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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冲突”硝烟再起与地区国家反应
王霆懿  段九州  刘岚雨  杨  光

2021 年 4 月中旬以来，斋月与疫情夹杂中的巴勒斯坦与以色列重燃战火，直至 5 月 21 日双方达成停火协议。本轮冲突前

后长达一个多月，引发相关力量的多轮联动反应。其间，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武装力量哈马斯与以色列互射火箭弹和导弹，战

火布满夜空，致使数百人伤亡。不仅如此，以色列国内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也爆发了激烈冲突。埃及、土耳其、伊朗、沙

特等多国接连表态，一度因“亚伯拉罕”协议而似乎边缘化的巴以问题，再次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此次“巴以冲突”因何

而起并产生哪些影响？相关地区国家如何回应？这些是本文的关注要点。

一、 冲突发展脉络

此次冲突并非源自单一事件，而是由两个事件共同导致，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长期以来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侵蚀和

对巴勒斯坦人权益的压制。首先，以色列试图强行驱逐东耶路撒冷谢赫 · 加拉 (Sheikh Jarrah) 社区的 6 个阿拉伯家庭，引发 5

月 6 日当地居民示威反抗。1 同时，斋月期间以色列警方射杀 3 名巴勒斯坦人，导致巴勒斯坦朝觐者在阿克萨清真寺抗议，引

发双方激烈对抗。2 冲突甚至蔓延到 1967 年前的以色列境内，许多年轻的阿拉伯裔以色列人在混居的“典范”城市掀起暴力和

破坏活动，较为罕见。（见表一）

表一 巴以矛盾升级关键事件节点表

时间 事件

4 月 13 日 以色列警察进入阿克萨清真寺，剪断电源线，干扰巴勒斯坦人宣礼。

4 月 22 日 以色列极右势力在耶路撒冷游行示威，高呼“阿拉伯人去死”。3

5 月 7 日
阿克萨清真寺的巴勒斯坦朝觐者与以色列警察之间发生冲突，以色列警方攻入阿克萨清真寺，冲突造成 300 多名巴
勒斯坦人受伤。4

5 月 9 日 谢赫 · 加拉的犹太定居者持武器准备自卫 ；居民区的矛盾与阿克萨清真寺的骚乱发生了联动。

5 月 10 日 加沙哈马斯向耶路撒冷发射火箭弹，以色列随后予以回击。

5 月 11 日 以色列国防军（IDF）正式发动针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城墙守护者”（Operation Guardian of the Walls）。

5 月 12 日 以色列空军摧毁加沙警察总署，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 850 枚火箭弹。

5 月 14 日―16 日 以色列持续对加沙进行空袭和地毯式轰炸，造成 1500 多人伤亡 5

5 月 20 日 双方宣布停火

表格来源：作者自制

冲突爆发 11 天后，以色列与哈马斯在埃及斡旋下宣布停战。据加沙卫生部门称，此次冲突共造成 243 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其中包括 66 名儿童，近 2000 人受伤 ；以色列方面称有 12 名以色列人死亡，数百人受伤。6 以军方表示，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

了超过 4300 枚火箭弹，而以方则在加沙境内打击了超过 1000 个军事目标。7 自哈马斯 2007 年主导巴勒斯坦加沙地区以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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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列与之有过 4 次大规模冲突，分别发生在 2008 年 12 月 27 日至 2009 年 1 月 18 日，2012 年 11 月 14 日―21 日，2014 年 7

月 8 日—8 月 26 日，以及此次 2021 年 5 月。从军事角度来看，此次冲突与历次加沙地区冲突相比，双方的伤亡人数与受损程

度没有显著差异。没有地面入侵的军事行动难以确保全面的军事胜利，因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主导的空中打击和定点

