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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冲突中的历史记忆政治化
———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运动中的“安法尔行动”∗

刘　毅∗∗

内容提要 历史记忆是建构、维系族性的观念要素.创伤性历

史记忆更为民族提供了尊严情感来源,也为民族精英制定冲突性决

策提供了带有“复仇”色彩的理由.伊拉克库尔德人通过观念、制度、
行为三个层面将“安法尔行动”历史记忆政治化,作为独立运动中具

备“悲情”和“偿还”底色的政治工具.历史记忆在这种政治化循环中

得到巩固,与宗教、资源等其他矛盾杂糅在一起,对民族冲突产生催

化作用.历史记忆体现着权力结构,经由民族冲突一方政治化的历

史记忆能否为另一方所认可,成为民族和解的一大前提.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伊拉克 库尔德人 独立运动 安

法尔行动 历史记忆政治化 民族冲突 种族灭绝

如果脱离鲜明的政治属性,现代意义上的民族(nation)在概念上是不成立

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正是以这一民族概念为基础,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

现象,民族主义在政治诉求的背后涵盖民族群体的情感、理念(社会思潮和意

识形态)与社会运动等三个面向,通过强化民族认同以塑造政治意识,为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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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民族冲突提供主要理论基础来源.①

当前,民族冲突已成为冲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突出表现形式.关于民族

冲突的研究文献汗牛充栋且仍在不断增长之中,一方面,因为当前国际社会中

的民族冲突热度不减;另一方面,因为导致民族冲突的原因多样而复杂,其特

点和表现形式也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然而历史记忆(historical
memory)作为一个相对难以归纳和衡量的观念性要素,其在民族冲突中的动

因机制还未得到充分挖掘和展现.

本文试图结合伊拉克库尔德人对于“安法尔行动”的历史记忆这一案例,

在考察学界既有分析框架基础上进一步厘清历史记忆在何种条件下,以及通

过何种路径和机制影响政治行为,通过深入案例情境,在历史记忆与民族冲突

之间建立分析架构与命题光谱,将历史记忆(观念)作为导致民族冲突(行为)

的一个变量,提出历史记忆政治化的三条路径.

一、历史记忆:理解民族冲突的一种方式

不论为民族下怎样的定义,它都是主观性很强的概念,个体对民族的认同

至关重要.许多民族成员对民族的认同集合在一起,就构成民族的集体认同,

当这种集体认同主要建立在观念基础上时最为强烈和稳定,因为集体记忆、价
值观、象征、神话和传统等观念要素趋向于持久稳定和紧固.② 民族的集体认

同正是在族际关系的对比框架中才有表明特定民族“与众不同”的意义.在民

族内部,它能产生凝聚力,提供民族成员所需要的生存发展安全感,但在外部,

民族的集体认同带来的差异性往往隐含着对立甚或冲突的基因.这种对立、

冲突往往又会进一步巩固边界内部的民族集体认同.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威廉

姆萨姆纳(WilliamSumner)从社会心理角度对此进行解读,他将群体分为内

群体(inＧgroup)与外群体(outＧgroup),群体成员因共享一种强烈的相似感,体
现出内群体偏爱(inＧgroupfavoritism),即对内群体奉献热爱与忠诚,对外群体

展现敌意和蔑视.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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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正是对民族集体认同的极度珍视和张扬,它视本民族在各方面

的利益高于一切.民族冲突(暴力和非暴力的)的产生正是民族认同和归属感

危机积累到一定程度引发的质变,作为一种非物质因素,它往往与民族冲突的

物质因素综合作用,既可能是民族冲突的诱因,也可能是民族冲突进程中的参

与者.① 这为人们从政治心理学路径诠释民族冲突提供了学术空间.
集体记忆(collectivememory)是民族成员集体认同的一个重要来源.师

承涂尔干的法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Halbwachs)
于１９２５年在其著作«论集体记忆»中对集体记忆进行开创性研究,从此记忆不

再只是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的研究对象,而被赋予社会意义.他首次阐明集

体记忆的建构性,提出社会框架中的集体记忆并不等同于“过去”本身,它“只
承认在现在的条件下有用的东西”,为得到这种“有用的东西”,需要对“以前的

事件”进行润饰、削减或者完善,“乃至我们赋予了它们一种现实都不曾拥有的

魅力”.② 历史记忆是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中以该社会所认定的“历史”形态呈

现和流传的那一部分,但因为该“历史”作为“根基历史”,具备承载一个民族、
族群或社会群体的“根基性情感联系”(primordialattachments)的意义,因此,
就拥有“人们藉此追溯社会群体的共同起源(起源记忆)及其历史流变,以诠释

当前该社会人群各层次的认同与区分”的价值,并“诠释或合理化当前的族群

认同与相对应的资源分配、分享关系”.③ 这一观点表明,历史记忆的建构与民

族建构同向而行,历史记忆是族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族类群体内部成员

团结的基础和纽带,进而形成族类群体的认知和行为的一致性”.④

有研究进一步指出,历史书写难以避免地带有民族主义倾向,历史书写所

表达的并非历史本身,而是一种通过历史观念呈现出来的民族主义,不同民族

因此对“历史”产生出不同的描述和解释,使“历史”(历史记忆)演化成民族主

义观念的竞技场.⑤ 这表明历史记忆建构中的选择性,在历史进程中,书写民

族历史的民族精英们会不断对“历史”的建构策略进行调整,或调整哪些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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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重要人物与事件”,或赋予历史人物与事件新的价值,来应对外在利益环

