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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区域动态追踪了 2022 年 11 月美国在西亚北非地区的活动动态。为全面呈现美国

与西亚北非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等各领域的互动，本次动态汇编并整理了相关

领域的 232 条新闻，涉及西亚北非地区内 21 个国家，涵盖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

希伯来语、英语 5 种语言。 

 本期区域动态共分为数据统计、核心要点、动态分析以及新闻汇编四大版块。数据统

计版块按照新闻题材、涉及国别等不同线索对本期汇编新闻进行数量上的统计。核心要点

版块依据汇编原始数据总结 11 月美国在西亚北非地区活动的整体活动态势。动态分析版块

旨在呈现美国与西亚北非地区各国的具体互动行为。新闻汇编部分则涵盖 11 月所搜集的所

有原始数据。 

 

【数据统计】 

 本期区域动态共搜集美国涉及西亚北非 21 个国家的 232 条新闻。美涉伊朗新闻共 44

条，其中政治新闻 35 条，军事新闻 5 条，科技新闻 1 条，体育新闻 3 条。美涉巴勒斯坦、

以色列新闻共 38 条，其中政治新闻 35 条，经济新闻 2 条，社会新闻 1 条。美涉海湾阿拉

伯国家及也门新闻共 63 条，其中政治新闻 25 条，军事新闻 18 条，经济新闻 16 条，科技

新闻 2 条，社会新闻 1 条，文化新闻 1 条。美涉土耳其新闻共 10 条，其中军事新闻 7 条，

政治新闻 2 条，经济新闻 1 条。美涉埃及、利比亚、苏丹三国新闻共 25 条，其中政治新闻

11 条，军事新闻 1 条，社会新闻 4 条，环境新闻共 6 条，经济新闻 3 条。美涉叙利亚、伊

拉克、黎巴嫩三国新闻共 25 条，其中政治新闻 3 条，军事新闻 10 条，社会新闻 10 条，文

化新闻 2 条。美涉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四国新闻共 27 条，其中政治

新闻 16 条，社会新闻 3 条，经济新闻 3 条，军事新闻 2 条，文化新闻 2 条，环境新闻 1

条。 

 

【核心要点】 

 综合 11 月美国在西亚北非地区各国的活动动态，可以归纳出该月美国与西亚北非各国

互动的几个特点： 

1）削弱伊朗与俄罗斯在西亚北非地区的影响力是美国当前中东政策的重要工作之一。在 1

1 月，美国同沙特针对“潜在的伊朗威胁”开展了情报交换和联合演习，同摩洛哥军方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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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有关伊朗在北非地区的安全威胁。而针对俄罗斯，美国对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 导弹展

现强硬态度；阿尔及利亚在美国压力之下开始寻找非俄制武器供应源；美国还“提醒”毛

里塔尼亚“警惕”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军在萨赫勒区的活动，并表示愿意为该国提供安全与

军事援助。 

2）反恐与安全话题仍是美国在西亚北非地区的关注重心。11 月，美国分别向以色列、伊

拉克、毛里塔尼亚等国承诺将保障这些国家的安全利益。而在叙利亚问题上，美国强硬反

对土耳其在叙利亚开展军事行动，称其将破坏多方共同打击“伊斯兰国”的成果。 

3）美国积极与西亚北非国家在科技、教育、文化、公共卫生等领域开展合作，并将其视

为扩大和维持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手段。11 月，美国与西亚北非国家在科教文卫领

域互动较多。美国与阿联酋在清洁能源领域达成协议；在埃及，美国通过设立提供奖学

金、举办交流活动和语言比赛等方式，推动与埃及在教育领域的合作；在突尼斯，美方创

立旨在“保护当地音乐文化遗产”的专项基金；在摩洛哥，美国企业承诺在当地援建医院

等。 

 

【动态分析】 

 11 月，美国对伊朗持续保持强硬态度，并在多个问题上对伊朗进行施压。在伊朗人权

问题上，美方继续对参加“头巾抗议”的伊朗民众表示支持（伊朗-6、11），谴责伊朗政

府暴力镇压抗议民众，尤其谴责其针对女性（伊朗-2、36、37）、伊朗库尔德人（伊朗-3

5）的压迫和暴力行为。对此，美方力图推动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CSW）将伊朗除名

（伊朗-2），并将多名伊朗官方媒体工作人员以及参与镇压抗议活动的伊朗政府官员列入

了制裁名单（伊朗-28、35）。在伊核问题上，美国先是于 11 月 11 日向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理事会提议，要求伊朗立刻对国内三处未向原子能机构申报的发现铀痕迹地点做