清除难以对哈马斯构成根本伤害。

二、双方政治盘算

近 15 年来，加沙冲突被当作解决以色列国内选举难题的重要手段之一。以色列作为占据绝对军事优势的一方，掌握冲突

升级的绝对主导权。考虑到火箭弹成本低廉且命中率较低，即使双方未发生大规模冲突，哈马斯也时常向以色列的南部地区

发射火箭弹。然而，四次大规模加沙冲突中的三次都与以色列选举有密切联系。2008 年，时任以色列政府对哈马斯的军事回

应较慢，被当时的反对派利库德集团趁势反击，后者强调会更强硬且迅速地对哈马斯采取军事行动。利库德的强硬政策获得

了民意支持，时任左翼政府在随后选举中被利库德集团所取代，内塔尼亚胡第二次当选以色列总理。此后，内塔尼亚胡如法炮制，

在 2012 年发动对加沙的军事行动，并在 2013 年成功连任，且支持率相较于上一年增长了 4%。

政治剧本时常重复上演，对于深陷政治危机和贪腐指控的内塔尼亚胡而言，此次冲突升级有助于其转移选举危机、拆散

反对派联盟。目前，反对内氏的以色列右翼以及中左翼政治联盟正在尝试组阁。若反对派组阁成功，内塔尼亚胡将直面贪污指控、

甚至身陷囹圄。然而此次冲突爆发后，反对内塔尼亚胡的以色列右翼政党退出了组阁谈判，致使反对派联盟很难在 6 月 2 日

期限前完成组阁。这一结果可能引发以色列新一轮大选，而近日的加沙冲突将有助于内塔尼亚胡获得更多支持、增加连任概率。

对于哈马斯来说，此次冲突也有政治获益。截止北京时间 5 月 21 日晚，哈马斯单方面宣布此次冲突胜利。8 在巴以宣布停

火后，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走上街头庆祝，在被以色列占领的东耶路撒冷也有居民上街举着巴勒斯坦国旗庆祝停火。9

哈马斯通过对以色列的强硬回击，将自身打造成耶路撒冷和阿克萨清真寺的保卫者、反抗以色列占领的民族捍卫者和以色列

境内阿拉伯裔的代表。同时，哈马斯此举也打压了约旦河西岸袖手旁观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进一步增强了自身合法性和民

众支持度。因此，尽管哈马斯付出了一定代价，许多军事领导人遇袭身亡，但仍获得了较大的政治收益。

三、地区国家的连锁反应

（一）埃及的应对举措和政策效果

作为巴以的重要邻国和主要调停国，埃及在此次冲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实际情况来看，埃及采取了以下举措 ： 1. 向加

沙地区发送紧急援助，包括食品、医疗用品和燃料 ； 2. 拨款 5 亿美元用于加沙重建 ； 3. 准备 11 家医院接收受伤的巴勒斯坦人，

部署 160 辆救护车 ；4. 向北西奈省的医院部署 37 个医疗队，接收受伤的巴勒斯坦人并对他们进行救治 ；5. 埃及的“埃及万

岁”(Tahya Misr) 基金准备向加沙地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车队，其中有 100 多个集装箱的物资 ；6. 在区域和国际层面上开展

外交活动，敦促各方阻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的侵略 ；7. 埃及情报总局与参与危机的各方合作，促成实现停火 ；8. 向联合

国安理会、阿拉伯联盟和欧盟的重要成员国讲话，以采取明确和坦率的立场，从根源上结束危机，找到永久解决方案，包括

在 1967 年的边界上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埃及积极参与调停举动，达到了以下两个政策效果 ：

重拾在巴以问题上的主动权和领导权。埃及曾长期扮演巴以问题调停者的角色，但由于近几年国力的下降，埃及的作用

被边缘化。塞西政府希望通过此轮冲突调停恢复自身作为核心调停者的地位。埃及调停巴以冲突，有三个方面的优势 ：一是

埃及是地区内的穆斯林大国 ；二是埃及同以色列政府、法塔赫和哈马斯都维持着良好关系，也曾多次斡旋各方冲突 ；三是巴

以问题也牵扯埃及自身的国家安全，特别是边境安全，因此埃及迫切希望各方能止暴制乱，重回谈判。5 月 20 日，巴以双方

宣布接受在埃及斡旋下达成的停火协议，这可能会极大提升埃及在地区内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并为今后协调巴以进一步谈判

