家在打

击“伊斯兰国”等问题上的认识并不统一ꎬ因而在具体行动中始终表现得优柔寡断甚

至故意纵容“伊斯兰国”势力的扩张ꎮ

随着 ２０１５ 年巴黎等地陆续遭受一系列严重恐怖袭击ꎬ法国积极在伊拉克和叙利

亚等地实施空袭行动ꎬ并寻求通过国际合作共同打击“伊斯兰国”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ꎬ«查

理周刊»总部遭袭后ꎬ奥朗德谴责这是一次恐怖主义袭击ꎮ 法国一方面加强了国内反

恐的力度ꎬ包括对本国极端恐怖组织和个人的监控ꎬ以及本国公民出入叙利亚等中东

地区情况的边检ꎻ另一方面ꎬ在欧盟层面上加强与其他成员国的情报共享等合作ꎬ严防

恐怖分子混入难民潮进入本国及欧盟境内等ꎮ 法国还举行紧急反恐会议ꎬ与美国探讨

联合反恐ꎬ在情报交换、技术与互联网等方面与美国加强合作ꎮ 在美国的支持与法国

的推动下ꎬ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反恐联盟举行会议ꎬ开始讨论如何打击从国外进入

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圣战”分子ꎬ以及如何切断“伊斯兰国”的资金来源等ꎮ 法国时任

外长洛朗法比尤斯(Ｌａｕｒｅｎｔ Ｆａｂｉｕｓ)对媒体表示:“法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

是打击恐怖主义”ꎮ③ ２０１５ 年ꎬ欧洲遭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为严重的难民

危机ꎮ 法国民众在接收难民方面态度消极ꎬ但在支持政府打击“伊斯兰国”宗教极端

势力方面却非常积极ꎮ ９ 月ꎬ一项由法国 Ｏｄｏｘａ 民调机构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ꎬ６１％

的受访者支持法国政府军事介入叙利亚、打击“伊斯兰国”ꎮ④ 因此ꎬ奥朗德在呼吁公

众支持接纳难民的同时ꎬ宣布将加大打击“伊斯兰国”的力度ꎬ从源头铲除产生难民的

根源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法国对叙利亚境内的 “伊斯兰国”目标进行了首次空袭ꎮ 与此同

时ꎬ仅 ２０１５ 年到 ２０１６ 年底ꎬ法国就曾先后遭受几次较大规模的恐怖袭击ꎬ共造成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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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情况下ꎬ法国对叙利亚的政策立场有所调整ꎬ将“伊斯兰国”而非巴沙尔政权

视为法国在叙利亚最大的敌人ꎮ 例如ꎬ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巴黎恐怖袭击事件爆发后ꎬ法国

宣布同宣称对袭击负责的“伊斯兰国”进入“战争”状态ꎬ奥朗德第一时间宣布“阿萨德

不是法国的敌人ꎬ‘“伊斯兰国”’才是”ꎮ① 法国还决定将在未来两年内接纳 ３ 万名难

民ꎬ并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进行军事打击ꎮ 在欧盟层面上ꎬ法国启动了«里斯

本条约»有关“相互援助”条款ꎬ以寻求其他成员国对法国反恐行动的支持ꎮ 此外ꎬ在
联合国层面上ꎬ由法国起草的安理会第 ２２４９ 号决议于 １１ 月获得一致通过ꎬ该决议授

权“有能力的会员国”可根据国际法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受“伊斯兰国”控制的领土

上ꎬ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打击“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行为ꎮ 法国对 １２ 月联合国安理会

一致通过的关于采取相关措施切断“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的第 ２２５３ 号

决议表示欢迎ꎮ②

２０１５ 年爆发的恐怖袭击事件使法国的叙利亚政策发生了变化ꎮ 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ꎬ法国对叙利亚内战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ꎬ改变了此前坚持巴沙尔必须下台的立

场ꎬ并得到了西班牙、德国等的支持ꎻ第二ꎬ法国将反恐列为其中东政策的优先项ꎬ加大

了军事打击“伊斯兰国”的力度ꎬ默认甚至配合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行动ꎮ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俄罗斯开始在叙利亚实施打击“伊斯兰国”的空袭行动ꎬ法国等西方国家原本并

