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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协议”背景下的摩洛哥—西班牙外交危机
丁辰熹

2021 年 7 月 10 日，在新一轮政府重组中，西班牙外交部长阿兰查 · 冈萨雷斯 · 拉亚 (Arancha Gonzalez Laya) 被首相佩德

1
罗 · 桑切斯 (Pedro Sánchez) 撤换。
此前因为秘密收容西撒哈拉独立运动（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领袖布拉希姆 · 加利 (Brahim

Ghali) 入境西班牙接受治疗，拉亚引发了摩洛哥与西班牙两国间长达数月的外交危机。自危机发生以来，摩洛哥和西班牙政府
互相传召大使，两国外交首长之间断绝联系，摩洛哥方面更是召回了其驻西班牙大使。在此背景下，此次西班牙外交首脑人

选的变更被视为是该国政府向摩洛哥示好的姿态。在 12 日的权力交接仪式上，新任外交部长阿尔巴尔斯 (José Manuel Albares)
表示，其上任后的首要任务便是与“我们的朋友摩洛哥”重修于好。2 7 月末，西班牙媒体爆出两国外交机构已经重新建立起了
联系，双方正在为修复两国关系展开密集谈判。这些举措无疑标志着双方关系的缓和，本轮摩洛哥―西班牙外交危机似乎也
随之暂时告一段落。本文将回顾此次外交危机的发展脉络并分析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危机的起源 ：西撒哈拉独立领袖秘密入境西班牙
本次摩 — 西外交危机的起因要追溯到 2021 年 4 月 18 日。当天，73 岁高龄的西撒哈拉人民解放阵线领袖布拉希姆 · 加利

乘坐一架阿尔及利亚飞机抵达西班牙的萨拉戈萨军事基地。在西班牙外交部的指示下，感染新冠肺炎的加利未经边检便直接
入境西班牙，此后被救护车转移至当地的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值得一提的是，西班牙政府事先并未就此事与摩洛哥方面进行

任何沟通。为了掩人耳目，加利在西班牙使用的是一本阿尔及利亚护照，化名为穆罕默德 · 本―巴图什 (Mohammed Ben Bet-

touch)。3 西撒哈拉独立运动领袖秘密入境西班牙的消息直到 4 天后才被媒体曝光。在媒体的“逼宫”下，西班牙外交部最终不得
不承认上述事件的真实性。此举引发了摩洛哥政府的强烈抗议，摩方随即传召西班牙驻摩洛哥大使，要求西班牙方面对上述
行为作出解释。

在摩洛哥政府看来，西班牙方面收容加利的行为实际上是在西撒哈拉问题上靠边站队，有违西班牙政府所宣称的中立原则。

对此，西班牙方面的解释是，收容加利入境接受治疗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方面的考虑，并无其他目的。然而，这套说辞却并
没能使摩洛哥方面感到信服。摩方认为，人道主义救助只不过是个借口，如果真是出于这方面考虑，西班牙政府大可光明正

大地与摩方进行沟通。另一方面，作为盟友，西班牙应该深知西撒哈拉问题对于摩洛哥政府的敏感性，因此，在处理有关问
题时，西班牙政府应顾及摩方感受，向盟友开诚布公，而不是在幕后进行暗箱操作。摩国政府谴责西班牙方面的秘密行动有
违睦邻友好原则，不是国际伙伴间应有的行为。

二、危机的高潮 ：移民战争
面对摩洛哥方面的质问，西班牙政府始终强调加利事件的人道主义背景，并保证此次事件并不会对双方的伙伴关系造成

影响。但在摩洛哥政府看来，这种程度的回应明显诚意不足。在接近半个月的口水战后，摩洛哥人最终丧失了耐心，他们祭
出了自己的王牌⸺非法移民。

2021 年 5 月 17 日（周一）晚至 18 日白天，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近 8000 名非法移民（大多数为摩洛哥国籍，也有

少部分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通过摩洛哥边境城市以翻墙或游泳等方式越境进入了西班牙位于非洲大陆的飞地⸺休达市。4 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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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东、北两个方向邻海，西、南则与摩洛哥接壤，与直布罗陀隔海相望，是非洲非法移民涌入
欧洲的重要跳板。在这处面积仅为 18.5 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块上，当地一共只有 8 万居民。

这波号称两国关系史上单日最大规模的非法移民让休达市政府感到措手不及，当地边防部门一时难以掌控局势，西班牙

政府不得不往两国边境部署军队以阻拦非法移民的涌入。受此次事件影响，休达市学校停课，疫苗接种计划甚至也不得不宣

告暂停。尽管一天后近半数移民便依照两国间的移民遣返协定被遣送回了摩洛哥，但真正的烫手山芋⸺约 1500 名无人陪伴
的未成年非法移民⸺却仍留在西班牙人手中。

受国际人权法、欧盟法以及西班牙国内法律的约束，在缺乏摩洛哥政府配合的情况下，这些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很难