境的变迁.① 为将这种经精心选择的历史记忆“固化”,以弥补民族成员对于

“历史”发生时不在场的缺失,民族精英将历史记忆通过多样化的表现形式“无
处不在”地为民族成员制造“现场感”:它既可以是书面的(如历史教科书等),

也可以是口头的(如史诗、关于民族起源的通常具有神话色彩的传说);既可以

具备实体载体(如纪念馆、纪念碑、雕塑、遗址等),也会寓于非实体的各类活动

中(如历史事件纪念日、游行活动等).历史记忆通过这些渠道和载体不断“再
生产”,过去的历史在记忆和回忆中变成叙事,被添加想象、附加意义,最终成

为当代事件的一部分.②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渠道和载体所呈现的历史记忆往

往不是关于民族过去创造的辉煌,就是记载着曾经所遭受的人为创伤(trauＧ
ma).那些有关苦难、悲情、耻辱和委屈的创伤性历史记忆往往会被民族成员

更深地铭记,它使民族成员以警惕和不信任的眼光审视“他者”,防范潜在的危

险和威胁,而过强的防范心理又会在滋生对其他群体的恐惧、憎恶乃至敌意中

转化为伤害功能.③

在不同研究场域中,研究者为历史记忆归纳总结出不同特征.例如,在历

史记忆的形成中,选择和建构是两个最基本特质;④历史记忆有集体性、延续性

和传承性等特征;⑤历史记忆呈现出社会建构性、主体认知差异性、记忆文本变

迁性、现实能动性等特征.⑥ 除上述特征外,本文试图归纳总结出历史记忆的

政治能动性特征,这一特征蕴含在历史记忆从史实本身演化建构而形成的过

程中,在民族冲突等场域中,特定的历史记忆还会成为谋求民族利益的政治工

具.因此,本文将民族历史记忆的概念归纳如下: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并不等

同于史实本身,它由民族精英对史实加以选择和建构,并通过各种渠道和载体

呈现和延续,以便于在民族成员的集体共享和传承中建构和维系族性、实现和

巩固民族认同,政治化的历史记忆是民族主义的产物,是在促进对内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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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竞争力中维护民族利益的重要工具性资源.

因历史记忆对族性的重要建构作用,关于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冲突的三

大传统理论范式原生论(primordialism)、建构论(constructivism)和工具论(inＧ
strumentalism)都蕴含着各自的历史记忆观,这种理论认知的差异蕴含在对族

性来源的不同理解和诠释中.原生论认为,族性源自血缘,是天生的、自然的、

内生的、给定的,民族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民族的“原始依恋”,历史仇恨

和积怨等历史记忆是这种“原始依恋”的一部分,是“对自身集体文化认同的原

始本质的生动感知”.① 建构论是对原生论的一种反驳,将族性视为后天的、

主观建构的产物,历史记忆则是建立、维系和凝聚民族认同的一条重要纽

带.工具论则认为,族性是政治动员中的一种工具,往往被政治精英所利

用,在必要的时候历史记忆也涵盖于动员之中,以唤醒普通民众对自身的支

持热情.

历史记忆的概念和特征超越三大范式各自划定的理论藩篱.尽管有研究

认为,作为民族冲突的“第一波”(１９９０年以前)研究,三大传统理论范式“探寻

驱动族群冲突的因素和机制的严谨的比较研究几乎不存在”,该研究建议“结
合三大范式中有用的元素是唯一正确的研究方向”.② 但事实上,三大范式并

不是泾渭分明、非此即彼的,正如一个国家的民族理论的形成和民族政策的制

定往往落脚在由三大范式构成的谱系坐标中能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点上,

民族冲突行为的理论渊源也是在三大范式彼此的高度互动中形成的.例如,

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丹尼尔拜曼(DanielL．Byman)认为,引发民族冲突的

原因主要有民族安全困境、民族地位忧虑、民族统治的愿望和精英竞争等四个

方面;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唐纳德霍洛维兹(DonaldHorowitz)将民族冲突的

形成归结于政治和经济两大根本原因;③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迈克

尔曼(MichaelMann)指出了种族清洗这一极端的民族冲突的现代性.④ 很

难明确地将这些原因归纳到三大范式中的任何一个,但三大范式为各种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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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无论研究者为民族冲突的归因做出何种诠释,总能

在其中把握到三大范式理论主张的痕迹.

二、分析框架:内涵、价值与修正

在梳理现有关于历史记忆的文献和认同理论的基础上,有研究者提出两

种分析框架,试图分析历史记忆在群体认同形成中的功能,以及历史记忆如何

影响决策者和行动者的认知、判断和决策过程,以“应对关于对历史记忆进行

系统研究的挑战”.① 第一种框架试图对作为一种集体认同的历史记忆进行测

量,提出一系列研究问题来阐释历史记忆的内容是否及如何充当认同内容.
第二种框架旨在考察历史记忆在人们的认知、判断和决策过程中的功能,该分

析框架主张,历史记忆作为一种信念或观念,可以通过三种因果路径来影响政

治行动,分别是作为“路线图”(roadmaps)、作为“聚焦点”(focalpoints),以及

实现“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以影响政策.从现有研究条件出发,本文对第

二种框架进行分析.
这一框架的设计目的在于“探究关于过去不公正的记忆如何影响一群人

对一种特殊冲突情境的解释和判断”.② 根据该研究中对于此分析框架的阐

述,在“路线图”路径中,人们在前途和情况不明的时候,特定信念发挥的作用

可以使行动者更为清晰地认识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路径.冲突博弈中的各方没

有人可以掌握与决策相关的完整信息,因此,既有观念就成为影响决策的重要

因素,充当“路线图”的作用.“聚焦点”路径机制是指当决策者不得不在没有

以往案例或依据可供参考,而在若干供选择的方案中左右摇摆、犹豫不决的时

候,既有群体共享观念会充当促进特定群体凝聚力的“黏合剂”,往往会成为一

种“聚焦点”,从而影响最终决策———当然也可能会选择相反的方向即制造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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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汪铮:«历史记忆、认同构建与政策行为:两种分析框架»,杜欢译,载陈明明主编:«治理与制度

创新»(复旦政治学评论第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６６—１９２页.该文认为,在这两种框架

的设计中,由哈佛认同项目(HarvardIdentityProject)提出的关于将认同用作变量的一些概念,以及朱迪

斯戈尔茨坦(JudithGoldstein)和罗伯特基欧汉(RobertKeohane)关于观念与外交政策的研究以及社会

认同理论(SocialIdentityTheory)起到了特别重要的指导作用.汪铮提出分析框架的理论基础和源流在朱

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主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一书第一章中有详尽阐

述.基欧汉是新自由制度主义最主要的奠基人,该著作认为在国际关系中观念因素和物质因素发挥着同样

重要的作用,“除了要证明观念对一个国家的外交决策具有影响之外,更重要的是求证了观念是如何发挥作

用的”.参见〔美〕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基欧汉主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刘
东国、于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出版.