不愿意看到由俄罗斯掌握打击“伊斯兰国”和解决叙利亚问题的主导权ꎻ但恐袭事件

发生后ꎬ法国开始尝试同俄罗斯建立新的国际反恐联盟ꎬ并寻求对联盟的主导权ꎻ第
三ꎬ法国一方面宣布接纳更多难民、在国际舞台上高调展现人道主义的姿态ꎬ另一方

面ꎬ其“价值观至上”的改造中东的民主化政策逐步转为务实的国际反恐合作与推动

叙利亚问题的和谈等ꎮ
总之ꎬ在面临难民危机和恐怖袭击威胁等挑战的情况下ꎬ奥朗德调整了法国对叙

利亚内战的态度ꎬ加大了打击“伊斯兰国”与反恐的决心与力度ꎮ 但需要指出的是ꎬ鉴
于奥朗德执政时期的经济持续低迷与军事实力不足等情况ꎬ法国实际上并不希望长期

陷入叙利亚内战之中ꎬ其空袭“伊斯兰国”的行动效果也比较有限ꎮ 而且ꎬ法国等“非
穆斯林”域外国家高调介入叙利亚事务ꎬ反而可能使自身成为极端分子和恐怖组织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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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的目标ꎮ①

三　 影响法国未来对叙政策走向的几个因素

叙利亚因其在中东的地缘战略意义ꎬ长期以来都是法国全球战略构建以及发挥大

国角色作用的重要支点ꎮ 大国的博弈、地区力量格局的变化、政治意识形态的分歧ꎬ以
及教派的冲突等多种因素的交织ꎬ使叙利亚问题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ꎮ 在此背景下ꎬ
如何把握法国未来对叙利亚的政策走向? 笔者认为ꎬ事物的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

用的结果ꎬ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ꎮ 如果遵循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去梳理法国对叙政策

史ꎬ可以发现:从内因上看ꎬ自戴高乐以来的“大国情结”一直是法国对外政策的固有

传统ꎬ法国历届政府坚持不懈地在叙利亚问题上发力ꎬ正是这种情结的鲜明写照ꎮ 从

外因上看ꎬ美俄等域外大国的权力博弈和中东地区力量的分化组合ꎬ又无时无刻不对

法国对叙利亚的外交雄心和政策布局产生深刻的影响ꎮ 基于自身实力的考虑ꎬ法国的

“大国情结”必须立足于叙利亚问题中各种具体而现实的情势ꎬ只有与大国和地区力

量的诉求相调和ꎬ才能确保自身利益的最大化ꎬ而这也是自始至终贯穿法国对叙政策

的一条主线ꎮ 下文将着重从法国的“大国情结”、美俄等域外大国在中东的博弈ꎬ以及

法国与海湾国家关系三方面ꎬ探析影响法国对叙政策演变与调整的内部与外部因素ꎬ
以期更好地把握未来法国对叙利亚乃至中东政策的走向ꎮ

(一)法国的“大国情结”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ꎬ法国尽管实力衰落ꎬ国际地位下降ꎬ但却怀有深深的“大

国情结”ꎮ 傲慢自负、争强好胜的“高卢雄鸡”是法国独特政治文化的象征ꎬ而从拿破

仑三世到戴高乐ꎬ法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恢复大国的光荣ꎮ② 因此ꎬ法
国具有明显的“大国梦”情结ꎬ③以自强、独立、保持大国地位为主要内容的戴高乐主义

成为法国外交的重要传统之一ꎮ
在戴高乐时期法国采取了在中东北非地区去殖民化的阿拉伯政策ꎬ发挥了在阿拉

伯事务中不同于美苏的大国作用ꎮ 后来ꎬ法国在德斯坦、密特朗时期分别采取了“阿
以平衡”和“不偏不倚”的中东政策ꎬ在中东和平进程中发挥了独特而积极的大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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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ꎮ 在后冷战时期希拉克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ꎬ在 ２００３ 年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ꎬ
扩大了在中东和阿拉伯世界的影响ꎮ 此外ꎬ２００１ 年“９１１”事件后ꎬ美国先后将叙利

亚纳入支持恐怖主义的“无赖国家”和“邪恶轴心”名单ꎬ而希拉克则致力于加强法国

与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政治、经济关系ꎮ 因此ꎬ“与美国不同”成为素有“大国情结”的
法国发挥国际影响力的重要特征之一ꎮ 萨科齐上台后虽然调整了法国的外交战略ꎬ奉
行“大西洋主义”和亲美路线ꎬ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国成为美国背后一个亦步亦趋的“小
伙伴”ꎮ 事实上ꎬ法国在中东北非事务上采取了比美国更积极的干预政策ꎮ 例如ꎬ在
２０１１ 年法国等“欧盟国家一反冷战后追随美国动武的定式”ꎬ①成为军事干预利比亚