出必要解释（伊朗-14）。随后，美方于 16 日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会议上指控伊朗的

核计划，称理事会有必要通过关于反对伊朗拥核的决议（伊朗-29）。30 日，美国伊朗问

题特使罗伯特·马利（Robert Mali）更是表示，美国不排除用军事手段阻止伊朗获得核武

器的可能性（伊朗-44）。美国还在 11 月渲染伊朗对周边国家的威胁。11 月 1 日，美方称

关注伊朗对沙特阿拉伯的安全威胁（伊朗-1），15 日，美海军称在一艘从伊朗开往也门的

货船上发现了 70 吨导弹燃料成分（伊朗-21）。同日，美国谴责伊朗针对伊拉克北部库尔

德地区的导弹及无人机袭击（伊朗-22）。针对 11 月 15 日发生的商业油轮 MV Pacific Zi

rcon 在阿曼沿岸遭遇袭击一事，美国军方表示该袭击由伊朗无人机造成（伊朗-26、3

4）。伊朗-俄罗斯关系也是美国在 11 月向伊朗施压的重要话题。美方称伊朗正试图加强

同俄罗斯的核合作（伊朗-5），伊朗无人机被俄罗斯军队用于攻击乌克兰的民用基础设施

（伊朗-7、23），而莫斯科则“可能协助”伊朗政府镇压抗议活动（伊朗-12）。与对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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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压政策相伴而来的，是美国在 11 月使用长臂管辖政策对多个与伊朗有商贸往来的企

业及个人进行了一系列制裁。11 月 4 日，美国制裁了一个涉嫌支持真主党和伊朗圣城部队

的石油走私网络（伊朗-4、18）。17 日，美国制裁了位于中国大陆、香港、阿联酋等地的

十几家公司，称其涉嫌向东亚出售伊朗石油石化产品（伊朗-31）。29 日，美国警方以违

反美对伊制裁政策为由逮捕了一位伊朗裔美国商人（伊朗-41）。 

 11 月，以色列新一届政府内部可能出现的极右翼因素给美以关系蒙上了阴影。11 月 3

日，以色列大选结果公布，内塔尼亚胡阵营获胜并预期将成功组建下届政府。拜登总统向

内塔尼亚胡致电表示祝贺，强调了维持两国紧密关系的重要性，并表示将持续保障以色列

的安全（巴以地区-14）。然而，对于极右翼议员可能会在未来政府中担任要职的情况，美

方感到担心，并表示希望新政府“秉持开放和民主社会的价值观”（巴以地区-7），部分

拜登政府的官员甚至表示不会与以色列极右翼议员伊塔马尔·本·格维尔（Itamar Ben- 

Gvir）及其政党成员合作（巴以地区-12）。11 月 10 日，美国外交部谴责伊塔马

尔·本·格维尔参加梅厄·卡哈纳(Meir Kahane，极右翼政党卡赫（Kach）的创始人)的追

悼会，称这一行为是“可恶的”，美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美方谴责一切形式的煽动暴力行为

和种族主义行为（巴以地区-19）。11 月 26 日，美国驻以色列大使汤姆·奈德斯（Tom 

Nides）会见了内塔尼亚胡，表达了对极右翼议员可能出任国防部长的担忧。而奈德斯提到

的以色列议员所在政党则回应称美方不应干涉以色列内政（巴以地区-26）。11 月中旬，

美国通知以色列，FBI 将对半岛电视台记者席琳·阿布·阿克勒（Shireen Abu Akleh）遇

害事件展开调查。现任以色列国防部长本尼·甘茨（Benny Gantz）对此表示强烈反对，称

不会就此事与美方合作（巴以地区-22）。虽然本月美以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但双方仍维

持着在军事（巴以地区-6、28、30、38）、经济（巴以地区-27）、环境资源（巴以地区-

4、29）等领域的密切合作。而就美国-巴勒斯坦关系而言，美方在 11 月释放了一系列试

图改善美巴双边关系的信号。11 月 4 日，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

与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通话，表明双方将共同努力改善巴勒

斯坦人民生活质量，并保障其享有安全与自由，布林肯也重申了美国对两国方案的承诺

（巴以地区-11）。11 月 22 日，拜登政府向国会宣布任命新的巴勒斯坦事务特使，以提升

美巴关系以及美国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外交代表级别（巴以地区-34、35、36）。11

