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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国气温上升：中东气候变化及暴力
现象
作者：Alexander De Juan，Sarah Schwahn

2014年1月30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公布了最新实况报告的
第一部分。人们在改良过的气候模式上撰写该报告，与2007年提交
的上一份报告相比，该报告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后果，发出了更为
迫切的警告。中东国家尤其受到影响。

解析

气温上升，降雨量减少，会减少生存所必须的资源。如果发生这
类环境变化的地方，政治机构及结构薄弱，那么爆发暴力冲突的危
机，就尤其容易上升，许多中东国家就证明了这一点。

 � 气候预测显示，全球气温将上升，水资源会继续减少。在中东，
这类变化带来的后果，现在就已清晰可见。

 � 过去历史上，长期气候变化，就已经直接或间接引发中东的暴力
现象，例如在也门、伊拉克、苏丹或叙利亚。譬如在苏丹西部，
就一再爆发争夺肥沃地区的暴力冲突；在也门西部，水成为人们
在农村地区争夺得最为频繁的资源。

 � 然而，按照新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预测，暴力必然升级，这一预测
是无根据的：比环境变化自身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如何应对资源
紧缺及其后果。气候变化虽然会加剧分配冲突，然而，气候变化
最终会造成何种后果，主要取决于各政治机构的素质及能力。

 � 这样，对尤其受到影响的国家而言，更为重要的就是，及早准备
并采取措施，以适应气候变化。这样，人们可以阻止长期气候变
化令政治及经济体系变得更加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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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认知里的气候变化与暴力

气候变化对矛盾的意义有多大，人们对
这方面的估计，各有不同：有的认为大
致可以解除警报，有的觉得前途灰暗，
认为未来将爆发争夺水资源的战争，人
口受气候影响而被迫迁移。人们从气候
预测出发，展开这方面讨论，例如2014
年世界气候委员会最新公布的报告。该
报告预测，地球上许多地区降雨量将减
少，气温将上升，干旱、风暴或洪水这
类极其恶劣的后果会频繁发生并得以加
剧。简而言之，长期气候变化，会对人
类生存条件带来不利影响。而在地球上
受气候影响尤其严重的地区，爆发暴力
冲突的危机，又会因此而得到加剧。

2013年底，媒体报道强调，旱灾对
叙利亚内战爆发起到了重要作用。在也
门和伊拉克，争夺紧缺资源的具体暴力
行动增加，这亦让媒体加大了关注力
度。中东今日早已成为世界上水资源最
为匮乏的地区之一。政府间气候变化专
门委员会的最新报道认为，该地区的许
多国家，将极大程度受到气候变化多端
的影响。这类发展对当地的争端情形，
会带来哪些后果？何种情况下，会引发
暴力冲突？下文将总结目前针对这类
问题的调查结果，并以四个国家，即也
门、叙利亚、伊拉克、苏丹为例，展开
讨论。调查结果显示，环境变化常常令
地方矛盾加剧。然而暴力并不是不可避
免的结果。如果国家机构无力、或无意
高效调整对紧缺资源的使用，并减轻资
源紧缺所带来的社会及经济问题后果，
那么，矛盾就尤其可能得到升级。

环境变化及暴力

人们将“气候变化”理解为较长时间里
可以观察到平均值发生了变化，或者较
长时间里可以观察到的气候特征大幅度
变化（例如温度或降雨量）。这类发展
对矛盾的影响重要性，首先取决于其对
水以及粮食供应方面可能带来的影响。
气温上升、降雨量减少，会减少再生
水资源的数量；农业生产潜力下降——
也就是收获周期延迟，肥沃的农田及牧
场面积缩减，或者灌溉需求高于可供使
用的资源。降雨时间的改变以及极端气
候现象，同样也能限制人们获得重要资