的急先锋ꎮ 在叙利亚内战中ꎬ萨科齐固然紧随美国进行干预ꎬ包括要求巴沙尔下台、对
叙实施经济制裁等ꎮ 但需要看到的是ꎬ萨科齐在拥抱“大西洋主义”的同时ꎬ曾将叙利

亚纳入他倡导成立的地中海联盟的名单ꎬ致力于谋求法国在地中海地区作为大国的影

响力ꎮ 至于奥朗德的社会党政府ꎬ其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厚ꎬ更重视人权等问题ꎬ因此

他上台后法国将叙利亚内战视为“阿拉伯之春”的一部分和民主改造中东的良机ꎬ在
干预叙利亚事务中的态度和立场有时甚至比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ꎮ 而在 ２０１５ 年巴黎

恐袭事件发生后ꎬ“奥朗德政府积极打击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势力ꎬ是法国在国际舞

台上发挥独立大国作用的必然选择ꎮ”②因此ꎬ法国高举反恐大旗将打击“伊斯兰国”和
反恐作为其中东政策的优先项ꎬ并试图在国际反恐行动中发挥主导者的作用ꎮ

可以说ꎬ戴高乐之后的法国历届政府ꎬ无论属于左翼还是属于右翼ꎬ几乎都坚持奉

行了具有戴高乐主义色彩的独立外交政策ꎮ③ 就法国的中东和叙利亚政策而言ꎬ历届

总统虽然在采取的具体政策立场和手段等方面有所不同ꎬ但其政策目标基本上都是为

了强化法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追求世界大国地位ꎮ 在叙利亚内战发生后ꎬ法国更

是通过对叙利亚巴沙尔政权施压、支持和武装叙反对派以及寻求与美俄等大国的协调

等举措ꎬ促使叙利亚局势朝着有利于法国中东政策的方向发展ꎬ致力于展现法国作为

世界大国的影响力ꎮ 因此ꎬ纵观法国的叙利亚政策在不同时期的演变与调整ꎬ其“大
国情结”一直发挥着持续而深远的影响ꎮ 在当前欧洲面临难民危机和恐怖袭击威胁

的背景下ꎬ法国对叙利亚的政策有着较为明确的利益定位和目标指向ꎬ但在其“大国

情结”的影响下ꎬ法国也希望通过推动叙利亚和谈进程争取在中东事务上获得大国的

话语权ꎮ
然而ꎬ尽管拥有浓厚的“大国情结”ꎬ但现实中的法国在外交上却常常表现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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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余而力不足”ꎮ “法国是个中等强国ꎬ但追求的是大国地位”ꎬ①法国的对外战略目标

与其实力之间的矛盾难以避免ꎮ 例如ꎬ法国对叙利亚的干预政策并未如其所愿实现巴

沙尔下台等“民主变革”的目标ꎬ反而引发了难民问题、恐怖袭击以及“伊斯兰国”崛起

等恶果ꎬ更未能在叙利亚问题上获得与美俄同等的主导权ꎮ 在叙利亚问题上ꎬ客观而

言ꎬ无论是从国家实力上看还是从政策效果上看ꎬ法国都不过是一个有着大国梦想的

二流国家ꎮ

(二)美、俄等域外大国在中东的博弈

长期以来ꎬ中东一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之一ꎮ 冷战结束后尤其是 “９１１”事

件以来ꎬ美国在中东地区投入了巨大的战略资源ꎬ进行了数次军事干预ꎬ逐渐巩固了其

在中东地区事务上的主导权ꎮ 但后来由于经济和战略等因素ꎬ美国在中东北非地区事

务上投入的精力有限ꎬ尤其是在奥巴马任期内ꎬ美国在中东进行了战略收缩ꎮ 事实上ꎬ
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后逐渐放弃了“确保领导地位”(ｐｒｉｍａｃｙ)战略ꎬ转而实行战略收缩ꎬ

