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与以色列、中东及中国的关系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任何以色列政府或其他非政府机构的观点。
2017 年大国博弈中的印度
国际政治动荡不定，大国之间的权力关系也在不断变化。及时掌握和利用这些变化是治
国理政的必要前提。本文将介绍印度在中东地区的动向，以及从大的框架来看印度在世界大
国中不断变化的立场。当今最显著的国际变化包括：美国与俄罗斯及中国之间新的紧张关系，
中国自信不断增强，欧洲的相对衰落，中东和穆斯林世界动荡不安。很好有人注意但却非常
重要的变化是自 2014 年右翼印度人民党主席莫迪上台以来（当年莫迪当选被称为“里程碑意
义的胜利” ），印度在看待自身未来发展方面明显的变化。
莫迪是第一位印度独立后出生的总理（1947 年），也是 30 年来首位享有绝对议会多数、
不依赖少数穆斯林和左派政党的印度总理。事实上，印度的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数极
少，现在已无关紧要。2017 年在印度国家选举中再次胜出的印度人民党表明莫迪很可能会
长期执政。莫迪的崛起难以逆转，因为他代表着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力量，正是这种更西化
的年轻职业中产阶级的增长，民族主义、右翼印度教的复兴带来他的当选（据估计印度教徒
和锡克教教徒约占印度人口的 80％）。莫迪比他的前任们更公开表示要将印度变成领先世
界的大国。到 2050 年，印度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和最年轻的国家。印度目前的国内生产
总值大约是中国的四分之一。尽管过去两年印度的经济增长都超过了中国，但在任何可预见
的未来印度都不会达到中国的经济实力。根据经合组织的预测（下文）：到 2060 年，印度
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此，一个新的自信的印度与一个已经很自信的中国之间的相
遇很可能会导致争议和摩擦。中国与印度的主要劲敌巴基斯坦在不断加强军事和经济关系，
并在印度周围所有其他国家获取资产和影响力，莫迪正在缓慢改变印度之前不与任何大国结
盟对抗其他大国的立场。
印度曾与苏联有过一定程度上的结盟，但自苏联解体（1990 年）以来，印度外交和国
防政策的指导原则之一是不支持一个大国（意指美国）与另一个大国（意为中国）对抗。 此
外，莫迪自己也没有曾困扰国大党老领导人对中国的憎恶和恐惧。与国大党相比，他和他的
年轻选民不再纠缠于印度军队 1962 年被中国军队打败的经历。正是莫迪带领印度与美国以
及主要的亚洲同盟国日本建立起了比前领导人更紧密的战略关系。
历史学家将讨论这是否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是否从一开始就计划实施牵制印度崛起的
政策，抑或现在的境况是双方的误解和错误导致的呢？与最重要的邻居印度保持友好，使
它脱离美国的势力范围不应该是中国的政策目标吗？外国观察者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他们
不知道中国怎样看待印度在亚洲的长期利益和机遇。他们也不知道和印度的实力、凝聚力
和持久力相比，中国怎样判断巴基斯坦盟友未来是否能保持稳定。
对于当前中印边界事件，中国和印度都称他们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但是国际社会
并没有明确表示支持哪一方的立场。因为没有人可以理解这些不明确边界的复杂情况，也很
少有人读过之前的条约和协定。也许有人会想到 19 世纪中期的欧洲，一次北欧各国之间复
杂的边界冲突几乎引发战争危机。一位英国外交观察员打趣说只有三个人真正了解这些边界

问题：“第一个已经死了，第二个在精神病院，我是第三个，但我都忘记了。 ” 1 重要的是
不要让这些事件阻碍更大更长远的发展。2012 年，总部位于巴黎、西方最大的智库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预言：到 2060 年，全球经济力量分配将发生急剧变化。
以下是预计 2011~20602年间美国、中国和印度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美国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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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预计的印度迅速崛起尤其引人注意。到目前为止，自 2011 年以来，过去这六年