月约旦河西岸的冲突仍在持续，在耶路撒冷也发生了恐怖袭击事件。对此，美国延续了一

直以来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的调解方式，即一方面强调对以色列安全的保证，给予以色列援

助，并在联合国为以色列发声（巴以地区-9、20、31、32、37）；另一方面表示对巴勒斯

坦民众的人权给予关注，强调巴勒斯坦人应享有与以色列人同等程度的安全与自由（巴以

地区-15、16）。 

本月美国同海湾阿拉伯各国及也门的互动集中在政治、经济、与军事领域。在政治领

域，美国与沙特的双边关系仍受到“欧佩克+”石油减产决定与卡舒吉案的影响，从而继

续处于低谷（海湾阿拉伯国家、也门-23、48、61）。但在也门问题上，美国仍将沙特、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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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酋等国视为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国家。由于也门停火协议未能续期，美国力图推动也门胡

塞武装与海湾阿拉伯国家恢复停火协议谈判（海湾阿拉伯国家、也门-6、10、22、63）。

在经济领域，美沙政治关系的冷淡给两国经济关系造成的影响呈现两方向的态势。一方

面，沙特农业企业 Fondomonte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超采地下水以种植高耗水经济作物的弊案

被媒体揭发（海湾阿拉伯国家、也门-11、14）、推特收购案也因涉及沙特瓦利德亲王名下

资本以及卡塔尔投资局（QID）资本的挹注而持续受到美国国会议员关注（海湾阿拉伯国

家、也门-9、26），而另一方面，两国民间的商贸往来仍然频繁，美国连锁餐饮巨头在沙

特和阿联酋推进 IPO 进程（海湾阿拉伯国家、也门-7）、两国海洋石油采掘业企业签订了

大额订单（海湾阿拉伯国家、也门-27）、两国商界代表也在 11 月进行了会谈（海湾阿拉

伯国家、也门-28）。就美国与阿联酋的经济合作而言，两国于 11月 1日签订了“美国-阿

联酋加速清洁能源伙伴关系”协议(PACE)。这是两国在清洁能源领域达成的重大合作成果

（海湾阿拉伯国家、也门-2、8）。此外，以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为契机，美国和阿联酋在

气候变化、农业科技、数字经济等领域又进行了有益的交流合作（海湾阿拉伯国家、也门-

29、36、60）。在军事领域，美国与海湾阿拉伯各国开展了多项合作。例如，美国与沙特

就“潜在的伊朗威胁”进行了情报交换和小规模演训（海湾阿拉伯国家、也门-1、20、

57），与巴林举行实战交流（海湾阿拉伯国家、也门-5）和军事高层会晤（海湾阿拉伯国

家、也门-24），巴林还发布了采购美国军备的进度（海湾阿拉伯国家、也门-25）。接踵

而至的巴林航展（于 11 月 9 日至 11 日举行）与麦纳麦对话会（于 11 月 18 日至 20 日举

行）也成为美国和各海湾阿拉伯国家进行密集军事外交的平台（海湾阿拉伯国家、也门-

38、39、40、55、56、57）。在体育领域，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于当地时间 11 月 20

日在卡塔尔开赛。随着世界杯的举行，美国同卡塔尔也在多领域加强了合作。美军专门派

遣部队保卫世界杯期间卡塔尔的安全（海湾阿拉伯国家、也门-31），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专

程访问卡塔尔，除观看美国队世界杯首场比赛外，他还与卡塔尔外交大臣举行会谈，并签

署了世界杯遗产合作意向书（海湾阿拉伯国家、也门-37、53、62）。 

 11 月，美国与土耳其的互动主要集中于安全与军事领域。11 月 13 日，土耳其伊斯坦

布尔发生爆炸事件。对此，美方在 13 日当天对爆炸死伤者致以哀悼，并称将继续同土耳其

并肩打击恐怖主义（土耳其-2）。15 日，美国总统拜登在 G20 峰会期间会见土耳其总统

时，针对爆炸事件，称美国与北约盟国土耳其站在一起，拜登还赞赏土方为推动黑海粮食

计划所做的努力（土耳其-3）。该月里，美土两国军方就两国军事合作进行了多次沟通。

11 月 5 日，美国国防部主管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塞莱斯特·沃兰德（Celeste 

