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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时报：这是我们第一次
到伊朗，感觉伊朗比我们想象的
要发展得好。
哈什米：您昨晚搭乘飞机降
落时应该看到，德黑兰是一座很
明亮的城市。你去别的城市也会发
现，伊朗过去几十年发展非常迅速。
伊朗有 2000 多所大学，媒体非常多样
和活跃。伊通社作为伊朗最悠久的通
讯社有 80 年历史，在伊通社之外还有
30 多家主要媒体活跃于各个领域。伊
朗在手工业方面跟中国一样，是个非
常重要的基地，尤其是伊朗地毯举世
闻名。伊朗在很多科技领域世界领
先，比如石油、石化、生物科技等。
伊朗虽然只有 8000 万人口，但在原创
知识生产方面位列世界前 15。
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取得这样的
发展成果呢？是在面对美国最严厉制
裁的情况下。而对伊朗最严厉的制裁
是对媒体的制裁，西方国家不允许伊
朗展示自己国家的文明，展示自己的
发展成果，展示这个国家的美丽。
环球时报：您提到美国制裁伊朗
媒体，主要是指什么？
哈什米：西方国家媒体报道伊朗
时不能进行真实报道，而是常常歪曲
报道。我想您在中国也有这样的感
受，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报道非常偏颇
和负面，对伊朗的报道有过之而无不
及。媒体制裁也包括对伊朗记者活动
的限制，比如前段时间在波兰华沙召
开的中东问题 （部长级） 会议，会上
有许多涉及伊朗的内容，但它们不允
许我们伊通社记者进行采访报道。
环球时报：美国最近加强了对伊
朗的制裁，对伊朗的经济与社会生活
产生了什么实际和具体影响？
哈什米：美国加强对伊朗的经济
制裁，主要是阻止别国购买伊朗的原
油，另外是对银行系统制裁，使伊朗
的银行不能与其他国家进行货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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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严厉的制裁是对媒体的制裁”

出口的位置。由于没法接收伊朗
原油，我们一些客户国的炼油厂
遇到了问题。
环球时报：伊朗有什么应对
办法吗？
易。即使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伊朗向中 本、韩国、印度这些亚洲国家。美国的
哈什米：伊斯兰革命几十年来，我
国卖石油后，中国也很难把资金转入伊朗 制裁是通过给这些国家施加压力，让它 们一直遭受美国制裁，积累了应对制裁
的银行。运输尤其是海运方面深受影响， 们无法购买伊朗石油。所以问题不在伊 的丰富经验。我们努力发展国内生产，
伊朗很多海运业务被迫停止。美国制裁对 朗，伊朗的石油生产没有任何问题，问 发展国内制造业。根据我们的经验，制
伊朗的通货膨胀也造成一定影响。
题在于客户没法接收我们的原油。另一 裁也许会导致我们外汇减少，无法购买
环球时报：
伊朗石油出口下降严重吗？ 方面，美国也在鼓励一些伊朗的邻国， 外部产品，在短期内造成一些问题，但
哈 什 米 ：我 们 主 要 出 口 到 中 国 、 日 比如沙特，让它们增产来取代伊朗原油 我们鼓励国内生产，鼓励国内民族企业
发展，来取代外国的产品。如果说制裁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社长赛义德·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社长赛义德
·
短时期内给伊朗政府和民众带来一些问
题，但最终会刺激我们民族企业的发展。
齐亚·
齐亚
·哈什米接受本报专访称
制裁导致我们的进口从西方东移，
慢慢转移到中国、日本、韩国等亚洲国
家。比如伊朗的石油产业在伊斯兰革命
之前主要控制在美国人和英国人手里，
革命之后基本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外
加一些与外国比如中国、印度等国的合
作。伊朗石油部长近期访问了中国，希
望寻求与中国展开更广泛的合作。▲

他们不允许伊朗展示自己的文明，展示这个国家的美丽

西方偏见
带来对伊朗误解
本报赴伊朗特派记者

卢长银

在伊朗，
《环球时报》记者的一个强烈感受是，这个国家与
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与西方媒体笔下特别保守的伊朗不同，
记者感受到的是一个颇为开放的伊斯兰国家。无论是透过人们
的举止打扮，还是和当地人谈话、聊天，都让人觉得伊朗其实是
一个世俗、开放的社会。外界对伊朗有哪些误解？这些误解是
怎么产生的？伊朗如何看待美国新的严厉制裁？围绕这些问
题，
《环球时报》与伊朗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之一伊斯兰共和国通
讯社社长赛义德·齐亚·哈什米（右），
面对面进行了交流。