不再“事事出头”ꎬ而是求助于各种联盟ꎬ希望盟友协助它承担沉重的防务负担ꎮ② 例

如ꎬ在 ２０１１ 年的利比亚战争中ꎬ法国等欧洲国家承担了一半以上的空中打击任务ꎬ③

美国则主要扮演了“幕后领导” ( ｌｅａｄ ｆｒｏｍ ｂｅｈｉｎｄ)的角色ꎬ从而开创了西方国家干预

地区与国际事务的“利比亚模式”ꎮ 此外ꎬ奥巴马从其第一个任期开始就将战略重心

转向亚太:２０１１ 年ꎬ时任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提出要打造“美国的太平洋世

纪”ꎮ④ ２０１２ 年ꎬ奥巴马提出“再平衡” ( ｒｅｂａｌａｎｃｅ)战略ꎬ将美国的战略重心从欧洲及

中东等热点冲突地区转向东亚ꎮ⑤ 因此ꎬ随着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和“阿拉伯

之春”的爆发ꎬ在美国希望结束伊拉克战争ꎬ尽快从叙利亚动乱、伊朗核危机以及巴以

和谈僵局等问题中脱身而实施战略东移的情况下ꎬ中东地区出现某种程度的“权力真

空”给法国的“重返中东”提供了历史机遇ꎮ

二战结束后ꎬ苏联同美国在中东地区展开了竞争ꎬ并将大多数阿拉伯国家纳入自

己的势力范围ꎮ 后冷战时期ꎬ俄罗斯在中东的战略空间遭到挤压ꎬ叙利亚成为其在中

东－地中海地区的最后一个海外“据点”ꎮ 因此ꎬ在美国从中东进行战略收缩的同时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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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却不断加强对中东的战略布局和投入ꎬ以此撬动因乌克兰危机等恶化的俄美、

俄欧关系ꎬ缓解西方的战略挤压ꎮ 在叙利亚内战爆发后ꎬ俄罗斯是除美国外对中东地

区事务有较强影响力的域外大国之一ꎬ同时也是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坚定支持者ꎮ 例

如ꎬ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叙利亚化武危机期间ꎬ俄罗斯反对美国和法国采取军事干涉行动ꎬ以

避免削弱巴沙尔政权的军事优势及其抵御反对派进攻的能力ꎮ①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ꎬ俄罗斯

开始在叙境内打击“伊斯兰国”ꎮ 进入 ２０１７ 年后ꎬ俄罗斯联合伊朗、土耳其举行了两

次叙利亚问题和谈ꎬ大有抛开美国和法国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叙利亚问题日内瓦和谈机

制而另起炉灶之势ꎮ ２０１７ 年 ４ 月ꎬ俄罗斯否决了由美、英、法三国向联合国安理会提

出的有关叙利亚化武事件的决议草案ꎬ成为其在过去六年里连续第八次否决西方针对

叙利亚问题的决议ꎮ 对此ꎬ美国自然不甘心由俄罗斯主导叙利亚问题乃至中东格局的

发展方向ꎮ 可见ꎬ美俄两个域外大国的博弈使得法国只能在“夹缝”中寻求对中东地

区事务有限的话语权ꎮ 事实也证明ꎬ法国奥朗德政府的叙利亚政策时常遭遇美、俄的

制约而陷入孤立与被动的境地ꎮ

由于缺乏有效的大国协调与制衡机制ꎬ中东地区战略格局仍将具有结构性失衡的

基本特征ꎮ② 可以明确的一点是ꎬ美国在今后并不会放弃对中东事务的干涉ꎻ２０１７ 年

４ 月ꎬ美国以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为由向该国发射了数十枚巡航导弹ꎬ这是叙利

亚内战爆发六年来美国首次实施直接军事行动打击叙政府军ꎮ 这似乎已向世界传达

了某种信息ꎬ即美国对中东局势拥有强大而直接的干涉能力ꎮ 法国的“大国梦”使得

它对美国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ꎬ而同俄罗斯的反恐合作也是“半心半意”ꎮ 到目前

为止ꎬ特朗普的中东战略目标仍比较模糊ꎬ美俄博弈也处于相对的僵持期ꎬ这使法国在

后冷战时代再一次有机会发挥美俄以外的“第三种力量”的作用ꎬ但这种夹缝中的“第

三种力量”的角色能够扮演多久ꎬ恐怕主要并不取决法国本身ꎬ而是取决于美俄双方

在叙利亚究竟有多大的战略雄心以及美俄关系未来的走向ꎮ

(三)中东海湾地区力量格局的变化

随着“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中东地区力量格局的变化ꎬ法国的中东政策和叙利亚

政策也出现重大变化ꎮ 这主要表现:第一ꎬ法国对“阿拉伯之春”的支持使其对叙利亚

采取了较为激进和强硬的政策ꎻ第二ꎬ法国希望同沙特等海湾国家建立新的联盟关

系ꎬ③这在一定意义上“抛弃”了叙利亚巴沙尔政权ꎮ ２０１０ 年底ꎬ发端于突尼斯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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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潮迅速横扫了几乎整个阿拉伯世界ꎮ 对于这场西方所谓的“阿拉伯之春”的发展速