证实了经合组织提出的发展轨迹。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莫迪大力推进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
政策的结果，而这些政策经合组织在 2012 年也就是莫迪执政两年前并没有预见到。如果
这些预言成为现实，到 2060 年，中国和印度合起来将会控制世界一半的经济。经济历史
学家计算出中印两国早在 18 世纪被西方列强控制之前，就控制了世界一半的贸易。贸易
跟经济产品不同，但统计上的相似性可能证实了经合组织的评估，这两个大国正在重新
找回它们在 18 世纪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管怎样，即使两国加起来达不到 50%，但双方
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意味着两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与合作不仅对亚洲甚至对全世界的繁
荣稳定都很重要，而且也会增长双方各自的实力。
在许多领域合作的历史先例是好的。据亨利·基辛格的可靠叙述，1962 年 10 月，在
下令袭击印度军队的前几天，中国领导人毛泽东与他的将领交谈。他说，中印两国并不
是注定处于永久的敌对状态，相反，两国之间经历过数百年、成果丰硕的经济和文化交
流。在近两千年间，双方只打了“一次半”的战争（所谓“半次”，毛泽东指的是 1398 年蒙
古统治者帖木尔入侵印度，而他当时也统治着中国）。3印度学者也有类似的想法。印度
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记录几个世纪以来这两种文
明在贸易、宗教、文化、艺术和科学方面所保持的密切联系。他引用七世纪佛教与医学
学者义净从印度回国后所说的话：“在印度的任何地方，有谁不崇拜中国呢？”4佛教或医
药本身不可能再次使两个国家更加紧密。尽管如此，我们仍有理由相信，从长远来看，
需求、共同利益以及理性能取得同样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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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进入中东5
上世纪 70 年代初，印度开始大举进入中东，与中国同时，而且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即对中东能源共同的快速增长的需求。直到最近，印度的中东政策和它与中国的关系之间
都没有联系。现在，莫迪寻求大国地位以及对中国在印度和中东地区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
担忧，可能增加了印度人对他们所称“西亚”的兴趣和参与。
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比印度能更好地与中东保持密切关系。由于陆地和海洋均有接壤，
两个地区在地理上很接近。古印度河流域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之间的贸易和文化关系早在四
千年前就已经存在，直到近代才被打断。从 8 世纪开始，伊斯兰教从北非和中东发展到印度
次大陆，创造了发现美洲新大陆之前世界上最大的文化和经济贸易区。当大英帝国开始统治
中东和印度时，这两个地区之间的联系开始变少。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东和印度与
英国的独立之争为这两个地区创造了新的纽带，这从印度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直到最近的友谊
中得到体现。石油和天然气进口是吸引印度进入中东的新因素。印度大约三分之二的原油进
口来自中东，其主要供应国是沙特阿拉伯，其次是尼日利亚和安哥拉，而不是伊朗，这个很
有意思。除非印度能够进一步丰富其油气来源，否则预计到 2030 年印度对中东石油的依赖
将达到其石油进口总量的 90%。印度的能源需求使得贸易、经济投资和与中东的个人交往大
幅增加。双方的贸易总额接近 2000 亿美元，大约是印度对华贸易的三倍。这一经济联系最
显著的体现在中东地区至少有 700 万印度工人，其中大多数是在石油资源丰富的阿拉伯海
湾国家。他们大多是体力劳动者，但越来越多的人在医疗、电力、电信等行业担任专业职位。
仅在阿联酋工作的印度工人就达约 280 万，占印度在海湾地区劳动力的大多数(在阿联
酋的中国人估计只有 30 万)。这些印度工人占阿联酋总劳动力的 40%到 50%。阿联酋和印度
