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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加达爆炸：恐怖主义席卷东南亚的开端？雅加达爆炸：恐怖主义席卷东南亚的开端？
文／  张 洁  文／  张 洁  

        2016年1月14日，印度尼西亚首

都雅加达街头发生汽车连环爆炸式的

恐怖袭击。这是印尼近年遭受的最严

重恐袭，导致7人死亡（含恐怖袭击嫌

犯5人）、17人受伤。很快，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宣称对此次行动负责。

更多报道指出，策划者是身在叙利亚

的印尼裔极端分子，目的在于呼应

“伊斯兰国”在全球的恐 怖活动 。 

 从2015年起，东南亚各国的恐怖

活动呈现反弹之势。1月荷兰皇家航空

公司发布安全警报，指恐怖组织可能在

马来西亚策划恐袭；9月美国和澳大利

亚驻马使馆同时发布安全警告。虽然东

南亚各国政府相应加大了防范力度，

马来西亚和印尼还挫败了多起恐袭计

划，但最终还是防不胜防。不过，此

次雅加达恐袭伤亡人数比2002年发生在

旅游胜地巴厘岛、导致200多人死亡的

爆炸案少很多，主要得益于印尼反恐

部门的反应速度和专业性 的提升 。 

 这次事件恐怕只是恐怖主义浪潮

再度席卷东南亚的开端。未来，恐怖

活动与防恐、反恐的博弈在该地区将

会更加激烈。东南亚各国在加强本国

反恐能力建设的同时，更应推动区域

内外的安全合作，通过“内外兼修”

遏制恐怖主义的蔓延，保障本国和地

区经济发展和社 会稳定 。 

 政教合一与极端 主义挑 战 

 印尼地域广阔，穆斯林人口众

多，这是“伊斯兰国”极端思想得以

渗透的重要原因。印尼国家反恐局的

数据显示，到2015年底，至少已有800

名意图加入“伊斯兰国”组织的印尼

公民前往叙利亚和伊拉克，多起未遂

恐怖活动被破获。较之马来西亚和新

加坡，印尼经济发展落后，国家治理

能力有待进一 步提升 。 

 印尼长期被是否建立政教合一政

权的争议所困扰，并且因此在历史上

发生过内战和分离运动，但这与目前

受“伊斯兰国”影响、通过极端暴力

手段谋求建立“哈里发政权”的恐怖

活动是有本质 区别的 。 

 印尼没有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形

态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首先，印尼

的宗教信仰多元化。从20世纪初民族

觉醒到40年代建国初期，印尼逐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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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14日，印度尼西亚

雅加达一家购物中心附近发生

爆炸袭击。图为警方在爆炸点

附近搜寻犯罪嫌疑人。



中国周边

34

成了宗教信仰多样化的政治生态，亚

齐人信奉具有苏菲神秘主义色彩的教

义；爪哇的穆斯林分为各种教派，包

括正统的伊斯兰教师联合会派，爪哇

岛西部地区势力强大、政治狂热的伊

斯兰教运动派，爪哇北部一些港口城

市志在改革教义的穆斯林商人集团，

还有与遥远的开罗有着文化渊源的现

代主义穆罕默德协会改良派。中爪哇

和东爪哇内地居民虽然名义上也是穆

斯林，信奉的其实是伊斯兰教东渐前

当地的崇拜精灵的传统习俗。此外，

印尼还存在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

多种宗教信仰。宗教多样性在一定程

度上导致了政治主张的多元化，正统

伊斯兰教政党建立伊斯兰教政权的主

张无法得到非伊斯兰民众 的认同 。 

 其次，世俗政权的建立有利于

印尼国家统一。在印尼建国初期，面

对内忧外患，以苏加诺为代表的印尼

领导集团力图克服思想、宗教、民族

的国内差异，将印尼统一在民族主义

目标之下，为印尼的统一与独立寻求

各方面都能接受的思想基础。在1945

年的“独立准备调查委员会”上，苏

加诺提出了“建国五基”，其中一条

便是“信仰神道”，强调宗教信仰自

由，不强迫所有人都皈依伊斯兰教，

从而否定了政教合一 的主张 。 

 但印尼的穆斯林精英一直没有

放弃政教合一的政治诉求。当民族危

机消失后，关于政权性质的争论重新

出现，成为政治斗争焦点之一。1949

年西爪哇曾兴起“伊斯兰教国”运

动，一些人甚至宣称要对“异教徒”

开展“圣战”。1953年亚齐发生地方

叛乱，1956年苏门答腊又发生叛乱，

苏拉威西岛上出现了反政府的“全面

斗争约章集团”。但这一时期，所有

政治斗争都是在承认印尼作为一个统

一国家和民族存在的前提下展开的，

并不采取攻击平民的恐怖主义手段。

以恐怖袭击为手段试图推翻东南亚各

国现政体、建立跨国界的“哈里发政

权”的势力在印尼政治生活中仍属于

 极小众 。 

 如果对印尼目前的恐怖主义活动

进行比较研究，更准确的对比样本应

该是2001年后在东南亚范围内出现的

恐怖主义活动。这两轮恐怖主义浪潮

在思想、目标、组织方式和手段方面

有很大相似性，并且在人员组织上存

在密切联系。他们都以建立跨国界的

“哈里发政权”为目标，都采取极端

暴力手段，都与中东的恐怖组织有着

密切联系。

据称，“伊斯兰国”2012年开始

招募东南亚志愿者时，最初的参加者

很多都来自“伊斯兰祈祷团”的“根

据地”，而“伊斯兰国”的出现无疑

给印尼当地遭受沉重打击的原生恐怖

组织带来了“重生”机会。在“伊斯

兰祈祷团”组织领袖先后被捕后，其

较年轻成员另起炉灶，以中苏拉威西

的波索地区为根据地，创立“东印尼

圣战士”组织，这个组织已宣誓效忠

“伊斯兰国”，并在2015年杀害了多

名警察 和平民 。 

 区域反恐需“内 外兼修 ” 