简单地被强制遣返。5 在滞留西班牙期间，西班牙政府要尽到看管照料的义务，保障其基本权利 ；而一旦遣返不成，这些未成年

人少则为当地增加财政负担，多则改变当地的人口构成。溺水的移民、军队与移民的对峙，再加上滞留的未成年人，这波移
民潮最终演化成了一场国际人道主义危机。作为此次移民危机中利益受损的一方，尽管西班牙方面获得了各国的同情，但西
班牙政府却不得不在舆论层面背负起罔顾人权、暴力执法等骂名。

面对摩洛哥突然发起的“移民攻势”，西班牙外交部长拉亚立即传召摩洛哥驻西班牙大使，向摩方表示抗议，并指责摩洛

哥边境军警刻意放松对边境的管控。国防部长玛加丽塔 · 罗伯斯 (Margarita Robles) 也作出了强势回应，她声称摩洛哥的这波

移民潮是“对西班牙边界的侵略，也是对欧盟边界的侵略”，西班牙不会接受摩方的“敲诈勒索”，并谴责摩方“利用未成年人”
6
7
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更是亲自飞赴休达，传达了中央政府对飞地的支持，并承诺恢复边境的安全与稳定。
8
作为回应，摩洛哥方面召回了自己的大使，表明摩方无须为自己的行为做出任何辩解。
该国大使卡里玛 · 本―伊埃什 (Karima

Benyaich)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国家间的互动中，肇事的一方必须为自己的行为（收留加利）负责。9 摩洛哥外长纳赛尔 · 布

里塔 (Nasser Bourita) 则声称，摩洛哥既不是欧洲的警察也不是其狱卒，该国没有义务为欧洲阻拦非法移民。10 尽管双方在口头

上都不愿意让步，但仅仅过了一天后，两国边境便恢复了平静，此前消失无踪的摩洛哥边防警察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
而聚集在边境地区的非法移民群体也被强行驱散。

对于摩洛哥方面来说，通过发动短暂且有节制的“移民攻击”，该国并没有将冲突上升到无可挽回的程度，但同时却又完

全起到了敲打和警示的作用。它让西班牙方面深切体会到了邻国在移民问题上所掌握的筹码⸺一旦邻国开闸放水，西班牙
将承受巨大的移民压力。

从结果上来看，摩洛哥将移民作为武器的外交策略十分富有成效。迫于摩洛哥方面的压力，此前被相关公民和人权团体

指控犯下战争罪、种族灭绝罪和虐待罪的加利于 6 月 1 日在医院远程接受了西班牙国家高级法院的庭审调查，但当庭法官以

证据不足为由拒绝对加利采取强制措施。11 尽管西班牙司法部门并未逮捕加利，但此举仍最低限度地满足了摩方的要求，让西
12
撒哈拉独立领袖的名声扫地。一天后，加利便被阿尔及利亚政府派出的飞机接走并离开了西班牙国境。

三、危机的深层原因 ：西撒哈拉问题均衡的破坏
本轮摩洛哥―西班牙外交危机从表面上看仅仅是一场简单的外交纠纷，但其背后所牵涉的却是迟迟得不到解决的西撒哈

拉问题，此次危机也唯有放在上述背景下方能得以完全理解。自摩洛哥政府与西撒哈拉人阵于 1991 年签订停火协议以来，西

撒哈拉地区便一直维持着既存状态，地区局势未出现重大变故，西撒哈拉问题也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以至于被专家学者

定性为一场“被冻结的冲突”(frozen conﬂict)13。然而近年来，摩洛哥政府在外交战场上围绕西撒哈拉问题取得了巨大进展，直

接打破了有关各方在西撒哈拉问题上的均势格局。均势的破坏又进一步促使摩洛哥方面采取愈加具有攻击性的外交政策，本
轮的摩洛哥―西班牙冲突便是这一进取型外交的产物。在获得了美国对西撒哈拉问题的支持后，摩洛哥政府希望逼迫欧洲盟
友在西撒哈拉问题上作出类似的表态。

自穆罕默德六世登基以来，为了在西撒哈拉问题上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摩洛哥在外交层面付出了诸多努力，这些努力

最终也在近些年逐渐开花结果。自 2019 年底开始，数十个非洲小国接连在西撒哈拉地区设立驻摩洛哥领事馆。2020 年末，摩

洛哥在外交领域更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11 月，摩洛哥说服阿联酋在西撒哈拉最大的城市阿尤恩开设了领事馆。此举引

发连锁反应，巴林和约旦也相继承诺在西撒哈拉开设领事馆。截至今日，已有 23 个国家在上述地区开设了领事馆，相当于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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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承认了摩洛哥对西撒哈拉的领土主张。面对摩洛哥在外交战场上所取得的节节胜利，西撒哈拉人阵最终也沉不住气了，从

2020 年 10 月起，该组织成员占领了摩控西撒哈拉与毛里塔尼亚之间唯一的一条道路，以此来抗议摩方占领其领土。一个月后，
摩方打破了双方于 1991 年在联合国调停下签订的停火协议，派军队强行驱散了阻断交通的示威者，重新恢复了从摩洛哥到西
非的陆路货运通道。

