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就沙特、 阿联酋、 巴林等国宣布断交，
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认为
此举毫无缘由。 声明没有直接提及埃及。

分析人士认为， 引爆多国与其断交
的最终“导火索”，或为上月卡塔尔埃米
尔（国家元首）塔米姆外泄的讲话内容。

塔米姆据报上月底在发表讲话时公开
对伊朗表示了支持，称伊朗是本地区和伊斯
兰教的中心所在，与伊朗紧张关系升级是不
明智的。卡塔尔方面随即对此否认，坚称是黑
客入侵伪造了讲话内容，并请求美国中情局

介入进行彻查。
与此同时， 鲁哈尼上月再次当选伊朗

总统，卡塔尔埃米尔与其通话，表示希望与
伊朗建立超越以往的密切合作关系。鲁哈尼
对此给予积极回应。对此，分析人士强调，近
年来，卡塔尔与沙特、巴林等国一直不合。卡
塔尔在中东地区支持穆斯林兄弟会、伊斯兰
抵抗运动（哈马斯）等一些组织的做法引起
了许多阿拉伯国家的强烈不满，埃及、沙特
等多国与其关系紧张。而卡塔尔近来与被沙
特等逊尼派国家视为“宿敌”国家的伊朗之

间关系的趋暖，则被认为是导致此番中东多
国与其断交的直接原因。

厦门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范鸿达
表示， 这起断交风波也与前段时间美国
总统特朗普的中东之行有关。 不管在沙
特，还是在以色列，特朗普都掀起了同伊
朗的新一轮对抗。

阿联酋在断交声明中说，卡塔尔公然违
背此前阿拉伯国家和美国达成的反恐声明。
该声明认为“伊朗是支持地区恐怖主义最大
的宗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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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巴林、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埃及、也门、马尔代
夫6国5日分别宣布与卡塔尔断绝外交关系，指责卡塔尔支持恐
怖主义活动并破坏地区安全局势。中东多国突然接连宣布与卡
塔尔断交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巴林、沙特等国对卡塔尔究竟有
何不满？此番集体断交又将对各方及地区关系和局势造成何种
影响？

� � � �当地时间5日凌晨，巴林、沙特、阿联酋、
埃及、 也门分别宣布断绝与卡塔尔的外交关
系，限令卡塔尔外交官48小时内离境，并禁止
卡塔尔公民前往这些国家。

巴林通讯社的消息说，巴林宣布与卡塔
尔断绝外交关系，理由是卡塔尔扰乱巴林安
全和稳定。 巴林关闭了与卡塔尔的海空交
通， 禁止巴林人前往卡塔尔或在卡塔尔居
住，不允许卡塔尔人入境或过境巴林，并责
令在巴林的卡塔尔人14天内离开巴林。

沙特通讯社援引官方人士的话说，“为了
保护公民免受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危险”，沙
特决定断绝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 沙特将关
闭与卡塔尔的陆海空联系。

埃及外交部当天也发表声明， 宣布与卡
塔尔断交，原因是“卡塔尔长期以来资助穆兄
会为首的恐怖组织， 在西奈半岛制造恐怖活
动”。埃及将切断与卡特尔的海空交通联系。

阿联酋通讯社的报道说，阿联酋政府决
定对卡塔尔立即采取三项措施：要求卡塔尔
外交人员在48小时内离境；禁止卡塔尔公民
从阿联酋入境或中转停留，要求目前在阿联
酋旅游或居住的卡塔尔公民在14天内离境，
同样禁止阿联酋公民访问、居住或过境卡塔
尔；24小时内关闭阿联酋和卡塔尔之间的所
有海空交通。马尔代夫外交部5日发布声明
说， 马尔代夫决定即日起与卡塔尔切断
外交关系。 与此同时，由沙特领导的多国联
军也宣布中止卡塔尔参与联军行动，原因是
卡塔尔支持在也门的恐怖组织，与也门反政
府武装胡塞组织有“勾连”。

进展
集体断交 卡塔尔海陆空遭困 原因 长期不睦 与伊朗走近终触发

� � � � 沙特阿拉伯、 阿联酋、 埃及和巴林5日几乎同时
宣布与卡塔尔断绝外交关系， 理由是这个同为阿拉
伯国家的海湾邻国支持恐怖主义活动、 破坏地区安
全局势。