提供保障。10

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自 2013 年埃及军方上台以来，西方国家对埃及的政治态度冷淡，从未恢复到穆巴拉克时代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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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西政府认为，巴以问题是西方大国的共同关注且是埃及能够实际发挥作用的议题，希望借此机会拉近与传统西方盟友的合

作关系。5 月 18 日，埃及总统塞西出席在巴黎爱丽舍宫举行的关于巴勒斯坦领土问题的三方首脑会议，法国总统马克龙和约

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共同参加了此次峰会。马克龙对埃及在巴以冲突中发挥调解作用表示支持。埃、法两国总统决定共同努力，

敦促冲突双方尽快停火，防止冲突进一步蔓延。在 5 月 20 日达成巴以停火协议后，美国总统拜登与埃及总统塞西通话，称双

方会就巴以问题“保持经常性的沟通”，这被视为埃及与美国关系在近年来的重大突破。11 此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表达

了对埃及劝和促谈努力的赞赏。12

（二）土耳其的应对与动机

相比埃及，土耳其的批评更为强烈，但实质援助不多。埃尔多安批评以色列对阿克萨清真寺的袭击，称以色列为“恐怖

国家”，并呼吁穆斯林国家对巴以冲突展现出统一和明确的立场。同时，他还强烈批评美国和奥地利等西方国家对以色列的偏袒。

在国际层面，埃尔多安积极与教皇通话，呼吁国际社会制裁以色列以终止“屠杀”；在伊斯兰议会组织中倡议召开紧急会议讨

论巴以问题 ；与阿尔及利亚、卡塔尔、印度尼西亚、约旦、科威特和巴基斯坦等穆斯林国家的领袖通话讨论巴以问题 ；与普

京通话，提出派出“国际部队”以保护巴勒斯坦平民免受以色列侵害。同时，土耳其援助机构还向巴勒斯坦红新月会发送价

值 60260 美元的药品和医疗消耗品。不同于埃及，埃尔多安此举有以下两个主要动机 ：

巩固国内的政治保守派选民基础。从内政角度来讲，埃尔多安一直试图满足其党派的伊斯兰基础，而巴勒斯坦问题是伊

斯兰主义选民的重要关切。因此，土耳其政府在此轮巴以冲突中采取激烈的言论和措施，主要是出于国内政治原因。埃尔多

安试图通过对伊斯兰国际组织和与穆斯林国家的呼吁向国内选民展示其在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力。与此同时，土耳其对以色列

和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的攻击也强化了其在国内政治中的民族主义立场。13 五月中旬，土境内爆发了多场抗议以色列对巴勒

斯坦军事行动的示威活动，这都有利和服务于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长期以来的伊斯兰主义和民族主义话语权，并迫使主要的

反对党派在该问题上公开支持执政党的立场。

在中东地区实现外交突破。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土耳其政府一直在寻求与埃及和沙特等国家缓和外交关系，而此次巴以

冲突的爆发为其在该地区寻求外交影响打开了空间。土耳其希望通过协调对以色列的共同立场来进一步强化与埃及和沙特等

国的关系。不可否认的是，巴以问题的升级确实转移了地区的矛盾焦点，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土耳其外交孤立的局面。但由

于土耳其对巴勒斯坦各派系的影响力依然有限，因此阿拉伯国家并不依赖土耳其在此次冲突中发挥协调作用，土阿双方的互

动将是有限和暂时的。埃及及其海湾盟国期望安卡拉放宽其政策，即退出利比亚和叙利亚，停止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并避免

干涉阿拉伯内部事务。然而，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团结不太可能削减这些和解条件。14

（三）伊朗的表态和举措

以反以闻名的伊朗坚决支持巴勒斯坦的抵抗行动。伊朗政府外交部长扎里夫 5 月 12 日出访叙利亚期间，同巴勒斯坦一些

团体的领袖进行了会晤，对哈马斯在此次冲突中的强力抵抗表示赞赏，并表示将对巴勒斯坦方面给予必要的支持，以维持巴

勒斯坦方面对以色列的持续抵抗。除了政府方面，主要负责伊朗境外安全和军事行动的伊朗革命卫队在公开声明中也表示将

向巴勒斯坦起义者和人民提供更大力度的支持 , 认为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射导弹属于防御行为，并宣称支持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是