汪铮:«历史记忆、认同构建与政策行为:两种分析框架»,第１９１页.



盾和冲突来影响决策,而其他方案及可能性就可能因此被忽视,既有观念在这

里实际上起着帮助决策者走出决策“选择困境”的作用.该研究在介绍历史记

忆制度化的路径时认为,当观念和信念嵌入到政治机制和政治话语模式中时,

它们就必然会对政策产生规约影响.就该研究提出的三个路径而言,制度化

最为宏观,影响力最大也最久远,历史记忆可能由此会影响数十年甚至几代人

的时间.

如果从冲突视角来理解政治,“寻求解决冲突之方式的过程就是政治”.①

将历史记忆作为变量来解释政治行动的实质就是历史记忆的政治化,但如果

考察历史记忆政治化过程所涵盖的各个层面,这一框架在理论解释力上还存

在一些值得商榷之处:首先,该分析框架的“路线图”路径并没有说明历史记忆

为什么能及怎样上升为决策所依据的观念;其次,该分析框架旨在分析历史记

忆对冲突决策的工具价值及其实现路径,其理论路径的终点是“实现制度化”,

而决策的操作和实施层面被忽略了,从政治过程的角度审视,制度与行为不可

分离,该分析框架在完整度上还存在缺失;第三,该分析框架的理论范式基础

是国际关系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该理论认为,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

国家间日趋相互依赖,在霸权国家领导下制定的“制度”(国际制度)能够确保

世界政治与经济中的合作与和平.② 民族冲突中历史记忆的政治化是在国内

和国际双重政治场域中发生的,其背景往往是既有政治体制和政治控制力的

衰微甚或终结,在芜杂的政治生态中,外部强势的干预和国内分散的政治力量

都会对历史记忆的制度和制度化产生影响.质言之,该分析框架对于“制度

化”的分析在精确描述民族冲突中历史记忆的有关制度和制度化过程的客观

现实方面还有一定缺失.

作为存在于民族这一特定人群中的集体观念,历史记忆既象征社会政治

权力,也揭示复杂的权力博弈现实.本文在上述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试图提出

历史记忆政治化的路径,并在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运动中“安法尔行动”历史

记忆政治化的案例中进行检验.既往涉及伊拉克库尔德独立运动的研究多将

“安法尔行动”视为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伊拉克库尔德民族主义高扬的一项成

因,其表达逻辑多为“安法尔行动”极大降低了伊拉克库尔德人对伊拉克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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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乾友:«集体决策的政治与协议的政治:解决冲突的两种公平方式»,«行政论坛»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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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长和:«解读‹霸权之后›:基欧汉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美国研究»２００１年第１
期,第１３８—１４６页.



家认同,激起的民族仇恨成为独立运动的重要推动力,战争在这里是促进民众

团结、强化民族情感的要素.① 但对作为历史记忆的“安法尔行动”以何种路

径、在哪些层面上转化为独立运动的工具,即将这一历史记忆政治化的路径缺

乏具体分析.本文提出的历史记忆政治化路径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观念层

面的政治化、制度层面的政治化和行为层面的政治化.这一路径提出是希望

尽可能地兼顾历史记忆政治化的过程完整性和要素包容性,这三个层面在发

生顺序上逐步递进、在过程要素上多维涵盖:观念层面说明历史记忆为什么以

及怎样成为影响决策的依托性观念;制度层面解释历史记忆的工具性如何落

实、固化在制度中;行为层面论述制度化的历史记忆在各个相应领域的实施,

是与其最终产生的政治效果的衔接部分.这三个层面也在彼此复杂互动中形

成逻辑循环:历史记忆在行为层面的政治化并不意味着路径的终点,它进一步

巩固了其在观念层面的政治化,从而推动新的历史记忆制度创设,各种制度构

成行为的基础和依据,并对行为进行规约.

三、个案研究: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

运动中的“安法尔行动”

　　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运动表明伊拉克国家建构失败,它体现了库尔德认

同与伊拉克认同的矛盾,是伊拉克的库尔德民族主义与大阿拉伯民族主义冲

突的必然结果.本文选择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运动中的“安法尔行动”历史记

忆作为研究案例,因为它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意义重大,已内化为其当今族性

特质的一部分,这一段创伤性历史记忆因发生在中东这一特殊地缘环境,放大

了杂糅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仇恨与民族和解、历史纠葛与现实政治、

国内冲突与外部势力等种种难以调和的矛盾.作为伊拉克库尔德人充满悲情

色彩历史记忆的一个现代高峰,“安法尔行动”成为千百年来不断累积的“受害

者心态”的一次集中爆发.这一案例同时满足历史记忆、民族冲突(暴力的和

非暴力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多个维度,研究价值比较高.

