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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是伊斯兰教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组织

形式ꎮ 基于宗教的情感资源和沙特的物质资源ꎬ 伊斯兰世界联盟 (伊盟) 通

过会议、 出访、 游说、 倡议和援助等多种手段参与全球治理ꎬ 包括宗教文化、
反恐和去极端化、 宗教事务管理、 穆斯林少数族裔、 跨宗教对话等领域ꎬ 成

为全球治理中的特殊力量ꎮ 为维护世界和平、 安全及稳定ꎬ 塑造伊斯兰教良

好形象和促进全球发展做出了贡献ꎮ 但伊盟保守的意识形态、 强烈的教派属

性都影响其作为国际组织的中立性和公信力ꎬ 对穆斯林少数族裔议题的介入

也易造成对他国内政的干涉ꎮ 同时ꎬ 信息公开与对外合作程度不足都影响其

参与全球治理的深度和成效ꎬ 特别是诸多涉恐传闻影响组织形象及后续发展ꎮ
伊盟的参与有助于伊斯兰因素融入全球治理之中ꎬ 但它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

依然只是参与者ꎬ 更多表现为沙特参与全球治理的工具ꎬ 组织主体性、 独立

性和能动性不足ꎬ 发挥作用较为有限ꎮ 未来ꎬ 伊盟需在挖掘治理资源和提升

治理能力上多做努力ꎬ 可为全球治理贡献智慧和方案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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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在国际政治舞台发挥着独特的作用ꎮ 宗教既能通过观念、 价值、 制

度等影响国际行为体的认同、 权力结构和行为模式ꎬ 还能通过自身所掌握的

物质资源和相关组织来影响国际关系ꎬ 是全球治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ꎮ

９２１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对中国的影响及

应对研究” (２１ＣＧＪ０４３) 的阶段性成果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国际组织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ꎬ 作为伊斯兰教参与全球治理的代表性组

织形式ꎬ 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正越来越深度地参与到全球治理ꎬ 尤其是

“涉伊斯兰问题” 的治理中ꎮ 作为世界最大的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ꎬ 伊斯兰

世界联盟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 Ｌｅａｇｕｅꎬ ＭＷＬꎬ 以下简称 “伊盟”) 成为研究伊斯兰

教参与全球治理的典型案例ꎮ 本文在梳理伊盟参与国际事务的历程基础上ꎬ
全面考察其参与全球治理的资源、 方式、 议题和绩效ꎬ 整体把握伊盟在全球

治理中发挥的作用ꎬ 借此进一步完善对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及伊斯兰教参

与全球治理的相关研究ꎮ 伊盟如何参与全球治理? 其治理模式有何特征? 在

当前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中扮演何种角色? 本文将围绕上述问题进行探究ꎮ

一　 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与全球治理

“所谓全球治理ꎬ 是以人类整体论和共同利益论为价值导向的ꎬ 多元行为

体平等对话、 协商合作ꎬ 共同应对全球变革和全球问题挑战的一种新的管理

人类公共事务的规则、 机制、 方法和活动”ꎮ① 全球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开放

性、 治理对象的广泛性和治理手段的多样性ꎬ “从全球角度来说ꎬ 治理事务过

去主要被视为处理政府之间的关系ꎬ 而现在必须作如下理解: 它还涉及非政

府组织、 公民的迁移、 跨国公司以及全球性资本市场ꎮ”② 随着宗教与全球化

互动的增强ꎬ 宗教与全球治理的相关议题开始引起学界关注ꎮ 全球治理 “促
进了当代宗教与国家、 市场、 社会的和谐ꎬ 宗教也在结合国家、 市场与社会

的同时ꎬ 引导世界走向善治ꎮ”③ 具体而言ꎬ 当前研究更多关注宗教在冲突解

决、 和平建设、 人道主义、 发展援助等方面的行动ꎬ④ 都认为 “宗教与全球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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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关系密切ꎬ 宗教精神资源对全球治理有着积极贡献ꎬ 同时宗教也是全球治

理的问题和对象ꎮ”① 而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是宗教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组织

形式ꎮ②

宗教是影响全球治理的重要变量ꎮ 从必要性来看ꎬ 一方面ꎬ 作为普遍的

社会存在ꎬ 宗教与当今世界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等深度交织ꎬ 在一定条

件下能够影响这些领域的发展进程ꎬ 而这种影响力在全球化作用下得到扩大

和泛化ꎬ 所以在全球治理中必须要关注宗教因素的作用ꎮ 另一方面ꎬ 作为一

种相对封闭的意识形态ꎬ 宗教有自身排他性需求ꎬ 导致其容易被曲解与异化ꎬ
这种异化的宗教往往发展为全球治理的对立面ꎬ 使其在全球安全、 极端主义、
基本人权等全球性问题的突出领域成为全球治理的对象ꎮ 从可能性来看ꎬ 一