革命卫队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此外，伊朗圣城军司令伊斯玛仪 · 加尼 (Esmail Qaani) 在和哈马斯领导人通话中也承诺将为哈

马斯提供更多的后勤支持。

除了公开表态，伊朗还切实提供了以下支持 ：1. 财力支持 ：根据 2019 年以色列政府的一份报告，伊朗在 2019 年对哈马

斯的资金支持达到了 3.6 亿美元 / 年。2. 武器支持 ：此次巴以冲突中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的绝大多数导弹来自伊朗，其中包括

8 公里射程导弹、43 公里射程的 Fajr3 导弹、射程 75 公里射程的 Fajr5 导弹。此外，伊朗还向哈马斯提供了可以自爆的无人机，

该无人机在此次对以色列的袭击中成功突破了以色列防空系统的拦截。3. 政治支持 ：伊朗外长扎里夫原计划前往维也纳同奥

地利外交部长举行会晤，但是因为奥地利政府在此轮巴以冲突中采取了同情以色列的立场，所以扎里夫取消了奥地利之行。

作为世界头号敌视以色列的国家，伊朗官方并不承认以色列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相反认为以色列是巴勒斯坦的一部分，

因此伊朗并不接受所谓巴以两国方案。伊朗将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收回自己国土的抵抗运动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及提



总第 5期（2021 年 6月）

4

升自己在伊斯兰世界领导力的重要抓手，因此伊朗不仅会在巴以冲突中支持巴勒斯坦武装组织，甚至会煽动巴勒斯坦武装组

织主动发起对以色列的袭击。

虽然主流观点认为此轮巴以冲突爆发的导火索系以色列限制巴勒斯坦民众进行斋月礼拜，但是不容置否的是使此轮冲突

升级的是哈马斯对以色列首先发起的导弹袭击。从实力对比上，哈马斯显然知道自己不是以色列的对手，而且以色列对巴勒

斯坦民众的区隔政策也已执行已久，因此哈马斯此次升级对以报复，其背后离不开伊朗的支持和鼓动。此轮巴以冲突爆发前

不久伊朗最高领袖外交顾问韦拉亚提 (Ali Akbar Velayati) 的表态确实让人怀疑哈马斯向以色列发射导弹的推动者可能是伊朗，

韦拉亚提说 ：“领袖哈梅内伊很快将在耶路撒冷主持礼拜”。

（四）海湾国家的不同声调

此次海湾阿拉伯国家均对巴勒斯坦表示支持，但声调呈现明显差异。其中卡塔尔最为强硬，沙特和科威特延续了既有论调，

阿联酋则转向促谈。被视为哈马斯重要支持者的卡塔尔宣称以色列的袭击是“战争罪”。卡塔尔外交大臣穆罕默德 · 本 · 阿卜

杜拉赫曼 (Mohammed bin Abdulrahman) 为此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通话。155 月 23 日，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与流亡多哈的

哈马斯领导人伊斯梅尔 · 哈尼亚 (Ismail Haniyeh) 会面，讨论近期局势发展和加沙重建问题，被视为对哈马斯最明确的支持。16

沙特和科威特则延续了批评以色列的既有论调。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 · 本 · 法尔汉 (Faisal bin Farhan) 不惜远赴联合国大

会，谴责以色列侵犯巴勒斯坦人民权益和国际法，指责以方“威胁国际和平、安全与稳定”。沙特同时代表伊斯兰合作组织 

(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operation) 成员谴责以色列非法占据巴勒斯坦领土，掠夺巴勒斯坦人民的土地和房屋。科威特外交大

臣艾哈迈德 · 纳赛尔 · 阿勒萨巴赫 (Ahmad Nasser al-Mohammad al-Sabah) 斥责以色列所犯的所有罪行，包括非法设立定居点和

侵犯巴勒斯坦人的宗教自由。17 尽管言辞依旧激烈，但这些海湾国家并未采取过激举动。

相比于卡塔尔的直接支持和沙特、科威特的强硬言辞，去年刚与以色列建交的阿联酋则态度暧昧。两国仍保持了“悄悄的”