Wallander）同土耳其国防部官员讨论地区安全问题和美土双边防务合作事宜（土耳其-

1）。23 日，美土军方高层就“几个具有共同战略利益的项目”展开讨论。当天，五角大

楼称“理解土耳其的合理安全担忧，并将与土耳其以及我们在叙利亚北部和伊拉克的合作

伙伴一道讨论停战事宜”（土耳其-5、6）。但就俄罗斯-土耳其双边合作，以及土耳其在

中东地区的军事活动等问题上，美方态度强硬。24 日，美国国务院称土耳其引进俄罗斯



 

 5 

 《区域动态》西亚北非地区 | 2022 年 12 月第 1 期 

S-400 导弹已触发美国《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CAATSA）》制裁条件（土耳其-8）。29

日，五角大楼称土耳其在叙利亚展开的军事入侵将严重危及全世界打击“伊斯兰国”组织

来之不易的成果，同时也会破坏地区稳定（土耳其-9）。30 日，美国国防部长劳埃

德·J·奥斯汀（Lloyd J. Austin III）同土耳其国防部长通电话时，重申美国-土耳其战

略关系重要性，并强烈反对土在叙开展新一轮军事行动（土耳其-10）。由此可见，美方

在 11 月基本延续了先前对土耳其的政策，一方面强调两国的盟友关系，一方面在一些不

符合美国利益的问题上向土耳其进行施压。 

 11 月，美国与埃及的互动涉及环境、政治、社会、教育等各方面。11 月 6 日至 20 日

期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二十七届会议（COP27）在埃及沙姆沙伊赫顺

利举行。会议期间，美方表示愿与世界各国一道，共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并在会上

提出多项倡议，如红海保护倡议和为埃及建立应对气候变化中心等，从而进一步深化美埃

两国在环境领域的合作，推动埃及实现绿色转型（埃及、利比亚、苏丹-1、2、10、14、1

5）。此外，两国政府高层也在会议期间举行会晤，同时就双边关系发展、粮食安全、水安

全以及气候变化等双方共同关切的问题交换意见（埃及、利比亚、苏丹-7、8、16、24）。

在教育领域，美国先后同爱资哈尔大学合作，举办了“英文拼写大赛”，举办“国际教育

周”，并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设立帮助埃及学生留学美国的专项奖学金（埃及、利比亚、

苏丹-3、18）。11 月，美方持续呼吁利比亚人民尽快举行公开透明的选举，倡导以对话和

协商解决国内政治分歧，反对诉诸暴力解决地区相关问题（埃及、利比亚、苏丹-4、5、

6、11、17）。美国与苏丹在 11 月的互动主要集中于政治和社会领域。在政治领域，11 月

12 日，苏丹国内爆发示威游行，反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境外势力对苏丹国内事务的干涉（埃

及、利比亚、苏丹-13、21）；此外，由于苏丹国内政治局势动荡，非洲联盟暂停了苏丹的

会员国资格，美国因此拒绝邀请该国参加预计于 12 月 13 日召开的美非领导人峰会（埃

及、利比亚、苏丹-25）。在社会领域，11 月 20 日，美国宣布恢复对苏丹的人道主义援助

（埃及、利比亚、苏丹-19）。 

 11 月，美国与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三国的互动主要聚焦于政治、军事、社会领

域。就美国与伊拉克的互动而言，美国于 11 月 3 日对伊拉克新任总理组建新政府表示祝

贺，强调双方未来仍要继续在人权、安全、经济、反恐等方面加强合作（伊拉克、叙利

亚、黎巴嫩、约旦-2）。当地时间 11月 7日，一名美国籍人道主义援助人员在巴格达遭到

枪杀，美国称正在此事件进行调查，（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6），11 月 8 日，

一个名为“Ashab al-Kahf”的武装组织声称对枪击事件负责（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

约旦-9）。11 月，美国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基地遭到多次袭击，被袭击部队包括驻扎于叙

利亚东北部绿村基地（Green Village Base）的联军部队（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

旦-11）以及驻扎于叙利亚沙达迪（al-Shaddadi）的美国巡逻基地的联军部队（伊拉克、

叙利亚、黎巴嫩、约旦-22），但几次袭击均未造成基地受损和人员伤亡。在反恐问题上，

美国发表声明称“伊斯兰国”组织领导人阿布·哈桑·哈希米·库莱希(Abu al-Has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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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Hashimi al-Qurayshi)在与叙利亚自由军作战中被击毙，美方称将继续打击“伊斯兰