方面ꎬ 作为人类社会最具影响力的认同形式之一ꎬ 宗教超越传统种族、 民族

和国家界限ꎬ 成为广大信众的主要认同来源ꎬ 在信众群体内部拥有特殊的

精神号召力和现实影响力ꎮ 宗教在国际社会所具有的物质资源、 社会网络

和道德资本成为其在全球治理中的独特优势ꎬ 宗教的参与对全球治理具有

重要意义ꎮ 另一方面ꎬ 世界上各大宗教虽然教义内容各不相同ꎬ 但核心伦

理都蕴含崇尚和平、 尊重生命、 追求正义、 强调仁慈等相同的价值观ꎬ 这

与致力于全球性问题解决的全球治理价值观高度契合ꎬ 二者价值理念的相

通性是宗教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基础ꎮ 此外ꎬ 当今世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

日益多元复杂ꎬ 全球治理需要在各层面不断吸收新元素、 拓展新路径、 增

加多元性ꎮ 宗教因素的融入有助于全球治理在理念和方式上的创新ꎬ 提升

全球治理的有效性ꎮ
伊斯兰教是世界性宗教ꎬ 是全球治理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ꎮ 首先ꎬ “涉

伊斯兰问题” 一直是当代国际政治的热点问题ꎮ 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动荡、 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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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主义的兴起、 宗教极端主义等成为当前全球治理必须要面对的重要议题ꎮ
其次ꎬ ５７ 个伊斯兰国家及分布于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群体的影响力不容小视ꎮ
根据 “皮尤” 统计ꎬ ２０１５ 年全球穆斯林人口约 １８ 亿ꎬ 占世界人口的 ２４％ ꎮ
据估算ꎬ 到 ２０６０ 年全球穆斯林人口将达 ３０ 亿ꎬ 占世界人口的 ３１％ ꎬ 这期间

穆斯林人口数量预计将增加 ７０％ ꎮ① 庞大的现实存量与未来增量成为伊斯兰

教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动力与重要资源ꎮ 最后ꎬ 伊斯兰教是崇尚和平的宗

教ꎬ 强调对社会公义、 人类发展和基本人权的维护ꎮ 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

力量ꎬ 伊斯兰教能依托教义、 规范等所产生的权威ꎬ 引导国际社会人心向

善和走向善治ꎮ 伊斯兰教诸多理念和价值观丰富了全球治理的内涵和路径ꎬ
在观念领域为全球治理做出了自身贡献ꎮ 伊斯兰国际组织是基于伊斯兰教

信仰设立的、 具有现代国际组织相关特征的跨国政府间或非政府组织ꎮ 伴

随着全球伊斯兰复兴运动发展ꎬ 伊斯兰国际组织迅速发展壮大并日益深入

地参与到国际事务与全球治理之中ꎮ 其中ꎬ 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成为伊

斯兰教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组织形式ꎮ 一方面ꎬ 作为规范的宗教认同是国

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资源ꎮ “宗教在建构道德话语和行

动准则方面具有特殊优势ꎬ 共同的宗教信仰使伊斯兰国际组织在影响认知、
塑造议题和形塑行为方面具有无形影响力ꎮ 这种影响力虽难以量化ꎬ 但在

具体治理行动上有其独特效果ꎮ”② 伊斯兰教作为一种 “强文化”ꎬ 其价值

观被广泛接受并被高度认同ꎬ “这种对宗教价值高度强调的 ‘强文化’ 不仅

是组织运作的强大驱动力和润滑剂ꎬ 而且它还赋予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以

极大的社会参与合法性ꎬ 并为其建构起资源动员的重要发生机制ꎮ”③ 另一

方面ꎬ 基于伊斯兰教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制度性、 结构性联系ꎬ 国际伊斯兰非

政府组织与伊斯兰国家尤其是资助国 (主体所在国) 的关系十分紧密ꎬ 相当

一部分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实际上被资助国全面掌控ꎬ 是服务于其国家利

益的工具ꎮ 主权国家提供的强大物质资源成为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参与全

球治理的重要保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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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ꎬ 学界已开始关注伊斯兰教与全球治理的相关研究ꎬ 主要侧重于部