从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开始,伊拉克特别法庭对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侯赛因进

行为期约一年的审判.检方对萨达姆提出多达１４项指控,其中令世人高度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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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OfraBenjo,“ContextualizingtheKurdishNationalProject:theFailedIraqiNationＧStateThesis,”
BritishJournalofMiddleEasternStudies,Vol．４５,２０１８,pp５５９Ｇ５７３．



注的一项是对其在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间,他调动约４万军队镇压库尔德人,对伊拉

克北部库尔德人村庄实施军事行动“安法尔行动”(Anfal,阿拉伯语,意为“战利

品”),并在哈拉布贾(Halabja)使用化学武器,犯下的种族灭绝和战争罪等罪

行.其时正值两伊战争,萨达姆政府指责库尔德武装勾结伊朗,袭击伊拉克安

全部队.有幸存者回忆,许多库尔德村庄在行动中被夷为平地,无数年轻人失

踪.据库尔德人统计,超过１０万名库尔德人在这次行动中丧生,数万人被赶

出家园.① 随之而来的是长期的经济困顿、民生凋敝和民心不振.２０１０年,伊
拉克最高刑事法院承认哈“拉布贾事件”为种族灭绝行为,但伊拉克库尔德人

认为,这既没有考虑到国际人权准则,也没有将案件提交国际法庭.虽然伊拉

克国民议会后来也对种族灭绝行为进行承认,但是,伊拉克库尔德人始终没有

得到官方的道歉和赔偿,这使幸存受害者更加悲愤和失望.“安法尔行动”后,

大量平民加入库尔德武装,该事件加上持续的冲突点燃并加深了库尔德人整

体的民族身份认同,“他们难以再对伊拉克产生国家认同”.②

库尔德问题关乎伊拉克的统一与分裂.总人口约３０００万的库尔德人命

运多舛,是典型的“无国家民族”(statelessnation),历史性地分布在土耳其、伊
拉克、伊朗、叙利亚等四个国家.③ 库尔德人是伊拉克的第二大民族,主要聚居

在北部四省,约占该国总人口的１５％.④ 自１９２１年伊拉克王国建立后,库尔德

人就从未放弃过争取自治权,目前,伊拉克库尔德人被认为在四个国家的库尔

德人中最有可能率先独立建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库尔德人开始建立统一的库尔德民族政党.１９４５
年１０月,库尔德民主党(KurdistanDemocraticParty,简称库民党)成立,宗旨

是实现库尔德人自治.此后,库民党相继在库尔德人各分布国成立支部.

１９７４年３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实施«库尔德斯坦自治法»,但库尔德人的自治权

力受到较大限制,遭到库尔德人的坚决抵制.１９８０年爆发的两伊战争,被伊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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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姆安法尔案第二天审讯开始»,参见http://www．chinadaily．com．cn/hqkx/２００６Ｇ０８/２２/conＧ
tent_６７１１４９．htm,２０１９Ｇ０７Ｇ２９.

王伟、张伦阳:«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根源、发展路径及原因探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
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２１页.

王军、黄鹏:«跨界民族的安全问题:类型、成因与限度»,«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９年第５期,第
８６页.

２０１８年,伊拉克总人口约３８００万,其中,阿拉伯民族约占７８％(其中什叶派约６０％,逊尼派约

１８％),库尔德族约占１５％,其余为土库曼族、亚美尼亚族等.该数据(最近更新时间为２０１９年１２月)来源

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伊拉克国家概况»,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６７６２０１/gj_
６７６２０３/yz_６７６２０５/１２０６_６７７１４８/１２０６x０_６７７１５０/,２０１９Ｇ１２Ｇ２１.



克库尔德人视为绝佳的斗争机会.在伊朗的支持下,库民党和另一个伊拉克

库尔德民族政党库尔德爱国联盟(thePatrioticUnionofKurdistan,简称库爱

盟)的武装频频袭击政府机关、军营和车队,破坏军事设施和交通枢纽,积极配

合伊朗向伊拉克发动攻势.① “安法尔行动”正是萨达姆政府对库尔德人采取

的报复措施.
萨达姆政府倒台后,在伊拉克战后政治重建过程中,库尔德人强烈要求在

权力分散原则基础上重新架构政治体系,以便获取更多的自治权力.２００３年

３月,库尔德自治政府的合法地位获得伊拉克宪法承认,库尔德自治政府不仅

在伊拉克境内实现经济、政治和司法意义上的独立,而且实际上取得了独立发

展对外关系的全权.② 当年,作为意在抚平伊拉克内部民族裂痕的一种制度安

排,塔拉巴尼(JalalTalabani)在美国的支持下成为伊拉克历史上首位库尔德人

总统,尽管在实施内阁制的伊拉克,总统的权力多是象征性的,但他却是库尔

德人的政治代表.

２０１１年初爆发的“阿拉伯之春”客观上刺激了库尔德人民族分离主义运

动.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５日,在伊拉克、土耳其、伊朗和欧盟等的反对下,伊拉克库

尔德自治区内举行独立公投,超过９０％的投票支持独立,但独立建国方案在库

尔德自治区外并未获得积极回应.对于此次独立公投结果,时任库尔德自治

区主席马苏德巴尔扎尼(MassoudBarzani)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排除了单方面

宣布独立的可能性,他表示公投结果“只是增加库尔德自治区与伊拉克政府谈

判的筹码”.③ 随后,伊拉克总理海德尔阿巴迪(HaideralＧAbadi)要求取消

公投结果,通过对话解决库尔德自治区和中央政府之间的问题.库尔德人则

坚持以独立公投结果为基础,与中央政府就“库尔德地区从伊拉克分离出去”
展开为期一至两年的谈判.④

事实上,在公投之前伊拉克库尔德人就聚焦“安法尔行动”,以海外移民社

群(diaspora)游说和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驻欧洲代表处提出种族灭绝承

认国际化诉求等手段,大力在政治上推动种族灭绝承认(genocide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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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s)进程.① 这种承认不仅涉及民族冲突中的道义、宽恕与和解,而且还涉