的外交联系，以色列新任驻阿联酋大使甚至出席了在迪拜开设的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展览会，并表示“我们在此所见与加沙的

情况，截然相反”。阿联酋实际掌权者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 · 本 · 扎耶德甚至在与埃及总统塞西的通话中表示，愿意在“巴

以和谈”中扮演一定角色，为埃及调停巴以冲突提供帮助。18 尽管阿联酋象征性地对以色列表示了抗议，并且暂停了两国之间

刚刚启动的航线，但并未触及两国日益紧密的政治联系和巨大的商业利益。目前，阿联酋是以色列的首要阿拉伯贸易伙伴。

四、此次冲突的影响

尽管此次巴以冲突的持续时间较短，并延续了以往双方在加沙地区进行循环军事报复、政治宣传、多国调停直至暂时停

战的惯例。但在“亚伯拉罕协议”之后以色列进一步突破阿拉伯国家封锁、分化瓦解反以力量并试图加速巴勒斯坦问题边缘

化的背景下，本轮冲突是对该协议和地区形势变化的重要回应，并表现出以下新的特征。

首先，巴以问题仍然是中东的核心问题之一。“亚伯拉罕协议”之后，以色列与阿联酋、巴林等多个阿拉伯国家先后建交后，

“阿以问题”进一步裂解为“巴以问题”。但此次冲突表明，“巴以问题”仍然是中东的核心问题之一，并与阿拉伯国家和穆斯

林国家深度关联。同时，作为巴方的主要代表力量之一，哈马斯与以色列的矛盾未得到根本解决，冲突爆发的诱因依然存在。

本轮冲突过程中，哈马斯的军事力量并未遭受以方彻底铲除，甚至在双方停火前 11 分钟，哈马斯武装向以色列南部又发射了

数十枚火箭弹。19 鉴于哈马斯的军事威胁尚未消除，其发射火箭弹的实力没有遭到根本性打击，因此今后加沙火箭弹小规模袭

扰以色列仍会时有发生。

其次，巴以问题延渗透至以色列境内。在本次冲突中，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发起了一系列针对犹太人的暴力行为，这

在之前的加沙冲突中较为少见。以色列自成立以来就面对犹太性与民主性的两难境地，现阶段犹太性高于民主性，这使本国

阿拉伯人在以色列国内的发展受到了抑制。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局势自 2009 年利库德上台以来不断右倾，占以色列全部人口

20% 左右的阿拉伯人在以色列国内不断受到排斥。如何回应阿拉伯裔以色列人的政治经济诉求，分配以色列国内不同种族的

政治经济权利，将成为影响以色列国内安全的重要因素。

最后，巴以问题的解决方案悬而未决。当前，巴以问题存在一国方案、两国方案与三国方案等不同模式。其中一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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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两种形式，一种是巴以共存的一国方案，另一种是只包含巴勒斯坦或以色列一方的排他性一国方案。两国方案是目前国

际社会具有较高共识度的方案，即巴以分别建国，核心是巴勒斯坦建成具有完整主权和领土的独立国家。而三国方案是当前

政治版图的现实映射，即以色列为一国 ；巴勒斯坦法塔赫为一国，占据约旦河西岸 ；哈马斯为一国，占据加沙地带。其中最

难实现的是建立独立巴勒斯坦国的两国方案，而三国方案更符合以色列的现实利益。一方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两个主要政

治力量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有意分割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制造矛盾、分化瓦解巴勒斯坦内部力量。另一方面，巴勒斯

坦两个政治派别为争夺巴方主导权而兵戎相向，给了以色列可乘之机，致使巴勒斯坦难以形成统一的政治实体，缺乏对抗以

色列的政治军事实力。由此可见，巴勒斯坦立国基础和政治蓝本的缺失，是巴以问题难以得到根本解决的关键，也将导致冲

突周而复始地循环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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