源。由此而来的紧缺现象，会对暴力危
机带来不同形式的影响（参见：Brown 
及 Crawford 2009; Kloos 等等  
2013）。

如果可供使用的水资源以及肥沃
的土地减少，那么在影响尤为严重的地
区，对生存所必需的资源的竞争，会得
以加剧。如果资源分配方面的矛盾激
化，爆发直接暴力冲突的危险，就会得
以提高。例如，在严重缺水的地区，农
民与牧民在干旱季节就常常爆发争端，
争夺水井、农田或者牧场。如果人们为
了寻求更好的生存条件，迁移到其他地
区，那里虽然并没有资源紧缺现象，但
仍可能出现矛盾，因为迁移进来的人口
提高了人们对自然资源的需求。

在其他情况下，气候变化以及暴力
冲突之间的联系，没有这么直接。自然
资源紧缺现象加剧，会对国家及社会之
间的关系造成不利影响。人们获得供应
不足，国家对此作出反应的能力不够，
这已经多次导致人们针对国家权威进行
示威游行，并采取暴力行动。此外，温
度上升以及降雨量减少，也会导致经济
条件普遍恶化，特别是经济上很大程度
上依赖于农产品生产的国家。和平及暴
力现象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好地证明了
经济发展衰退及暴力之间存在的联系。

在那些受到影响的国家里，不仅仅
是环境变化会影响紧张关系。自身出产
的农产品产量越少，相关国家对国际食
品市场的依赖性就越高。气候变化导致
世界市场价格变动，在此可能对人们的
食品状况造成巨大影响。孟加拉、喀麦
隆或埃及在2007及2008年爆发了针对食
品价格持续上涨的示威活动，这些最新
发生的事例清楚显示，这类发展具有何
种矛盾潜力。

过去的发展以及未来的情形

中东许多国家的特点为干旱或半干旱地
区，整体降雨量小，每年降雨量差异
大。中东地区现今淡水含量，已为全世
界最低。此外，中东地区极其频繁遭受
极端气候的影响，特别是干旱。中东相
对其他地区，自身农业潜力低下，因此
中东许多国家也大量依赖进口食物（参
见：Worldbank 2013）。这里气候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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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尤其能引发严峻后果。关于气候发展
方面的观点，哪些适用在中东地区？

由于每年气候变动大，而且整体
来说，相同气候长时间重复出现的时间
段方面的数据很少，因此，人们难以对
该地区未来趋势作出可靠的鉴定。尽管
如此，一些研究发现确凿迹象，表明
过去一百年里温度上升（参见：Zhang 
等等 2005）。其他分析得出结论，认
为过去一百年里水资源的供应量显著减
少。雨水丰富的冬季月份，尤其能说明
这一点——自1902年来，中东地区十
二个最为干燥的冬季，其中十个就发生
在过去20年里（参见：Hoerling 等等 
2011）。

此外，这些预测中含有一些其他
不定性因素。例如人们不知道，引起温
室效应的气体排放量将会如何发展。此
外，人们可以根据完全不同的数学模
型，计算未来气候发展。相应地，预测
也有时会显示出极大的区别。下图展示
出阿拉伯国家的预测情形。降雨量的变
化，被显示为下面两个时间段中间值的
变化：一个是1961年至1990年这个时间
段的基本数值，另一个则是推算出来的
2040年到2069年的数值。人们设想温室
效应气体的排出量为中等水平，在此基
础上进行计算，而这些计算结果显示出
总共15个气候模式的平均值。

乍一看，该图似乎驳斥了那些悲观
的预言。这里援引的模式虽然大都预言
中东地区北部降雨量显著减少，然而同
时许多南部地区似乎能获得更多的雨

水。然而水资源的供应不仅仅取决于降
雨量，其他众多因素也起到影响，其中
特别是土质以及绝大情况下的气温条件
会发生影响。温度升高，会加剧水分
蒸发，减少土壤湿度，提高农业所需的
灌溉水量。下图显示的是一项类似的预
测，不过这次预测的对象，是2050年前
的温度变化。