国”在叙利亚造成的安全威胁。（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24）。此外，一个由叙

利亚侨民和叙利亚裔美国人社区领袖及活动家组成的非政府团体在华盛顿举行第一次协商

会议，旨在组成一个游说团体，推动美国政府制定和推进有助于结束叙利亚内战的议程

（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4）。美国于 11 月在黎巴嫩的关注重心主要在于该国

的政治稳定及民生问题。美国强调黎巴嫩需要加快总统选举的进程，进而实施必要的改革

（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23），并为黎巴嫩提供了紧急粮食援助（伊拉克、叙利

亚、黎巴嫩、约旦-7）。此外，美国也将继续担任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海上协议的担保人

（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约旦-3）。 

11 月，美国与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毛里塔尼亚的互动体现在政治、经济、

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在该月，美国与阿尔及利亚的政治互动较为频繁。11 月 1 日至 2

日，第 31届阿盟峰会在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召开，美国作为观察员参加。峰会决议草

案呼吁美国履行对巴以两国方案的承诺（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毛里塔尼亚-3、

21）。11 月 22 日，美国驻阿尔及利亚大使伊丽莎白·摩尔·奥宾（Elithabeth Moore 

Aubin）举行了到任后的首场新闻发布会。奥宾在发布会上强调阿尔及利亚是美国的重要战

略伙伴，并表示希望加强双边经济伙伴关系，深化文化联系，并促进该地区的和平与稳

定。面对记者关于美议员要求对阿官员进行制裁的提问，奥宾在新闻发布会上透露，阿尔

及利亚政府已着手寻找替代性非俄制武器供应源。（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毛里

塔尼亚-21，27）。11 月美国与摩洛哥的往来主要体现在两国互访、经济合作、以及公共

基础设施建设等问题上。11 月 8 日，美国举行中期选举，两名摩洛哥官员受邀参与了选举

过程监测工作，摩洛哥也是唯一受邀派遣官员参与美中期选举过程检测的非西方国家（阿

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毛里塔尼亚-10）。同周，摩洛哥军队代表团前往美国参加和

主持了美摩国防咨询委员会第十二届会议，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伊朗在北非地区的潜在威

胁。（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毛里塔尼亚-11）。在经济与民生方面，11 月 20

日，马拉喀什-萨菲区相关负责人与摩洛哥美援署主任签署了有关实施马拉喀什-萨菲大区

经济社会综合发展项目的合作备忘录（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毛里塔尼亚-18）。

11 月 22 日，美国新一任驻摩洛哥大使访问摩洛哥外交部，向摩外交部长纳赛尔·布里达

展示国书副本，并举行会晤。在会谈中，美摩双方就如何加强美摩关系展开了深入交流 。

（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毛里塔尼亚-19）。此外，国际美国医疗机构 MAYO 

CLINIC 访问摩洛哥，承诺将在盖尼特拉省的迈赫迪亚市建立第一家美国医院（阿尔及利

亚、摩洛哥、突尼斯、毛里塔尼亚-25）。11 月美国与突尼斯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

等多个方面均加强了交流与合作。11 月 5 日，美国驻突尼斯大使馆临时代办会见突尼斯财

政部长，双方就突尼斯经济发展进行了讨论（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毛里塔尼亚-

6）。11 月 22 日，突尼斯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部长与美国怀俄明州州长举行会晤，双方同

意加强美突在高等教育及学术领域的合作。（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毛里塔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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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1 月 30 日，美驻突临时代办及突尼斯文化部长出席“大使基金（Sunduq al-

Sufara）”项目启动仪式，该基金将用于保护突尼斯音乐文化遗产，双方称都渴望加强两

国在文艺领域的合作（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毛里塔尼亚-26）。此外，美国在

本月与毛里塔尼亚的互动主要集中在政治和军事领域。美国副国务卿维克多利亚·努兰德

于 11 月初访问努瓦科肖特，努兰德在访问过程中对美塔两国安全伙伴关系表示肯定（阿尔

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毛里塔尼亚-5）。与此同时，美国于本月在毛里塔尼亚北部阿

德拉尔省首府安塔尔市展开了军事演习（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毛里塔尼亚-

17）。另一方面，毛里塔尼亚驻美大也与美国副国务卿进行了会晤。在会谈中，美方鼓励

毛方继续推动同摩洛哥的关系，以解决西撒哈拉问题，“提醒”毛方警惕俄罗斯通过马里

的“瓦格纳”雇佣军分裂毛塔的计划，并表示将为该国提供安全支持（阿尔及利亚、摩洛

哥、突尼斯、毛里塔尼亚-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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