度和随之而来的恶果ꎬ法国似乎颇为意外ꎬ以至于最初显得有些猝不及防ꎮ① 但在叙

利亚内战爆发后ꎬ法国将其视为“阿拉伯之春”中又一场“民主对专制”的运动ꎬ以及在

中东地区进行民主改造的“良机”ꎮ② 而在这场中东北非剧变中ꎬ海湾国家积极配合法

国等西方国家高调干涉其阿拉伯邻国的内政ꎬ卡塔尔甚至很早就扮演了西方干预中东

事务的“特洛伊木马”角色ꎮ③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ꎬ由逊尼派掌权的沙特遭遇了被

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等什叶派包围的地缘政治噩梦ꎬ而被称为“阿拉伯民族主

义的摇篮”④的叙利亚被视为所谓“什叶派新月带”上最为薄弱的一环ꎮ 长期的教派分

歧与现实的地缘政治冲突等ꎬ使得沙特与叙利亚势同水火并希望除之而后快ꎮ⑤ 因

此ꎬ在叙利亚问题上ꎬ海湾国家都积极向巴沙尔政权施压ꎬ承认并扶植叙反对派ꎬ还呼

吁联合国加大对叙制裁ꎮ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ꎬ叙利亚胡拉镇平民遭屠杀事件发生后ꎬ沙特、

卡塔尔等国借机推动实现叙利亚政权的更替ꎬ⑦这与法国希望巴沙尔下台的政策立场

相同ꎮ 此外ꎬ如前所述ꎬ法国与海湾国家都积极承认叙反对派“全国联盟”为叙利亚人

民的唯一合法代表ꎻ而在 ２０１３ 年的叙利亚化武问题上ꎬ法国曾希望同美国一起对巴沙

尔政权实施军事打击ꎬ但美国最终放弃了军事行动ꎬ并顶住沙特等国的压力与伊朗达

成了核问题协议ꎮ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重新平衡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和教派力量格局、防
止逊尼派在地区一派独大的考虑ꎬ⑧但却让沙特对美国感到不满而支持法国在叙利亚

与伊朗核问题上的强硬态度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ꎬ沙特联军在也门打击胡塞反政府武装的

行动则得到了法国支持ꎮ 这些都为法国和海湾国家在叙利亚问题上采取相同或相近

的立场ꎬ并促进彼此关系的加强奠定了良好基础ꎮ
早在“阿拉伯之春”前ꎬ法国就加强了在海湾地区的存在和布局ꎮ 例如ꎬ２００９ 年萨

科齐访问阿联酋期间就参加了启用法国在阿布扎比设立的永久军事基地的仪式ꎬ并对

阿联酋表示:“当你们的安全受到威胁时ꎬ法国将坚定不移地站在你们一边ꎮ”⑨此外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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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同美国争夺中东的军火市场ꎬ法国已成为海湾国家的主要武器供应国ꎮ ２０１３ 年ꎬ法

国对全球武器出口额占比仅为 ７.２％ꎬ远低于美国(５２％)ꎻ但 ２０１４ 年法国武器出口额

尤其是对中东的武器出口大幅上升ꎮ①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ꎬ法国与沙特在飞机、核能等领域

达成多项重要合作协议ꎻ１０ 月ꎬ法国与沙特签署了价值 １００ 亿欧元的合作协议ꎬ涵盖

军事、能源、卫星等领域ꎬ其中包括沙特向法国订购的 ３０ 艘巡逻艇ꎮ

近年来ꎬ法国加强了与沙特等海湾国家在各领域的关系ꎮ 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亚

太而“撤出”中东ꎬ令沙特等美国传统盟友感到不满ꎻ而由于在叙利亚局势、伊朗核问

题以及沙特是否要在“９１１”恐袭事件中承担责任等问题上的分歧ꎬ沙特与美国的关

系遇冷ꎮ② 在这种情况下ꎬ沙特出于政治平衡考虑希望加强与法国的关系ꎬ法国则在

“抛弃”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同时将沙特视为扩大其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新的战略支