巴列维王朝时更世俗发达？偏见
革命后的伊朗获得文化独立，
不再依靠别人
环球时报：外界有这样一种看法，一 听您的解读？
些人认为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更开放、世
哈什米：我们已经谈过美国对伊朗媒
俗，也很发达，甚至比韩国还发达，但伊 体的制裁，西方媒体出现这种东西一点也
斯兰革命之后，伊朗逐渐变得封闭、相对 不奇怪。到目前为止，历史上出现的最残
落后。对这种说法，您怎么看？
暴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分支是“伊斯兰国”
哈什米：给你一些数据，伊斯兰革命 （IS），而 IS 跟伊朗没有任何关系。IS 出现
之 前 伊 朗 只 有 3 家 媒 体 ， 现 在 超 过 200 之前，另一个激进组织是“基地”组织，
家。当时主要的媒体是伊通社，在国王控 它跟伊朗也没有关系。
制之下，而现在的主要媒体有 30 多家，
伊朗唯一产生过的恐怖组织是“人民
大多数是私营的。伊朗媒体的出版量跟革 圣战者”。该组织最早是在伊朗进行恐怖
命之前相比增长了 40 倍。伊朗的电影业 活动，暗杀宗教人士。这些人在两伊战争
每年能出产 100 部以上的电影和数千部短 时转移到伊拉克，后来两伊关系转好，他
片，有的甚至能拿到奥斯卡奖。伊朗几乎 们去了欧洲，现在受到美国支持。
所有城市都有信誉度很高的大学，而革命
环球时报：哈马斯是否受到伊朗支持？
之前只有几个大城市有大学。革命之前，
哈什米：哈马斯不是什叶派，但它支
不论是电影、出版书籍，还是文艺作品， 持巴勒斯坦人民，驱逐占领者，伊朗认为
我们都是从西方获得经验，我们看西方的 以色列所有地方都是从巴勒斯坦人民那里
电影和书籍，对西方有文化上的依赖，现 占领的，所以伊朗支持哈马斯。
在伊朗的民族电影发展很快，取得了很多
真主党是什叶派组织，但在黎巴嫩，
成果，与此同时我们的电视台也会选择性 很多逊尼派和基督徒也支持它。在最近的
地播放中国、韩国、日本以及欧洲的电 大选中，真主党获得大多数选票。真主党
影。你提到的正是西方媒体对伊朗的一种 是在抵抗以色列侵略黎巴嫩中产生的，但
偏见，伊朗革命之后获得的是文化上的独 该组织反对任何恐怖主义。
立，而不是依靠别人。
环球时报：在妇女权益方面，伊朗和
伊朗多数人是穆斯林，所以在文化产 主要逊尼派国家有什么不同？
品上我们更关注其中有家庭价值和宗教价
哈什米：你今天在伊通社能够看到，
值的东西。现在伊朗能播放中国、韩国甚 女性面孔非常多。在革命之前，女性很少
至美国的电影，但如果电影里出现了违反 上大学，现在大学里一半学生是女性。女
伊朗文化价值和伊斯兰文化价值的内容， 性在政府和非政府部门以及各种生产活动
我们肯定不会欢迎。伊朗出品了很多连续 中扮演了非常活跃的角色。在国家议会和
剧，在许多伊斯兰国家甚至受到比在伊朗 地方议会选举中，妇女可以参选，议会
本国更大的欢迎。
中有很多女性。在政府中你可以看到女
环球时报：可能也是受西方媒体影 性部长、外交官、律师等，女性在伊朗
响，外界有这样一种印象，认为什叶派比 政府部门的就业率越来越高。所以这也
逊尼派更激进，对教义的遵守更严格，认 是西方媒体对伊朗的一种偏见，认为伊
为他们更倾向于极端的政治策划。我想听 斯兰政权不利于维护妇女权利。▲

环球时报：伊朗女性蒙面的比例
高吗？和海湾其他国家相比是一种什
么样的状况？
哈什米：伊朗伊斯兰文化的一个
重要元素是戴头巾，而伊朗的头巾跟
别国的头巾不一样。在伊朗，大多数
女性是把头发遮起来，但不会遮住脸
部。举另外一个例子，沙特近年刚允
许女性驾驶汽车，而伊朗一直允许女
性驾车。
环球时报：我注意到伊朗大部分
男士都是穿西服。

哈什米：说实话，面对美国制
裁，肯定是有一些公司离开了伊朗。
我们对这些公司很不满，也很不开
心。我们希望无论中国还是欧洲国
家，能够采取独立的政策，让企业留
在伊朗，而不去理会美国的制裁。
环球时报：但一些企业确实面临
很大压力，比如中国的华为因被指控
与伊朗做生意，美国现在给它造成很
大麻烦，中国的中兴公司也遇到过很
大麻烦。
哈什米：我的观点是，各个国家

“伊朗是一个很开放的社会
伊朗是一个很开放的社会”
”
社会文化不接受一夫多妻，女性驾车一直没禁令
哈什米：伊朗正式的服装就是西
装。跟中国一样，伊朗有很多民族服
装，但都只在特殊的节日才穿。
环球时报：在伊朗，其他宗教被
允许吗？有教堂或者佛教寺庙吗？
哈什米：伊朗没有佛教徒，但如
果有佛教徒的话建佛教寺庙应该没有
问题。离我们这里不远有一个地方叫
宗教十字路口，路口每一个角上都有
不同的宗教建筑，一个角是清真寺，
一个角是教堂，一个角是犹太教堂，
一个角是拜火教的庙。德黑兰有犹太
人开的商店，也有亚美尼亚人的基督
教堂。
环球时报：美国对跟伊朗做生意
的企业和国家进行制裁，使得很多企
业很害怕。现在外国企业撤离伊朗的
情况怎样，严重吗？

彼此做生意，突然一个跟你们没关系
的美国人说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
这能接受吗？伊朗希望在一个新的世
界，所有国家能够采取独立的政策，
站在美国面前，对抗美国的单边主义。
环球时报：问一个生活中的问
题，伊斯兰教允许男人娶四位太太，
在伊朗是什么情况？
哈什米：伊斯兰教确实允许娶四
位老婆，伊朗法律也允许娶四个老
婆，但文化上已经不流行，老百姓已
经不接受娶一个以上的老婆。在古
代，由于经常打仗，男人死了，女人
成了寡妇，为保持女人的贞洁，保护
女人的安全，所以鼓励一夫多妻。现
在社会文化对此已经不接受，民众尤
其是年轻人反感一夫多妻，所以这种
情况已经很少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