及责任认定和政治索赔的问题.库尔德自治区表示,这些手段并没有明确地

与独立建国联系在一起,而是通过提及历史记忆和由此导致的共同受害者身

份来使地方统治合法化.但有研究表明,只要能够创造有利于库尔德人独立

的政治环境,在政治上推动种族灭绝承认就可以成为独立建国的工具.②

四、路径检验:“安法尔行动”历史记忆的政治化

在描述民族/国家和历史之间的关系时,德国康斯坦茨大学英美文学系荣

休教授阿莱达阿斯曼(AleidaAssmann)说:“它们产生于对方,又制约、证实

和定义对方.”③利用历史记忆的整合功能,伊拉克库尔德人寻求强化政治和意

识形态的合法性,巩固政治现状,这足以抵御外界对其自身民族主义行动的指

责.④ 根据前文所述路径,下文将从观念层面的政治化、制度层面的政治化和

行为层面的政治化等三个层面推导伊拉克库尔德人“安法尔行动”历史记忆政

治化的内在逻辑,进而验证该路径对于民族冲突现实的解释力.

(一)观念层面的政治化

分析历史记忆在观念层面的政治化,必须探讨历史记忆如何成为决策者

政治观念的一部分,从而影响决策者对于外部情况的解读判断,以及由此做出

的应对性政策选择.

如果从１９２１年伊拉克王国成立、库尔德人民族意识觉醒算起,伊拉克的

库尔德问题至今已近百年.作为伊拉克的少数民族,库尔德人与主体民族阿

拉伯人在长期互动中形成的历史记忆不可谓不丰富,选择“安法尔行动”这一

历史记忆着力在政治上推动种族灭绝承认的重要动因在于,国际社会及种族

灭绝行为发起者承认种族灭绝的态度,以及由此导致的对外交关系改观、事件

责任认定、族群和解等问题上产生的影响,将对库尔德人解读和判断现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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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关于移民社群的相关内涵分析,参见隆德新:«试析移民社群对当代美国外交的影响»,«国际政治研

究»２０１７年第５期.
BaharBaserandMariToivanen,“ThePoliticsofGenocideRecognition:KurdishNationＧBuilding

andCommemorationinthepostＧSaddamEra,”JournalofGenocideResearch,Vol．１９,２０１７,pp４０４Ｇ４２６．
〔德〕阿莱达阿斯曼:«记忆中的历史»,袁斯乔译,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１５７页.
CathyNicholson,“TheRoleofCollectiveMemoryinProtractedConflict,”Culture&Psychology,

Vol．２３,No．２,２０１７,p２１８．



发挥作用,为库尔德人树立参照对象.例如,１９９４年,卢旺达发生胡图族对图

西族的种族大屠杀,以图西族为主体的爱国阵线取得政权后,得到国际社会的

种族灭绝承认.卢旺达与联合国联合,专门建立了三个层级的司法追责体系,
惩治挑动种族屠杀的罪魁祸首,因此实现民族和解,消除刻意的族类划分,走
向民族国家道路.① 另外,承认种族灭绝的要求会成为该国外交的重要议题,
从而纳入地缘政治权力关系中,借助外力增加解决问题的可能性.２００４年,苏
丹达尔富尔危机发生后,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谴责达尔富尔危机为“种族灭绝”,
危机迅速国际化,达尔富尔演变为各方利益竞争和外交角逐的舞台.②

历史记忆并非库尔德人独立运动的唯一抓手,库尔德自治区境内丰富的

石油资源为库尔德人开展独立运动提供经济支撑.③ ２０１５年,伊拉克的原油

产量平均为４１０万桶/天,其中４５万桶产自伊拉克北部,主要由库尔德自治区

管理.④ 随着驻伊拉克美军于２０１１年底撤离,伊拉克境内的政治平衡被打破,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ISIS)异军突起,库尔德人与伊拉克政府的矛盾也集中爆

发.库尔德人绕开政府管道自行对外出口石油,伊拉克政府也一度停止向库

尔德自治区政府拨款.２０１４年,库尔德武装力量乘乱占领石油重镇基尔库克

(Kirkuk)及另外两处油田,随着产量的增加,库尔德自治区独立管线的运输量

也随之增加,寻求独立的倾向日益强烈.
日益强烈的民族主义诉求、掌握武装、独立的经济来源、可资利用的中东

政治环境等都是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寻求独立的动因,但伊拉克库尔德人的

独立建国主张仍得不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目前,除以色列公开表示支持

外,⑤其他国家从中东现实政治出发,不愿意改变现有政治版图,态度冷漠或表

示反对.伊拉克库尔德人为实现独立建国这一目标所掌握的“战略级武器”并
不多:在石油资源丰富的中东,库尔德人掌握的油田并非不可替代;作为跨界

民族,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不可能得到土耳其、伊朗等周边国家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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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庆:«民族政治视野下的卢旺达种族灭绝透析:纪念卢旺达大屠杀２０周年»,载青觉主编:«民族政

治辑刊第三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４７—２７０页.
涂龙德:«达尔富尔危机之透视»,«阿拉伯世界»２００５年第４期,第５页.
熊易寒、唐世平:«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升级»,«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年第１０期,第

８３—１０３页.该研究对伊拉克库尔德分离运动中的石油因素有独到分析.
该数据来源于美国能源信息署(U．S．EnergyInformationAdministration,EIA),“CountryAnalyＧ

sisExecutiveSummary:Iraq,”https://www．eia．gov/beta/international/analysis．php?iso＝IRQ,２０１９Ｇ０７Ｇ
２９.

自１９４８年以色列建国以来,历届政府都重视发展与库尔德人的联系.但是,鉴于库尔德事务的复

杂性,以色列政府对不同地区库尔德人采取不同政策,重点支持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独立运动.参见肖文超:
«以色列对库尔德人的政策及其面临的挑战»,«世界民族»２０１８年第１期,第２４—３４页.