图片上所列出的全部地区与参考年
份相比，使用这些模式，能发现温度有
时明显升高（参见：IPCC 2013）。即
使人们会有各种不确定的地方，但是可
以认为，环境变化明显会对该地区可供
使用的水资源及食品造成不利影响——
其方式就是农业可用面积减少，再生
水资源紧缺，农业产量降低（例如参
见：Worldbank 2013）。

除了这些普遍性趋势外，这些图表
也显示，对个别国家及其国内情况，可
以作出极其不同的预测，能有很大的区
别。因此，如果要评定较长时期的环境
变化重要性，合理的方法就是描述生态
变化及其对特定国家暴力矛盾所造成的
影响。以下篇幅将就此概略描述四国情
况：也门、叙利亚、伊拉克及苏丹。

也门

在像阿拉伯半岛这样极度缺水的地区，
也门尤其引人注目：毫无例外，这个国
家依赖于降雨以及地下水储备，是世界

图表1：直至2050年降雨量的发展

来源：阿拉伯地区食品安全及发展图，网页：<www.arabspatial.org>（作者加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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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最为缺水的国家之一。同时，该国人
口增长率为百分之三点一，是全球人
口增长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开采的地下
水，约百分之九十都用于农业方面。仅
用于种植毒品恰特草方面的用水量，就
占了一半以上。在也门首都萨那地区，
人们加大供水，这本应让人感到高兴，
然而，这导致了该地区能以自然方式实
现再生的水资源的开采量，有时提高了
三倍到四倍。由于开采过度，部分地区
地下水的水位，已经由原来的20米降
低到海拔负200米（参见：Kürschner-
Pelkmann 2007，第381页）。

在此背景下，毫不让人吃惊的就
是，也门农村地区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
争端，据估计都与水有关。资源竞争尤
其加剧了已有的矛盾——例如富农以及
小农争夺地下水源，而这些水源受工业
开凿而即将干涸；河流上游及下游居住
的农民们之间存在矛盾；抑或农村地区
以及供应条件更好的城市之间也存在着
矛盾。然而，理解这类矛盾，不能仅从
资源供应紧缺这一情况出发：尤其在该
国的南部以及北部高原地区，国家几乎
无法实施其武力垄断。在这个高度军事
化社会里，争夺水资源，常常只是那里
矛盾爆发的具体争端而已。同时在叛党
控制的地区，政府无法成功整顿水资源
的获取途径。

研究认为，长期来看，也门农产
品产量将下降百分之四十。萨那被视
作世界上第一个面临“干涸”危险的首
都。也门政府缺乏贯彻能力，这让他们

难以有效实施整顿用水措施。现代以及
传统调节机制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也
门特有的宗教及政治紧张关系，令水资
源分配方面的合作变得越发艰难（参
见：Lichtenthäler 2010）。然而，人
们最终也有理由对也门抱以期望：伴随
着政府2004年颁布的“国家水战略及投
资方案”，人们加大了高效供水方面的
机制框架，即使该方面措施的有效实施
仍然进展缓慢。

叙利亚

与也门相比，叙利亚的环境条件起伏变
化更大。叙利亚内陆以沙漠及草原为
主；海岸地带则降雨量高。该国的三分
之一左右面积都可用于农业。一再出现
的干旱期，向来是该国气候条件的组成
部分。然而，较近的研究证实气候发生
了长期性变化，农业产量降低。此外，
在许多地区，人们试图通过非法钻井，
来确保收成。此外，由于叙利亚位于幼
发拉底河下游，土耳其修建大坝的项目
极大影响了河流进水量。气候变化以及
当地造成的环境影响相互作用，导致叙
利亚与也门一样，地下水位也持续下
降。可供使用的水资源减少，令叙利亚
容易出现食物紧缺现象。

