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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萬庫爾德人至今仍是“無國
家民族”
。
曆史上，公元七世紀的庫爾德人曾是薩珊
波斯反抗阿拉伯帝國在美索不達米亞擴張的
中堅力量。但最終隨著薩珊帝國的最終崩潰，
庫爾德諸部落最終還是放棄了對阿拉伯帝國
的抵抗，並皈依了新的信仰。庫爾德人無論在
波斯人還是阿拉伯人、或後來的蒙古人和突厥
人治下，都維持著名義上對中央政府服從，但
在地方層面上事實上獨立的狀態。善戰的庫爾
德人也是信仰伊斯蘭教諸帝國主要的兵源來
源之一。整個中世紀最著名的庫爾德戰士大概
是率領穆斯林軍隊從十字軍王國手中收複包
括耶路撒冷在內諸多黎凡特城市的薩拉丁。但
中世紀的身份認同以宗教而不是民族劃界，薩
拉丁本人很可能只將自己看做穆斯林的領袖，
而並不在意自己的庫爾德人身份。
值得一提的是，現在大馬士革著名的薩拉
丁銅像是敘利亞前總統哈菲茲· 阿薩德爲了宣
傳反西方意識形態而樹立的。他可能不會想到
薩拉丁的後代們現在成爲了致力于推翻他兒
子，敘利亞現任總統巴沙爾•阿薩德的重要勢
力之一。
庫爾德人的民族意識與一戰後中東各民
族從帝國向民族國家的範式轉移同步。一戰後
的色佛爾條約肢解了奧斯曼帝國統治下的中
東，同時奠定了現代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
科威特等國的版圖。但這個條約沒有爲建立庫
爾德人民族國家留下空間，反而迫使大量土耳
其庫爾德人爲逃避土耳其民族主義者在建立
現代民族國家過程中對少數族群施加的高壓
政策而逃向敘利亞等地區。二戰後，受英法托
管的中東地區紛紛建國獨立，但庫爾德人則沒
有得到獨立建國的機會，形成了土耳其、敘利
亞和伊拉克等國重要的少數族群。

1988 年薩達姆政府發動毀滅庫爾
德種族的“安法爾行動”
，18 萬人
死亡，150 萬人流離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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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爾德人 命運多舛的戰鬥民族

YPG 女兵

庫爾德人是中東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在民族認同上，他們不同于他們
所在大多數國家。混亂的中東局勢下沒有建立民族國家的空間，卻始終堅
持在抗擊伊斯蘭國的第一線。
據紐約時報報道，本月 11 日，庫爾德武裝在美軍空中支援的協助下收
複了被伊斯蘭國武裝盤踞了一年之久，位于交通要道伊拉克北部城鎮辛佳
爾。一年前，辛佳爾的陷落標志著伊斯蘭國大規模屠殺、強奸、奴役等一系
列暴行的開始，迫使奧巴馬政府加強了對伊斯蘭國的空襲力度。因此，此次
庫爾德武裝收複辛加爾除了軍事意義外，也讓人重振戰勝伊斯蘭國的信
心。當然，也再一次引起了世界對一直堅持在抗擊伊斯蘭國第一線的庫爾
德人的關注。
隊毀滅，18 萬人死亡，150 萬人流離失所。
2003 年的伊拉克戰爭中，庫爾德民兵
“佩
什梅格”
（又譯
“決死隊”
，在庫爾德語中的意思
是“ 直面死亡的人”
）積極協助美軍的軍事行
動，在抓獲薩達姆的行動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2004 年，庫爾德民兵抓獲了本•拉登的信使，
使美軍能夠得以循著信使提供的線索找到拉
登的藏身之地，並最終成功將其擊斃。伊拉克
新政權建立後，通過憲法確立了伊拉克庫爾德
斯坦的自治地位。