之间每周有大约 500 架次航班。在许多阿拉伯海湾国家，印度工人已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
比起阿拉伯人、巴基斯坦人或中国人，这些海湾国家更喜欢印度人。其中一个原因是在文化
和情感上他们有共同点——外表、衣着、食物、行为方式、语言等方面都比较相似，这是其
他国家的工人所不具备的。对政治问题的担忧可能解释了在石油短缺的国家阿拉伯工人相对
较少的原因。为了保证国内能源供应，印度大大增加了与所有穆斯林海湾国家的政治和军事
联系，尤其是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但也包括伊朗。另一个更传统的原因是，印度向阿拉伯
世界延伸的原因是希望遏制中东与巴基斯坦穆斯林的团结，而印度与巴基斯坦已经打过三场
战争。什叶派伊朗对印度来说很重要，因为它是通往中亚的门户，是对抗敌对的逊尼派巴基
斯坦和阿富汗的力量。此外，印度是伊朗之后世界上第二个什叶派人数最多的国家，波斯语
言、艺术和音乐也深深影响了印度文化。

印度穆斯林现状
伊斯兰教已成为印度丰富且多元的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无论印度教徒因数世纪
以来阿拉伯人和穆斯林对古老印度的入侵充满怎样的怨恨，也不能把伊斯兰教与印度分离
开来。今天，印度穆斯林人数估计为 1.8 亿，占总人口的 15%，其中什叶派 2-3 千万人。
有其他统计甚至提出这个数字是 2 亿或更多，占总人口的 20%。因为此问题太敏感，所以
无法取得确切的数字。根据一些专家的说法，穆斯林人数增长率高于印度教人数，这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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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很明显，绝大多数的穆斯林是温和派，愿意继续做印度人。西亚腐
败、经济破产、恐怖主义横行的穆斯林国家并不能吸引他们。但是在印度也有穆斯林觉醒，
仍然存在相对较少的恐怖主义威胁，这些恐怖主义经常受到巴基斯坦的支持。在印度的一
些地区，特别是北部地区，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存在地方性的紧张关系。不时发生致命
事件的报道。然而，自 2002 年古吉拉特邦阿默达巴派印度教和穆斯林暴乱造成数百人丧
生，此后并没有发生大规模公共暴力事件。克什米尔是一个特例，那里的一些人拒绝接受
印度的统治。在印度总人口中，只有不到 1%的人生活在克什米尔地区，那里的问题几乎不
会引发全国性的反响。
印度政府保证所有宗教团体都享有完全的宗教自由。穆斯林可以自由修建清真寺庙，自
行决定祈祷的时间和地点，按照自己的意愿吃饭穿衣。对穆斯林来说，这种的做法极为重要，
并非所有的国家都能保证这样的自由，有些国家想直接管理或控制穆斯林。目前这种做法还
不能保证和平融入或同化大多数人。印度社会的多样性确保了一定程度上国家的稳定和相对
和平。

印度中东政策中的以色列
印度的开国元勋甘地和尼赫鲁都对犹太人深表同情，但他们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建立犹
太国家。这与中国国父孙中山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理念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反对是考虑到印
度本国所面临的窘境，担心巴勒斯坦分裂和犹太国的建立会开印度分裂的先例，导致穆斯林
国家巴基斯坦独立建国，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此类事件的发生。但事情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印度最终还是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即便在这样的变故发生之后，印度人对穆斯林依旧十分敏
感，对以色列的敌意依然很强烈。直到 1992 年，在印度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后，这样的
态度才慢慢有所改变。而这一切都是发生在与中国建交几天之后！
从 1947 年至今，不论是内部还是外部，印度与以色列潜在的或实际的关系都受到穆斯
林的影响。外部影响因素与印度担心来自中东穆斯林的敌对反应有关。内部影响因素则关乎
本地穆斯林的反应以及大选之前各党派间的竞争。
自 1992 年以来，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石油和天然气生产领域水力压裂等先
进技术革命的发展引发了地缘政治革命。原先畏惧的对能源的依赖也发生在印度身上：美国