这类发展，与叙利亚2011年爆发
的暴动有关联吗？2006年该国对抗了
四十年来最为严重的干旱：农业收成减

图表2：直至2050年的温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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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阿拉伯地区食品安全及发展图，网页：<www.arabspatial.org>（作者加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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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了正常收成的一半以上。阿拉伯复兴
社会党领导下的叙利亚，国家机构结构
冗沉，职权划分不明，这让人直到今天
都无法高效管理水资源。此外，叙利亚
政府2008年中止了国家补助，以此继续
推动叙利亚经济开放进程，而这让农村
人口的生活状况变得愈加艰难。一共有
约一百万叙利亚人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
经济基础。这一发展带来的影响就是人
口加剧流动到了城市。而城市的供应结
构无法胜任这一流动浪潮。即使至今为
止，人们几乎未曾对叙利亚的流动人口
及社会动乱作出研究：处理过的水资源
及其他基本服务供应不足，这令原本就
经济脆弱的城市，陷入社会紧张局面。
位于南部的德拉市尤其受到干旱影响，
而该城爆发了最早的抗议活动。

2006年的旱灾加重了早已存在的
当地居民基本生存困境及组织方面的弊
端。与其同时，国家大力推进农业经
济自由化，并且政府资源管理和危机
管理方面的能力不足，从这两点就可
以理解灾难的严峻后果。简而言之：与
其说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旱灾，还不
如说是国家无力缓解旱灾带来的经济及
社会后果。然而其危险就是：叙利亚环
境变化，未来更容易引发矛盾。预测估
计，叙利亚的气温会继续上升，然而降
雨量会持续下降。特别是旱季一再出
现，这些都加大了下面这一危机：在叙
利亚经济及政治极其脆弱的背景下，争
夺水资源或者肥沃土地这类资源的矛
盾，会爆发得更加频繁、更加尖锐（参
见：Worldbank 2013，第40页）。

伊拉克

虽然在伊拉克，人均可供使用的水量，
高于其阿拉伯邻国，但是该国受极端气
候条件影响，水资源的供应也益发成为
威胁人民基本生存条件的问题。其原因
是：历史上伊拉克面临重重矛盾，其过
程中基础设施被摧毁，石油污染了地下
水，部分地区干旱。伊拉克也同样明显
受到土耳其修筑大坝项目的影响，幼发
拉底河以及底格里斯河的水位下降，伊
拉克受到极大影响，是因为伊拉克的地
表水几乎完全（百分之九十八）来自于
这两大河流。与叙利亚及也门一样，伊
拉克农业使用的水资源常常紧缺。这也

引起人们在伊拉克非法凿井，灌溉技术
不经济合理，而这促使土壤进一步盐碱
化。伊拉克仅有百分之三十的农业可用
面积，因此，盐碱化带来的问题颇为严
峻（参见：Toensing 2010）。

与叙利亚类似，2007年伊拉克也
经历了一场区域性旱灾，农业经济产量
明显受到影响。约百分之四十的耕地，
大规模减产。随后伴之而来的供应紧
缺，迫使众多人口迁移到城市地带，
尤其是迁移到巴士拉及巴格达的周边城
市。这些地区原本就受难民潮运动影
响，其供应状况变得雪上加霜。国际移
民组织（IOM）发出相应警告，称争
夺资源的矛盾，益发频繁地以种族关系
紧张的形式爆发出来。而和其他列举的
国家一样，人们不应该将伊拉克水资源
紧缺，视作爆发具体暴力矛盾的直接原
因。人们更需要在极其脆弱的国家政权
及长期的矛盾历史背景下，分析气候变
化对矛盾的意义。

然而，依据对伊拉克气候所作出
预测，估计未来在伊拉克，环境因素在
社会及政治方面的重要性，也会得到提
高。人们估计，直至2100年，降雨量
会减少。此外，幼发拉底河的进水量在
未来25年里将会下降近一半。这样，
对水的需求，预计会超过水供应量的
数倍。这不仅会对该国内陆人类基本生
存环境造成不利影响，也会成为与土耳
其及叙利亚爆发国家之间危机的一大潜
因。此外，伊拉克几乎完全没有机构性
合作机制，而也门已逐步形成机构性合
作机制，叙利亚亦已初步拥有这类机制
的雏形。在持续不断的政治不稳定性条
件下，人们须预计在不久的未来，伊拉
克政府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将不
会予以足够的关注。然而，正是在伊拉
克，看来人们尤其迫切需要适应加大变
化的气候（参见：UNDP 2011）。