現代曆史上，庫爾德人曾有多次爭取獨立
的努力。在伊拉克，60 年代複興黨取得政權後，
在庫爾德斯坦民主黨領袖穆斯塔法•巴爾紮
尼領導下爭取獨立，這讓伊拉克庫爾德斯坦進
入了與巴格達曠日持久的戰爭。兩伊戰爭爆發
後，庫爾德人與伊朗的聯系更使薩達姆•侯賽
因政府寢食難安。1988 年，伊朗軍隊占領了伊
拉克北部庫爾德人聚居的重鎮哈拉巴賈，薩達
姆隨即動用轟炸機對城市進行了地毯式轟炸，
在今天建立政權的庫爾德斯坦議
不久人們發現，空襲投下的彈殼散發出蘋果和
會中，有 30%以上的女性議員，為
大蒜的氣味。據親曆者回憶，炸彈釋放的氣體
增進女性權益而努力。
讓一些人立刻倒斃，另一些人則發出歇斯底裏
相比中東典型的宗教氛圍濃烈的阿拉伯
的大笑後死去。對哈拉巴賈的化學武器轟炸造
國家，今天的庫爾德斯坦更像世俗化的以色列
成了約 5000 平民死亡。與此同時，薩達姆政府
的翻版。政府立法機關是自由選舉産生的庫爾
在北部地區實行了旨在種族滅絕庫爾德人的
德議會。地區兩大政黨——庫爾德斯坦民主黨
“安法爾行動”
。伊拉克軍隊將庫爾德村莊整村
屠滅。據估計，有大約 4000 個村莊被伊拉克軍 （KDP）和庫爾德斯坦愛國聯盟（KUP）之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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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維持著穩定而有活力的議會政治。庫爾德
斯坦社會在民族和宗教方面均十分多元化，庫
爾德人、雅茲迪人、信奉基督教的亞述人和阿
拉伯人和諧共存，和很多中東國家相反，庫爾
德斯坦猶太人口不僅沒有因向以色列移民而
縮小甚至消失，反而有相當的增加。伊斯蘭國
崛起以來，庫爾德斯坦還接受了很多從伊斯蘭
國勢力範圍逃出的難民。庫爾德斯坦幾乎沒有
宗教極端主義，清真寺宣禮塔一日五次響起的
提醒信衆禮拜的誦經聲對大多數庫爾德人來
說只是生活的點綴，而非主要內容。中東國家
常見的對女性的歧視和壓迫在庫爾德斯坦也
無迹可尋——議會中 30%議員爲女性，她們毫
無顧忌地提出增進女性權益的議題；自願加入
佩什梅格的女性受到媒體的稱頌和社會的廣
泛尊重。
敘利亞內戰及隨後伊斯蘭國以及其他伊
斯蘭主義勢力的崛起是敘利亞、伊拉克兩國庫
爾德人目前面臨的最大挑戰。

在庫爾德武裝中爲媒體報道最多的無疑
是庫爾德女兵。她們實際上來自創建于 2012 年
的 人 民 防 衛 軍（YPG）下 屬 的 女 性 防 衛 部 隊
（Women's Defense Units）
。YPG 的創立是爲了
對抗敘利亞政府軍以及內戰中崛起的伊斯蘭
國和基地組織分支努斯拉陣線。YPG 有 7000 人
左右，占庫爾德在敘利亞軍事力量的 35%，目
前主要在敘利亞北部，庫爾德斯坦和敘利亞領
土交界處的重鎮科巴尼（Kobanî）等地區與伊
斯蘭國交戰。
YPG 女兵被昵稱爲
“獅子”
，這來自于一句
庫爾德俗語：
“獅子就是獅子，不論是公的還是
母的”
。媒體對 YPG 女性防衛部隊的關注很大
程度上源于中東大多數國家隊女性的歧視
——在大多數阿拉伯國家出現這樣一支純粹
由女性組成的部隊幾乎是不可能的。當然這也
反證了庫爾德人是中東穆斯林諸民族中相當
特殊的一員。顯然，伊斯蘭國的聖戰分子並不
分享庫爾德人對女性的尊重，他們認爲，在戰
鬥中被女性殺死不能算作爲聖戰獻身，死後不
能上天堂而只能直墜火獄。因此他們對庫爾德
女兵十分恐懼。在科巴尼作戰的女兵曾經在監
聽聖戰分子之間的無線電通訊時聽到他們帶
著恐懼的口吻談及庫爾德女兵。
當然，我們隨時都不能忘記，敘利亞內戰
是 21 世紀迄今爲止人類經曆的最大規模的人
道主義危機。戰爭不會因爲庫爾德人或 YPG 女
兵的英勇就不對他們顯露其猙獰面目。
圍繞科巴尼進行的爭奪是敘利亞內戰中
最血腥的一幕之一。科巴尼又稱艾因阿拉伯，
是敘利亞和土耳其邊境的一個州，主要城市是
科巴尼城。該州是 YPG 總指揮部的所在地。
2013 年 8 月 1 日，伊斯蘭國宣布對科巴尼的圍
攻開始。從此，伊斯蘭國武裝就將科巴尼圍得
水泄不通。伊斯蘭國武裝一度占據了科巴尼州
和城市的大半部分，但從今年一月開始，在自
由軍和佩什梅格的增援、以及美國率領的聯軍
空襲支援下，YPG 開始逐漸奪回城市的控制
權。
到今年七月，伊斯蘭國控制的地區只剩下
科巴尼東南方爲數不多的幾個村莊。在爲時兩
年的科巴尼爭奪戰中庫爾德人絕不乏犧牲。
2014 年，在與 ISIS 爭奪科巴尼的戰鬥中，YPG
女兵 Arin Mirkan 發現她孤身被 IS 部隊包圍。
她並沒有選擇投降，而是引爆了身上的炸藥，
與敵人同歸于盡。Arin Mirkan 的犧牲被贊頌爲
庫爾德人和 YPG 女兵勇氣的最高體現，但我們
也許更應當從中注意到戰爭對人類生命的殘
忍剝奪。
伊斯蘭國在其統治區內屠殺、強奸、複興
奴隸制，庫爾德斯坦則堪稱中東民主世俗化社
會的典範，兩相對比，十分清晰地對我們揭示，
人類社會在今日敘利亞和伊拉克面對的是一
場文明與野蠻殊死較量。2015 年敘利亞難民危
機和近日的巴黎襲擊則告訴我們，人類社會的
其余部分不能因對中東的亂局袖手綏靖就幸
免于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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