沙特指认卡塔尔过去几年公开或暗中支持受伊朗指
使的什叶派反政府武装、资助被沙特、埃及等国列为恐怖
组织的穆斯林兄弟会，还支持“基地”、“伊斯兰国”等恐怖
和极端组织。分析人士指出，实际上，以沙特为首的邻国
与卡塔尔早有宿怨。

厦门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范鸿达说， 沙特等国以
反恐的名义向卡塔尔发难， 使自身处于一个道德的制高
点。断交风波的背后，是沙特与卡塔尔由来已久的矛盾。

范鸿达说，海湾地区历来讲究外交“站队”，沙特扮演
首领角色，并且强烈希望其他海湾国家追随。而卡塔尔追
求比较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开展多方位外交，不愿意完
全跟着沙特走。近年来，卡塔尔跟伊朗的交往呈现增多趋
势，而沙特与伊朗历来是对抗关系。因此，对卡塔尔与伊
朗的关系，沙特以及倚赖其支持的埃及等国很不满。

范鸿达认为， 这起断交风波也与前段时间美国总
统特朗普的中东之行有关。 不管在沙特， 还是在以色
列，特朗普都掀起了同伊朗的新一轮对抗。沙特最近也
提高了对抗伊朗的声调。就在此时，卡塔尔被曝其国家
元首称赞伊朗。尽管卡塔尔解释这是黑客制造的“假新
闻”，沙特等国却认为，卡塔尔跟伊朗走得更近了。

沙特等国与卡塔尔的另一个宿怨源自卡塔尔半
岛电视台 。卡塔尔国家元首称赞伊朗的 “报道 ”发出
后，在海湾地区引发强烈反应，沙特、阿联酋、巴林和
埃及这四个国家宣布从5月24日起“封杀”半岛台和其
他卡塔尔媒体。

范鸿达说，半岛台的报道自主性很强，常常给区域国
家造成“伤害”，引发邻国批评。阿拉伯国家、中东国家在
政治问题上历来比较谨慎，比较敏感，周边国家因为半岛
台跟卡塔尔多次发生摩擦。 半岛台给卡塔尔外交带来麻
烦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不过，范鸿达认为，对这起断交风波的影响，大可
不必过于夸大。海湾、中东地区类似事件层出不穷。一
旦发生，区域内、外国家会基于自身利益，找地区盟友
进行劝说。情况目前处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不会给
中东局势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美国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5日
敦促这些国家化解矛盾，表示美国愿意扮演劝和的角色，
“我们当然会鼓励相关方面一起坐下来解决分歧”。

蒂勒森希望成员国包括沙特、卡塔尔、阿联酋和
巴林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保持团结”，并相
信这场外交危机不会影响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打击极
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

（新华社供本报特稿）

一次并不意外的宿怨爆发

� � � �分析人士指出， 海湾国家之间出现
分歧并断交并非首次。 但此次多国与卡
塔尔断交， 不仅驱逐卡塔尔外交人员和
机构，还封闭与卡塔尔的海陆空联系。卡
塔尔所有的陆路通道被封，成为孤岛。而
卡塔尔的食品主要通过沙特陆路运输入
境， 沙特关闭与卡塔尔的边境将会对卡
塔尔民众生活带来极大影响。

此外，卡塔尔航空公司是地区最大的航
空公司之一，与断交多国保持着紧密的通航

关系。卡塔尔还生产全球三分之一的液化天
然气， 与这些国家也保持着广泛的银行联
系，卡塔尔在相关国家的个人、机构、贸易公
司等利益必将受到损失。 作为重要的产油
区，此番断交风波也将引发投资者对原油市
场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是否继续
延长减产协议的密切关注。

舆论认为， 多国先后与卡塔尔断交使
得海湾国家内部甚至中东地区国家之间的
矛盾公开化。同时，对卡塔尔的伊朗政策施

压也凸显了阿拉伯国家在对伊问题上“站
队”的重要性，势必将对叙利亚危机、也门
危机等产生影响， 并进一步激发地区矛盾
和分裂，不利于地区整体的安全与稳定。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国家与卡
塔尔未来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并非没有可
能。目前，同为海合会成员国的科威特没
有与卡塔尔断交， 并已表达从中斡旋的
意愿，为未来关系转圜留下了余地。

（据新华社北京6月5日电）

影响 激化矛盾 关系转圜或有余地

专家观点

卡塔尔为何
1天遭遇6国断交

图为6月5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拍摄的卡塔尔驻巴林使馆。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