苏丹

苏丹呈现出撒哈拉沙漠以南干旱地区
典型气候特征：降雨量相对低，每年
雨量变化大。此外，过去数十年里，环
境条件恶化。联合国环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al Programme, 
UNEP）的一项研究证明，苏丹降雨量
明显减少。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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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漠及半沙漠地带的边界线，向南推进
了50至200公里，相关地区的生存条件
相应发生恶化。尤其是二十世纪七十
年代到九十年代，该国多次受到长年旱
灾的冲击，这对于这个高度依赖农业
的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参见：UNEP  
2007）。

多项研究考察了环境变化对矛盾爆
发的重要性。以历史为导向的定性研究
表明了，上文介绍的发展趋势，过去对
苏丹的武力矛盾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
今天仍将起到重要作用。二十世纪八十
年代苏丹北部地区一再爆发的旱灾，以
及北部地区可供使用的水资源与肥沃土
地整体减少，让人口更加急剧地流动到
南部更为肥沃的地带。这在许多地方引
发紧张关系，特别是来自北方的阿拉伯
牧民以及定居于南方的非洲农民之间爆
发矛盾。这类矛盾早已引发了争夺水源
富饶、土地肥沃地区的武力冲突，引发
系统性的驱逐活动，并成为达尔富尔长
期内战的一项决定性背景因素。

调查研究认为，苏丹可供使用的
水资源及农业产量会进一步减少。要想
估测这类发展对矛盾爆发的重要性，就
需摆脱片面将苏丹暴力归结于资源之争
的思路。多方迹象显示，环境变化影响
苏丹西部的矛盾动态发展，并促使矛盾
激化。而矛盾激化又和其他因素联系到
一起，而部分因素无疑更为重要。达尔
富尔内战是该地区长年经济及政治边缘
化的结果，并且政府单方面毫不妥协的
军事干预推动了内战发展。该国西部的
人口密度，从1956年的每平方公里三
人，提高到2002年的每平方公里十八
人，这对人均可使用的资源造成了重大
影响（参见：Abdalla Fadul 2004）。
同时国家无力、或者无意缓解一再出现
的干旱起对人民带来的影响，无力或无
意和平处理出现的资源矛盾。

背景因素的重要性

上文以这四个国家为例进行描述，反映
了气候变化对国家内部暴力矛盾升级的
影响调查结果：这些调查结果不认为环
境变化与暴力矛盾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
联。一方面，一些因素至少同环境变化
一样，对资源紧缺意义重大，这些因素
影响暴力矛盾升级。这些因素首先包括

人口增长，对于许多国家里人均可使用
的水资源而言，其不利因素高于长期气
温上升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在环境
变化是否以及以何种方式对矛盾造成影
响这一问题上，一系列政治、社会及经
济方面的因素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许
多迹象指明，尤其在政治结构脆弱的国
家里，气候变化会激发矛盾，这类国家
或者无力或者无意以透明的方式整治紧
缺资源的使用，消除气候变化可能带来
的负面效果。

除了优先采取适应性措施，适应
当前以及预测到的环境变化以外，加强
合作机制亦是抑制上述动态发展的一项
关键举措。例如，在苏丹许多地方形成
了一些地方性机构，这些机构在旱灾情
形下相互提供帮助，在矛盾情形下进行
斡旋。也门的水资源及环境部，促进村
庄的全体居民合力确保当地的水存储
量，而伊拉克也加大了同邻国进行国与
国之间的水资源政治合作讨论。这些事
例显示，资源紧缺并不一定引发暴力，
也可以让人更加愿意加大合作力度，促
进相关的倡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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