持.正如２００４年１２月,伊拉克库尔德人社会团体向联合国递交的一份征集了

１７０万个签名的请愿书上写的那样:“库尔德斯坦是被迫并入伊拉克的,完全没

有尊重库尔德人的愿望;在过去的８０年里,库尔德人遭受了伊拉克政权的压

迫、奴役和屠杀.”①比较而言,历史记忆是一种更有道义力量的“战略武器”,其
在观念层面的政治化使得在外部支持层面,“安法尔行动”中库尔德人的受害

者身份使自身更易获得外部的同情、支持和帮助,②从而获得可以用来实现政

治诉求的“讨价还价”(bargain)的筹码;在内部决策层面,历史记忆影响了库尔

德自治区当局对现实政治、经济形势的解读和判断,并通过对比其他变量和可

能性,坚定以“安法尔行动”历史记忆作为推动独立运动的工具.

(二)制度层面的政治化

在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范式中,制度是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法律、契约、
科层制、标准的操作程序、职业准则、社会规范等都是制度的价值所在.③ 历史

记忆制度层面的政治化内涵丰富,它不但包含落实于法律法规、政策意见等契

约性的“硬性”制度,还存在许多体现历史记忆的“不成文的规定”,更有大量约

定俗成的“软性”制度安排(比较代表性的如各国官方和民间在特定日期对烈

士公墓、纪念碑的祭奠行为,并不见诸于任何成文条款中).
从关于历史记忆的契约性制度中有明确规则和章程的制度部分看,伊拉

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于２００６年成立烈士与安法尔事务部(MinistryofMarＧ
tyrsandAnfalAffairs),该部归属于政府“埃尔比勒(Erbil,库尔德自治区政府

所在地)—巴格达关系”职能部分,旨在“加强对烈士、‘安法尔行动’受害者和

受前政权影响的人给予赔偿的宪法权利”及“确认那些为伊拉克库尔德地区战

斗过的个人,为烈士的家庭提供支持”.④ ２００７年,该部将每年的４月１４日确

立为“安法尔行动”的纪念日,每逢纪念日库尔德自治区政府首脑都会和民众

共同参加相关纪念活动.时任库尔德自治区议会议长穆夫提(AdnanMufti)
说:“我们不能忘记‘安法尔行动’,因为这是关于我们人民过去和未来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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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建华、罗爱玲:«伊拉克联邦制构建与境内库尔德人问题»,«世界民族»２００６年第３期,第２４页.
黄鹏、吴连海:«族际冲突中的受害者心理研究»,«世界民族»２０１６年第６期,第８９页.
〔美〕詹姆斯马奇、约翰奥尔森:«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殿敏译,«经济社会体制

比较»１９９５年第５期,第３７—４０页.
参见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网站:“ErbilＧBagdadRelations,”https://gov．krd/english/theＧgovＧ

ernmentsＧmission/erbilＧbaghdadＧrelations/,２０１９Ｇ０８Ｇ０２.



特征.”①此外,根据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计划部(MinistryofPlanning)的数据

显示,２０１４年,烈士与安法尔事务部开展了一系列建设工作,如安置烈士家庭

的住房,以及烈士纪念碑、墓园和幸存者中心等.② 为在制度层面巩固“安法尔

行动”历史记忆,其他政府部门也采取一系列措施,如高等教育和科研部在制

定某些海外留学项目时会特别注明:“烈士和‘安法尔行动’受害者的家属满足

同等条件的情况下优先考虑.”③由此可见,“安法尔行动”历史记忆已经成为伊

拉克库尔德人官方政治制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制度关乎整个共同体的维系和演化,政治学中的制度化不仅强调制度的

内部因素,而且由于制度在不同程度上依赖其所处的权力、政治文化和环境,

制度化必须经由制度外部因素参与的建设性环节才能得以实现.④ 伊拉克库

尔德自治区两党制(库民党、库爱盟)特征突出,但两党内部的发展与社会经济

结构的演进,都表现出强烈的建立在部落联系基础上的家族特色,这导致两党

内部派系林立、斗争激烈,同时政治反对派活跃.⑤ 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政治版

图表明,争夺“安法尔行动”历史记忆制度层面政治化权力的力量是分散的.

因此,除政府设立的各项相关制度,每年围绕“安法尔行动”纪念日,伊拉克库

尔德民众也会参与到各种政治派系中开展集会、示威等各类活动,其中,比较

有代表性诉求是对当年参与“安法尔行动”的库尔德人的清算.他们认为,“安
法尔行动”中的一些库尔德施害者仍在库尔德政党的队伍中,随着时间的推

移,这些人的数量正在减少,其中一些人已经死亡.他们强调,行凶者的证词

对记录“安法尔行动”的真相很重要,以促进国际社会对这一种族灭绝行为的

承认.⑥ 伊拉克库尔德人各政治派别和社会团体将“安法尔行动”历史记忆容

纳在其“软性”制度中,作为维护自身利益的常态化工具,尽管这些自主行为在

动机和诉求方面与政府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甚至矛盾.

分析框架的设计和创制很难脱离政治现实的土壤,就本文案例而言,伊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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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falCampaignReceivesNationalDayofRemembrance,”http://previous．cabinet．gov．krd/a/d．
aspx? s＝０１００００&l＝１２&a＝１７４７０,２０１９Ｇ０７Ｇ２９.

参见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计划部网站:http://www．mop．gov．krd/,２０１９Ｇ１２Ｇ１９.
参见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高等教育和科研部网站:http://mheＧkrg．org/node/３９２,２０１９Ｇ１２Ｇ１８.
〔法〕让布隆代尔:«政治制度概念的社会科学诠释路径»,马雪松、王慧编译,«学习与探索»２０１９

年第８期,第５８—６４页.
李睿恒:«伊拉克库尔德地区两党政治格局的演化»,«阿拉伯世界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３—

１６页.
Rudaw,“AnfalGenocide:ActivistsSayKurdishPerpetratorsRemainatLarge,”https://www．

rudaw．net/english/kurdistan/１４０４２０１７,２０１９Ｇ１２Ｇ２１.