走向能源独立，欧洲从俄罗斯大量进口石油，海湾富油生产国只得将亚太地区作为主要市场。
他们对印度、中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的依赖程度甚至超过了对中东的依赖。石油已不再是
政治武器，且以色列也不再是能源贸易中的争议所在。第二，印度的外交官也开始明白一旦
印度与巴基斯坦发生冲突，他们在联合国等场所对以色列直接表达敌意，并不能保证阿拉伯
国家保持中立。不管印度谴责以色列的呼声有多大，阿拉伯人始终站在巴基斯坦这边。那么，
我们从阿拉伯那里得到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一直回避以色列呢？印度人开始自我反省。第
三，印度开始认识到无论是在联合国内部还是外部，支持阿拉伯和穆斯林反对以色列就会产
生这样一种认知：无论如何印度都逃不出阿拉伯的控制。印度的著名以色列和中东问题专家
库马拉斯瓦米（P.Kumaraswamy）表示：阿拉伯人并没有把印度当回事。第四，伊朗与阿拉
伯世界之间剑拔弩张，将印度政府推入进退两难的政治窘境。相比伊朗，印度对阿拉伯湾石
油的依赖程度更大，但出于上述原因，印度又无法完全摒弃伊朗。
然而，在 1950 年 1 月决议前，对以色列政府记录的审查表明，以色列内阁并没有考虑
美国对中国的敌意。以色列一直在独立做出决策，维护以色列和中国的最大利益。直到今天，

以色列政府也是在没有偏袒任何一方的情况下，寻求两国的友谊。以色列人民尊重并喜爱这
两种文化，越来越多的人去中国和印度旅游。

印度-以色列关系的发展和现状
与上世纪 90 年代中以关系相比，如今印度与以色列在军事上的关系最为密切。然而，
自 2011 年以来，尽管与中国的关系发展迅速，已经进一步扩展到了艺术、科学和学术领域，
而印度的学术团体及艺术家、作家、电影制作人和音乐家对以色列了解甚少，几乎毫无联系。
相对印度学者而言，更多的中国学者忙于研究和讲授以色列和犹太教，而在印度大概只有三
四名学者在研究这一领域。印度-以色列的经济关系介于上述两方面之间。但与印度的整体
规模和全球贸易相比，经济关系的增长微乎其微。印度-以色列的民间贸易额仅为 50 亿美元，
还不及以色列与中国贸易的一半。换句话说，印度与以色列的关系发展是极不平衡的。这两
个国家都是代表着拥有无比丰富的宗教和文学遗产的千年文明古国。人们本以为它们会比其
他国家更重视两国之间的文化关系，但在动荡的 20 世纪，它们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上世纪 60 年代，早在建立政治和经济关系之前，印度和以色列就建立了国防关系。印
度军方对以色列的国防经验和硬件设防极其感兴趣，这对以色列而言是不容错过的机会。尽
管涉及机密，但至少打开了一扇通往印度的大门。直到 1992 年，两者的国防纽带明显无法
缓和印度官方对以色列的政治态度和外交敌意。但以色列对这种防务关系更多是地缘政治方
面的兴趣，而非商业兴趣。以色列的经验和武器帮助印度打击穆斯林巴基斯坦，这也可以看
作是对巴基斯坦和其他穆斯林国家支持以色列的阿拉伯敌人的报复。
在随后的二十五年里，这种防务关系已成为两国的主要战略资产，包括以色列每年约 10
亿美元的武器销售、联合武器研发、情报共享等。尽管如此，说印度和以色列的结成了军事
战略同盟是言过其实的，毕竟印度也与以色列的敌人（包括伊朗）有军事联系。
印以的防务关系与之前中以的防务关系有很多相似之处。中以两国也是早在建立政治和
外交联系多年前就建立了军事联系。就像 1992 年前的印度一样，这些关系的建立并没有减
轻中国对以色列的政治敌意。上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以色列向中国销售重要武器同样有
地缘政治背景，而不仅仅是商业因素，两国同样受到了苏联的威胁。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
中国与以色列目前没有防务关系。
最近，一些中国媒体抨击印度与以色列的军事关系，呼吁以色列停止向印度出售武器。
这种呼吁是不明智的。多极化世界中，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许多国家，必须处理互相冲突
的优先事项。比如，中国与俄罗斯交好，保持着良好的防务关系，但是，俄罗斯也向印度出
售武器。此外，中国与以色列的关系良好，但同以色列的敌人有军事关系，尤其是伊朗。以
色列与印度的军事关系有深刻的根基，也由来已久，在现今中印紧张局势加剧之前就已存在，
是多年发展的结果。

2014 年莫迪革命
印度政界不接受莫迪同以色列交好主张，直到 2014 年革命后，双边关系才开始改善。
这是正确的抉择。与阿拉伯世界国家对抗是毫无必要的，不对抗才是明智之选。二十年来，
印以关系平稳发展，而莫迪革命则是两国关系漫长积累迸发的高潮，但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国大党执政直到 2014 年，除 1998 年到 2004 年被印度人民党瓦杰帕伊总理执政所打断外，