 应该说，“伊斯兰国”的影响力

在东南亚地区蔓延得相当迅速。2015

年初，“伊斯兰国”对东南亚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本土穆斯

林前往中东参加“圣战”，二是在中

东接受军事训练后的极端分子重返东

南亚进行暴恐活动。到了2015年下半

年，“伊斯兰国”对东南亚的影响迅

速转化为发动恐怖袭击的现实安全挑

战，潜在威胁日益显性化。印尼、马

来西亚等国破获的多起恐袭策划案均

与“伊斯兰国”有关。更多发现也证

实，“伊斯兰国”对东南亚恐袭活动

的资金和装备支持力度 在加大 。 

 面对恐怖势力的卷土重来与再

度整合，东南亚各国政府开始积极应

对。首先是反恐态度与立场的转变。

以新加坡《联合早报》为样本进行分

析可以发现，早期的新闻多以零星报

道恐怖主义活动为主，各国政府的反

恐举措则以防范本国公民前往中东为

主。2015年中期起，关于东南亚各国

政府的反恐政治表态以及新出台反恐

措施的报道显著增多，这反映出东南

亚各国反恐事业正发生从态度上模棱

两可到行动上坚决果断的转变，背后

折射出的是恐怖主义对各国安全挑战

的日 趋严峻 。 

 其次是反恐实际行动。东南亚

各国的反恐行动在国内、国际两条线

上同时推进。2016年1月雅加达恐袭

发生后，印尼政府表示，将进一步增

加预算应对恐怖主义，包括对出狱的

极端分子行动加强监控、遏制“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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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国”的网上宣传与招募、对国内现

有反恐机构加强整合等。事实上，随

着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与中央权力的重

建，到苏西洛总统执政后期，印尼已

经重新踏上了政治稳定与经济发展的

道路，这为印尼反恐提供了有效的制

度与物 质保障 。 

 东南亚区域内部的反恐合作也在

加强。早在2015年2月，马来西亚就

强调合作反恐的重要性，指出如果所

有东盟国家不保持高度敏感，恐怖组

织的袭击将给本区域带来严重破坏。

在雅加达恐袭发生的第二天，新加坡

宣布与印尼加强反恐情报信息共享。

2015年底东盟宣布建成共同体，有助

于东南亚国家进一步加强彼此之间的

反恐合作，并利用与域外国家的多边

对话合作框架增设反恐议题，争取外

界援助 与合作 。 

 当然，东南亚反恐仍面临资金

匮乏与机构低效等困难，东南亚各国

对恐怖主义活动的研究也远谈不上深

入，都将阻碍反恐措施的有 效实施 。 

 中国是东南亚反恐的利 益攸关 方 

 2016年1月1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

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对印尼雅加达恐袭

表示谴责，强调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

道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未来，面对东

南亚的恐怖主义浪潮，中国应是利益

攸关方而非旁观者。这至少由三方面

的原因 所决定 。 

 首先，东南亚反恐事关中国国

家安全。东南亚地区已经成为中国

国内的宗教极端分子前往中东的“通

道”，中国的反恐努力离不开东南亚

国家的配合。恐怖主义将是我国“一

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不得不面对

的现实挑战，直接威胁到中国在海外

的大型铁路、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建

设 的安全 。 

 其次，东南亚反恐事关中国—东

盟的政治与安全互信构建。安全合作

是中国—东盟关系中的短板。虽然近

年来中国着力推进与东盟的海上安全

合作，但进展缓慢。恐怖主义是中国

与东盟国家共同面临的安全挑战，通

过分享反恐经验和情报、提供资金技

术支持等多种方式，双方可以培育政

治与安全互信，为拓展相关领域合作

奠 定基础 。 

 再次，反恐事关中国与其他大

国的博弈。在2001年9.11事件后，东

盟被美国视为反恐“第二战线”，美

国与东盟在反恐领域具有长期合作的

基础。关注近期美国、日本的外交动

向，可以发现反恐再次成为它们与

东南亚国家进行双多边合作的重要议

题。在2016年1月举行的美菲国防、外

交部长2+2对话中，双方明确强调要共

同应对暴力极端主义 的威胁 。 

 中国应该怎么做？事实上，中国

与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的双边

反恐合作进展顺利，取得积极进展。

不仅如此，在地区安全对话层面，中

国也加强了对打击恐怖主义的关注。

2015年11月由中国主办的香山论坛专

门设置了有关反恐与地区合作的讨论

议题。

今后，中国可利用2015年12月通

过的《反恐法》，加大与东南亚国家

的双边合作力度，同时，推进多边合

作，包括在现有安全对话机制中设置

议题、提出倡议，并适时提议与有关

国家举行联合反恐演习。这种合作应

是非排他性的，在实际推动的同时还

要注重对外宣传，树立中国维护地区

和平的积极形象。而通过加强反恐合

作构筑更为有效的功能性区域安全机

制将是一个长期进程，上海合作组织

和湄公河联合巡逻的经验值 得借鉴。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

战略研究院研究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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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22日，第27届

东盟峰会举办地马来西

亚首都吉隆坡，一名骑

警在双峰塔附近巡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