真正打破西撒哈拉问题均衡的事件发生在 12 月 10 日，当天，时任美国总统的唐纳德 · 特朗普突然承认摩洛哥对西撒哈

14
拉地区的主权，作为交换，摩洛哥承诺与以色列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即所谓的“亚伯拉罕协议”）。
获得美国政府的承认是摩

洛哥在外交战场上所取得的重大胜利，它直接改变了各方在西撒哈拉问题上的均衡状态。有了美国的支持，摩洛哥在西撒哈
拉问题上底气十足，其外交政策也变得愈加具有攻击性。

早在 2021 年三月，摩洛哥方面便冻结了其与德国驻摩使馆的联系，两个月后更是召回了自己的驻德大使。15 摩洛哥之所以

会采取如此激进的举措，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德国在西撒哈拉问题上的立场。2020 年 12 月，当特朗普宣布承认摩洛哥对

西撒哈拉的主权后，德国特别针对此事要求召开安理会紧急会议。德方在紧急会议中谴责了美国的单边主义政策，希望各方
回到联合国框架内解决西撒哈拉问题。此举引来了摩方的不满，用摩洛哥政府的话来说，“德国在摩洛哥撒哈拉问题上以破坏
性的态度偏离了建设性解决该问题的精神”。16

放在上述背景下，我们对本轮摩洛哥―西班牙的外交危机便有了新的理解。与其说摩洛哥是在被动回应西班牙收容西撒

哈拉独立运动领袖，不如说此次事件正好给了摩洛哥一次表明自己立场的机会，以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摩国希望借此向欧
洲盟国传递一个明确的信号，即今时不同往日，摩洛哥在西撒哈拉主权问题上不会再作妥协。

此外，本次外交危机还牵涉到西撒哈拉人阵、摩洛哥政府以及欧盟三方在法律领域的博弈。2020 年 4 月，西撒哈拉人阵

将欧盟理事会 (the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告上了欧盟法院，要求后者宣告由欧盟理事会于 2019 年 1 月批准通过的《欧

盟－摩洛哥联合协定》(the EU-Morocco Association Agreement) 修正案无效。根据该协议，欧盟进口自摩洛哥领土内的农产品、

海产品将适用两国间的优惠关税政策。各方争论的焦点即在于欧盟与摩洛哥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能否囊括摩控西撒哈拉地区。
因此，看似仅仅与经济利益相关的自由贸易协定实际上关系到西撒哈拉地区的主权归属问题。

事实上，欧盟法院早在 2016 年底便针对上一版的《欧盟―摩洛哥联合协定》修正案作出过有利于西撒哈拉人阵的判决。该

法院认定西撒哈拉地区享有与摩洛哥领土不同的独立地位，因此欧―摩双方的自由贸易协定不适用于上述地区，但在经该地区人
民同意的情况下除外。自此，所有从摩控西撒哈拉地区出口到欧盟的农产品和海产品均不能享有关税上的优惠待遇。这一判决
17
令摩洛哥方面勃然大怒，摩国政府随即放松了对边界的管控，试图以非法移民问题来威胁欧洲。

基于现实利益的考虑，同时也为了维持与摩洛哥方面的友好合作关系，欧盟理事会此后与摩洛哥政府就《联合协定》展

开了新一轮的谈判，并通过签订新协议（即 19 年 1 月的修正案）的方式绕过了欧盟法院的判决。该机构声称在谈判过程中咨
询了 113 个西撒哈拉社会团体的意见，并取得了它们的同意，因此，西撒哈拉地区被明确纳入到新协议的覆盖范围之内。尽

管如此，欧盟理事会和摩洛哥如今仍须面对西撒哈拉人阵所提起的新一轮诉讼。因此，摩方将移民问题武器化的举措实际上
18
也是想借摩―西外交危机一事来向欧盟施压。

结语
本轮摩洛哥―西班牙外交危机从表面上看是源自双方的沟通不畅与战略互信缺失，其背后的深层原因还在于西撒哈拉局

势的变化。“亚伯拉罕协议”的签订打破了各方在西撒哈拉问题上的均衡态势，让摩洛哥在外交领域上有了强硬的资本。摩洛

哥方面所发动的“移民战争”让我们看到了弱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所拥有的不对称实力。不论是 2020 年的土耳其―希腊难民
危机还是近期的摩洛哥―西班牙非法移民危机，上述两起事件都给欧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面对右翼势力的挑战，这些

事件将会促使欧盟精英去反思和调整自己在非法移民治理问题上的外包政策。而对于摩洛哥政府而言，将移民作为武器的策
略尽管有效，但无疑也是在玩火，动辄上万人的移民潮折射出了该国在民生与经济层面所存在的巨大危机，而失落的被遣返
移民回国后只会为摩洛哥内部的社会动荡埋下不安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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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辰熹，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法学院博士生，研究国家和区域为摩洛哥和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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