印度领导人允许发展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但拒绝公开或私下会见任何以色列领导人。少数
几次例外是，
1997 年以色列总统受邀访问印度，
以及 2003 年瓦杰帕伊印度人民党仍掌权时，
以色列首相沙龙访印。印度领导人从未访问过以色列，但是会正常访问中东穆斯林国家。
莫迪当选后，立即结束了现代外交史上的这种异常关系。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长
时间亲切通话交谈，并公开消息。莫迪消除了购买以色列武器的障碍，并承诺推动双方经济
和技术关系发展。但他带来的最重要和最显著的改变在政治方面。2014 年 5 月，莫迪当选
总理两个月后，加沙哈马斯导弹袭击以色列，随即，以色列与哈马斯交战。这是以色列和哈
马斯在加沙上台以来的第三次战争，也是印度首次拒绝谴责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2014 年 7 月 15 日，共产党、穆斯林和国会反对党退席抗议，印度下议院人民院一片混
乱。政府议会事务部长告诫议会，内政不能影响印度的外交政策。这是印度首次承认印度自
动支持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是因为畏惧国内的穆斯林，而非像国大党之前公设的是出于道德
考虑。
显然，莫迪当政减弱了印度穆斯林的制约，破除了印度政坛 70 年的禁忌—即对以色列
不敌对或至少无所谓的政治家不能成为印度领导人，因为这会得罪印度的穆斯林。当然所有
的印度政治家们，包括莫迪所在党派的成员对此都铭记在心。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印度自动停止支持联合国和教科文组织反对以色列的决议。但是依
然对其他的一些决议表示支持，尤其是与能和印度穆斯林产生共鸣的耶路撒冷圣地相关时。
然而，印度也有史以来第一次弃权。显然，印度不再属于“阿拉伯阵营”，也不属于其他任何
阵营。实际上，在这种调整方式上，穆斯林在印度境内外都没有任何重大的敌对行动。沙特
阿拉伯日报评价说，受国家利益驱使，印度采取了与过去不同的道路。该报还提到对于阿拉
伯国家来说，与印度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2015 年 10 月，普拉纳布·穆克吉总统对以色列进行首次国事访问，2016 年 11 月，以色
列总统里夫林对印度进行了回访并接受印度的皇室礼节。这为最重要和备受期待的莫迪访以
打下基础。2017 年 7 月，莫迪进行了对耶路撒冷的历时三天访问。随着印度的旗帜在下榻
的大卫王酒店的屋顶上飘扬，以色列公众似乎有所觉察，除几周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的访问外，很长时间都没有任何重要的政府首脑访问以色列。此次访问中，有两个比较重要
的事件，其一在以色列国内外广为议论，而另一个则鲜少有人提及。
第一个是没有发生的事情，莫迪没有去拉马拉去向巴勒斯坦领导人问好，即便敷衍一下
也没有。几周前他曾为保持两国外交平衡，邀请巴勒斯坦的领导人到新德里访问，并重申了
支持巴勒斯坦权利的传统言论和两国的决议。对于几乎所有重要的外国访以领导人来说，短
暂访问拉马拉都被认为是强制性的，而对莫迪来说并不是这样。他似乎在用行动（隐晦没有
明确表达）告诉我们，印度对阿拉伯中东地区非常了解，巴勒斯坦不是该地区的主要问题，
虽然巴勒斯坦人应该获得援助和同情，但他们没有权利让其他人为了与以色列的友谊而去满
足自己的愿望。
同样，阿拉伯国家的反应也不大，巴勒斯坦人对此非常失望。第二个人们几乎没有注意
到的事件是，莫迪正式访问海法的英联邦战争公墓，该公墓是为在 1917 年和 1918 年为英国

战斗和牺牲的印度士兵建立的，他们倒在了把奥斯曼土耳其人赶出巴勒斯坦的战斗中。数以
百万计的印度人在英国旗帜下卷入来两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巴勒斯坦英军统帅
艾伦比将军曾赞扬他们的勇气和英勇战斗。在这次访问中莫迪总统也赞扬了这些战士，但他
赞美的是勇敢的印度人而不是英国人。甘地在 20 世纪 20 年代提到过他们所做的牺牲，但是
在莫迪之前很久都没有哪一任印度领导人这么做过。在印度，他们选择遗忘这段历史，因为
对印度人来说，为大英帝国而战并没有多少荣耀可言。为什么莫迪要展示出他对印度历史的
重新解读呢？本文开头讲述了莫迪对强大权利的追求，而在 21 世纪，强权需要的是军队荣
耀和实力。这会是原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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