克库尔德人并不存在一个社会控制和统领力强的政府,各种政治派别和社会

团体的活跃表明,作为一种观念的“安法尔行动”历史记忆经过制度化,已经嵌

入到库尔德自治区的政治生活中.在可以预计的将来,“安法尔行动”将继续

以其“悲情”和“偿还”的底色,塑造着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和库尔德自治区的

政治生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本文为历史记忆归纳出的“政治能动性”

特征.

(三)行为层面的政治化

结合历史记忆行为层面政治化的不同主体,下文将从库尔德自治区政府

的行为、海外移民社群的行为等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１ 库尔德自治区政府的行为.库尔德自治区为推动国际社会承认“安法

尔行动”为种族灭绝付出长期外交努力,欧盟及其成员国是其重点努力对象.

库尔德自治区希望欧盟能向伊拉克政府施压,以赔偿“安法尔行动”的受害者;

同时,库尔德自治区还编制了一份向萨达姆政府出售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制

造化学武器原材料和技术的公司名单,以向他们争取对受害者的赔偿.烈士

与安法尔事务部部长阿拉姆艾哈迈德(Aram Ahmed)曾表示:“伊拉克库尔

德人的自决和独立,更多地与库尔德自治区政府、伊拉克政府和周边国家相

关.但我们从国际上通过谋求承认种族灭绝以获得支持,这有助于我们的计

划.国际支持将鼓励我们实现目标.”①

叙述、展览、展演是历史展示的三种基本形式.叙述是为了将个体记忆转

化为集体记忆,传承给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的后代,尤其是当一些受害者和施

害者还在世时,“有一种记忆和交代的紧迫感”.② 历史的叙述包含一种因果关

系,人的意图是这种因果关系的重要建构来源.③ 在库尔德自治区,这种叙述

是由官方完成的.２０１３年８月,库尔德自治区政府与一家美国的语言服务商

“伊玛尼李语言服务”(ImaniLeeLanguageServices)达成一项历时多年、分
阶段进行的协议.第一阶段的项目就是翻译哈拉布贾化学武器袭击的有关历

史文献,以便向世界其他地区讲述这段故事,其中包括寻求种族灭绝承认.关

于此历史记忆的第一部书籍«哈拉布贾:面对死亡的毒药»(Halabja:Fa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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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G Minister:WorkProgressingonIdentifyingCompaniesThatArmedSaddam,”htt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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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PoisonsofDeath)已经出版,该书内容包括对该事件的法律解读及伊拉克

最高刑事法院的文件等,由律师、伊拉克议会议员巴克尔阿里夫(BakrArif)
执笔.①

具备意识形态塑造功能的历史教科书是历史记忆的重要叙述形式,它具

有官方性、权威性、正式性、普及性的特征,因将历史记忆深深地嵌入国民的精

神世界,是格外重要的“记忆场所”.② ２００３年,伊拉克开始使用在美国国际开

发署支持下编制的“对伊拉克、阿拉伯和伊斯兰历史重新诠释”的历史教科书,
但其中对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差异、库尔德人的自治主张却绝口不提.在伊拉

克的联邦体制下,库尔德自治区政府在区域内拥有完整的教育行政权,其自行

编制的历史教科书与伊拉克的形成鲜明对比,它突出“库尔德斯坦”而非伊拉

克的整体性,从而将库尔德认同教育优先于伊拉克认同教育.关于“安法尔行

动”的内容也是库尔德自治区历史教科书的焦点内容,其目的在于“告知库尔

德人‘种族灭绝’一词的含义、它是如何发生的,以及发生在库尔德斯坦的种族

灭绝不仅是过去的经历,而且是持久的持续性威胁”.③ 但有分析认为,库尔德

自治区的历史教科书无法对伊拉克的国家统一构成“真正的威胁”:首先,它并

没有彻底否认对于伊拉克的认同;其次,尽管历史教科书零星地提倡“泛库尔

德主义”,但主要关注的仍是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历史;再次,历史教科书的

主体内容是伊斯兰教的历史.④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库尔德自治区对于伊拉克

政府的一种妥协式的行为.

２ 海外移民社群的行为.移民社群形成的离散民族主义可以成为跨越国

家边界进行群体动员的工具,将分散于世界各地的离散者统领起来,形成政治

的态度、认知与行动上的一致性.将离散民族主义者与母国群体命运联系在

一起的,正是根性记忆.⑤ 库尔德人的海外离散群体(欧洲是库尔德人在海外

的最大聚居地,约有２００万)中的民族或宗教团体通过各种形式(包括示威、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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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falCampaignReceivesNationalDayofRemembrance,”http://previous．cabinet．gov．krd/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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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ctioninIraqiKurdistan,”JordiTejel,etal．,eds．,WritingtheModern HistoryofIraq,Singap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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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请愿等)的“安法尔行动”纪念活动,或向所在国的议会、欧洲议会、法院及

非政府组织等开展游说、提出要求,谋求种族灭绝的承认.移民社群因此能建

构一种情感强大的叙事,将离散情境化,并通过参与在政治上推动种族灭绝承

认维持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象征性联结.正如移民社群组织库尔德国际

人权协会(InternationalAssociationforHumanRightsoftheKurds,IMK)的
负责人所说的———该组织与欧洲当地若干机构合作,以促进库尔德的人权状

况:“如果国际机构看不到我们的作为,他们根本就不会认真对待我们移民社

群.”①当这些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成功,得到国际和国内的承认时,行动就

偏向各种纪念活动.② 反之,则会使用游说、请愿等政治化的方式,但同时并不

影响纪念活动的开展.