点ꎮ 仅在 ２０１５ 年ꎬ奥朗德就两次出访沙特ꎬ先是出席了沙特前国王阿卜杜拉的吊唁活

动ꎬ后又以“荣誉贵宾”身份出席了海湾合作委员会首脑会议ꎮ 奥朗德成为第一个应

邀参加海合会峰会ꎬ同时也是第一个与沙特新国王萨勒曼会谈的西方国家首脑ꎮ 法国

被视为海湾地区“最可靠和最可信”的伙伴ꎬ在经贸领域与卡塔尔、沙特等签署合同、

洽谈合作项目ꎬ在安全方面则与沙特就伊核问题达成共识ꎮ 此次峰会标志着法国与海

湾国家之间“特殊伙伴关系”的开始ꎮ

四　 结论与展望

本文回顾了法叙关系的发展历史ꎬ检视了战后法国对叙利亚政策的演变特别是法

国在叙利亚内战中的政策ꎬ并从法国的外交传统、域外大国在中东的博弈ꎬ以及法国同

海湾国家的关系等方面分析了影响法国对叙政策的几个重要因素ꎮ 在“阿拉伯之春”

爆发前ꎬ维持叙利亚的和平与稳定是法国对叙政策的主要目标ꎮ 但之后因应“阿拉伯

之春”的冲击ꎬ萨科齐和奥朗德调整了法国对叙利亚的政策ꎬ试图对叙利亚进行“民主

改造”ꎬ采取了政治施压、外交孤立、经济制裁、军事打击威胁等各种手段ꎮ 在“抛弃”

巴沙尔政权的同时ꎬ与沙特等海湾国家建立了一种“准盟友”的特殊伙伴关系ꎬ以增强

和扩大其在中东海湾地区的影响ꎮ 而随着地区动荡导致恐怖主义和难民压力上升ꎬ法

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激进立场又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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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ꎬ法国的叙利亚政策既带有促进民主的价值诉求ꎬ也体现了明显的地缘

政治意图ꎬ这使法国一方面常常追随或支持美国的立场ꎬ另一方面又通过更为积极的

对叙干涉重塑与地区力量的关系ꎬ展现出自身的独立性ꎮ 此外ꎬ应对叙利亚问题引发

的恐怖主义ꎬ也逐渐成为法国对叙政策的重要考量之一ꎮ 那么ꎬ法国叙利亚政策的效

果如何? 从远期目标看ꎬ谋求中东事务上的大国地位显然是法国政策的核心诉求ꎮ 就

近期目标来看ꎬ法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确立了三个方面的政策优先项:第一ꎬ尽量从人道

主义方面改善局面ꎻ第二ꎬ恢复谈判ꎬ以确保可信的政治过渡ꎻ第三ꎬ继续打击恐怖主

义ꎮ① 然而ꎬ事实证明ꎬ法国对叙利亚的干预政策不但给叙利亚人民带来了战争与伤

亡ꎬ还导致欧洲遭遇了二战以来最大的难民危机ꎻ叙利亚和谈之路依然坎坷ꎻ而且ꎬ法

国高调反恐却接连遭遇恐怖袭击ꎬ其军事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更多具有象征意义ꎮ

至于说法国在中东事务上的大国地位ꎬ就目前看也是遥遥无期ꎮ 总之ꎬ在叙利亚问题

上ꎬ法国这只“高卢雄鸡”既有“宗主国”情怀又有“大国情结”ꎬ既要维护传统利益又

要与美国、俄罗斯等进行博弈ꎬ既要推动叙利亚的“民主改造”又难以承受政治动荡带

来的恐怖主义和难民潮ꎮ 简而言之ꎬ叙利亚局势的发展演变是检视法国对外政策的一

面镜子:空有政策雄心ꎬ但实际上却难以发挥与自身实力并不匹配的大国影响ꎬ这是冷

战结束以来法国在国际舞台上长期面临的困局ꎮ 在可预见的将来ꎬ受基本实力的限

制ꎬ法国的叙利亚政策仍可能时常面临“力不从心”的尴尬境地ꎮ 法国总统大选即将

揭晓ꎬ法国的叙利亚和中东政策如何走向ꎬ与谁将主掌爱丽舍宫ꎬ以及此后法、美、俄等

与叙利亚和中东各国各种力量如何博弈等问题密切相关ꎬ有待学界继续关注ꎮ②

(作者简介:赵纪周ꎬ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ꎻ责任编辑:张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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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ꎬ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２１ 日ꎬ法国总统候选人、极右翼“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表示ꎬ若当选ꎬ法国
将恢复与叙利亚政府的关系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