亚美尼亚海外移民社群的努力为伊拉克库尔德人建立一个可供模仿的样

本.近年来,国际社会迫使土耳其承认种族屠杀的压力日益增加,一部分原因

是亚美尼亚海外移民社群的大力游说.③ 伊拉克库尔德海外移民社群将“安法

尔行动”作为“悲情牌”,塑造受害者形象,以影响欧盟官方和民间的舆论和情

绪,博取同情.④ 事实上,国际社会的普遍立场是,只有司法机构才能对是否承

认“安法尔行动”为种族灭绝行为做出决定,而不是各国政府.因此,只有当伊

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出现强有力的领导者,同时海外移民社群克服彼此的分歧、

寻求共同政治利益目标时,游说努力才有可能成功.然而,积极游说已在政治

上推动种族灭绝承认的国际化,其副产品是库尔德自治区政府外交空间的拓

展:通过与政治上推动种族灭绝承认有关的游说活动,与欧洲官方和民间建立

联系,从而使讨论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的其他有关政治问题成为可能(如打击

“伊斯兰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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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Modernity,Vol．７,２０１９,pp５５Ｇ８６．

唐志超:«政治游说与社会公关:库尔德移民对欧盟库尔德政策制定的影响»,«西亚非洲»２０１９年第

３期,第８８页.该文认为,虽然欧盟对库尔德的政策并未发生根本转变,仍对库尔德人独立建国持反对态

度,但库尔德移民在欧洲社会日渐上升的影响却是不争的事实.



康奈尔大学教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将不断进化发

展的传播体系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联系在一起,“知识分子们找到了不

经由出版印刷就能宣传想象的共同体的方法,而且他们不只向不识字的群众

宣传,甚至也向阅读不同语言的识字群众宣传”.① 伊拉克库尔德人海外移民

社群也特别重视传播的力量,以建构“安法尔行动”历史记忆的宣教网络.借

助现代化的、无远弗届的传播方式,尤其是“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
等社交媒体,加上国际主流媒体的关注和报道,伊拉克库尔德人海外移民社群

可以更便捷地“以行动做宣传”,在国际社会中设置议程,形成公众舆论,积极

扩大国际影响.同时,伊拉克库尔德人海外移民社群的这些行为,实际上形成

“媒介记忆”,是伊拉克库尔德人新的历史记忆的建构.大众传播媒介通过设

置议程,主导社会信息记忆,而这一记忆过程使得媒介记忆与历史记忆之间形

成某种必然的亲缘关系.历史记忆可以超越时间层面,从意义层面上被赋予

媒介记忆的价值;媒介记忆可以参与历史记忆的过程,并成为历史记忆的重要

来源.②

在行为层面,历史记忆在国内进一步强化库尔德人的民族认同,为独立运

动提供道德支持;在国外,历史记忆促进海外移民社群的认同感和民族主义情

绪.这些行为又进一步在观念层面上巩固了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安法尔行动”
历史记忆,实现了历史记忆政治化的逻辑循环.

结　　论

本文是对民族冲突背后一种心理动因的探索,析取一个国别的“切片”以
进行历史记忆的政治化路径分析,在伊拉克库尔德人与伊拉克阿拉伯人的族

际政治关系中,历史记忆对相对弱势的库尔德人而言更具有工具价值:创伤越

被民族所强调和建构,冲突的风险越大;历史记忆的创伤越深,冲突的风险越

大.③ “安法尔行动”对伊拉克库尔德人的打击是极具摧残性的,对这一历史记

忆的强调和运用,背后是伊拉克库尔德人对于自身文化、种族等族性存亡的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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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对伊拉克库尔德人将“安法尔行动”历史记忆政治化的理论诠释,应该在

民族、民族主义、民族冲突的三大传统理论范式彼此的互动中探寻:库尔德人

作为一个“原生性”民族,“安法尔行动”被各类技术手段转化成为进一步建构

和维系族性的历史记忆,民族精英(政府和各政治力量)又将这一观念制度化,
开展政治动员行为以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层面政治利益.

本文认为,选择性、建构性、政治能动性是历史记忆的最基本特质.作为

一种观念,“安法尔行动”历史记忆的政治化在伊拉克库尔德人的现实社会政

治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是库尔德自治区政府可以向伊拉克政府要求更多

自治权乃至独立建国的政治博弈中,通过对其“原罪”的“讨伐”占据道德高地,
以实现其民族分离主义诉求;二是海外移民社群由此向国际社会推动“种族承

认政治”,与各国政府“讨价还价”,以换取国际支持;三是将对这一历史记忆的

叙述和纪念上升为官方制度和各政治派别的特定活动依据,以促进民族认同.
这三种意义是通过观念、制度和行为三个层面的政治化路径来实现的,并在这

一路径中完成了历史记忆的扩大再生产,三个层面并不是各自孤立和割裂的,
而是彼此动态交织,互相纠缠影响,并形成逻辑循环.但政治化的历史记忆并

不是导致民族冲突的唯一变量,它往往必须与其他要素(如宗教矛盾、自然资

源、领土纠纷等)杂糅在一起,对民族冲突产生催化作用,这正体现出民族冲突

根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值得注意的是,伊拉克政府如何应对“安法尔行动”这一灾难性历史事件,

是伊拉克在政治转型进程中不得不面对的“转型正义”问题.“转型正义”的主

要聚焦点在于通过处理曾经的暴行,弥合社会分裂以求和解,重塑对人权的保

障.如前文所述,历史记忆体现着权力结构,经由伊拉克库尔德人政治化的历

史记忆是否能为伊拉克政府(即使它超然于伊拉克阿拉伯人和伊拉克库尔德

人之间民族矛盾)所接受和认可而又不影响政治稳定,就成为这种“转型正义”
能否最终实现的根本前提.鉴于伊拉克不断面临的种种内外矛盾,实现这一

前提显然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基于此,创伤性历史记忆的政治化更多地成为

民族冲突中相对弱势一方的政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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