分伊斯兰国际组织在冲突调解、 建设和平①和发展援助②方面发挥的作用ꎮ 由

于研究资料匮乏ꎬ 当前大部分研究较为琐碎、 零散ꎬ 既有成果基本都从历史

角度进行描述性研究ꎬ 研究深度、 广度及系统性较不足ꎮ③

二　 伊盟参与全球治理的历程

１９６２ 年朝觐期间ꎬ １１１ 名乌里玛和宗教人士在麦加开会讨论伊斯兰事务ꎬ
决定成立伊斯兰世界联盟ꎮ 经过多年发展ꎬ 伊盟已形成以创建委员会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 Ｃｏｕｎｃｉｌ) 为最高决策机构、 秘书处为最高行政机构ꎬ 下属多个附

属组织和海外机构的庞大伞状组织体系ꎬ 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伊斯兰非政

府组织ꎮ 伊盟的宗旨是 “在全世界传播伊斯兰教的信息和教义ꎬ 在伊斯兰教

各国建立伊斯兰中心ꎻ 消除反伊斯兰教的虚假宣传在穆斯林中造成的不良影

响ꎻ 维护与增进穆斯林少数族群在宗教、 教育、 文化等方面的权利ꎻ 协助各

地的穆斯林团体的宣教活动ꎬ 促进他们的内部团结ꎻ 支持建立在正义、 平等

基础之上的国际和平与合作ꎮ”④ 伊盟将自身定位于 “穆斯林文化组织” “伊
斯兰社群组织” 和 “服务于整个乌玛且不作为任何政府的机构”ꎮ⑤ 这一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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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 Ｓａａｄ Ｓ Ｋｈａｎꎬ Ｒｅａｓｓｅｒｔ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Ａ Ｆｏｃｕｓ ｏｎ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１ꎻ Ｎｏｏｒ Ａｈｍａｄ Ｂａｂａꎬ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Ｐａｎ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Ｎｅｗ Ｄｅｌｈｉ: Ｓｔｅｒｌ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ꎬ １９９４ꎻ Ｔｕｒａｎ Ｋａｙａｏｇｌｕꎬ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ꎬ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Ｌｔｄꎬ ２０１５ꎻ 何思雨: «伊斯兰合作组织对穆斯林少数族裔问题国际治理的参与:
以罗兴伽人问题为例»ꎬ 载 «东南亚研究» ２０１８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８５ ~ １０７ 页ꎮ

Ｓｅｅ Ｍａｒｉｅ Ｊｕｕｌ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ꎬ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ｏ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ｍｍａ? Ａｉｄ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ｕｓｌｉｍ
ＮＧＯ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ｕｒｓｔ ＆ Ｃｏｍｐａｎｙꎬ ２０１５ꎻ Ｒａｊｅｓｗａｒｙ Ａｍｐａｌａｖａｎａｒ Ｂｒｏｗｎ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ｎ Ｐｉｅｒｃｅ ｅｄｓ ꎬ Ｃｈａ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ｇｅｎｏｕｓ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ｈａｒｉｔｉｅ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３ꎻ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Ｂｅｎｔｈａｌｌ ａｎｄ Ｊéｒôｍｅ Ｂｅｌｌｉｏｎ － Ｊｏｕｒｄａｎꎬ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Ａｉｄ ｉｎ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 ＆ Ｃｏ Ｌｔｄꎬ ２００３ꎻ 田艺琼: «伊斯兰宗教非政府组织

在中国———以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为例»ꎬ 载 «世界宗教文化»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８７ ~ ９３ 页ꎻ 何思雨: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参与全球发展援助研究»ꎬ 载 «国际政治研究» ２０１９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５３ ~８６ 页ꎮ

Ｓｅｅ Ｊｏｈｎ Ｌ Ｅｓｐｏｓｉｔｏ ｅｄｉｔｅｄꎬ 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Ｗｏｒｌｄꎬ Ｖｏｌ ４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 Ｎ Ｙ :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１９１ －１９２ꎻ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 Ｓｃｈｕｌｚｅꎬ Ｉｓｌａｍｉｓｃｈ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ｕｓ ｉｍ ２０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
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 ｚｕ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Ｉｓｌａｍｉｓｃｈｅｎ Ｗｅｌｔｌｉｇａꎬ Ｌｅｉｄｅｎ: Ｂｒｉｌｌꎬ １９９０

金宜久著: «当代伊斯兰教»ꎬ 东方出版社ꎬ １９９５ 年版ꎬ 第 １５７ 页ꎮ
Ｊｏｈｎ Ｌ Ｅｓｐｏｓｉｔｏ ｅｄｉｔｅｄ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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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性使伊盟不可避免地需要参与到全球 “涉伊斯兰事务” 中ꎮ
(一) 介入国际事务: 抗衡埃及的外交工具

伊盟的成立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ꎮ 当时ꎬ 高举阿拉伯民族主义旗帜的埃

及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主导力量ꎬ 它提倡政教分离ꎬ 主张伊斯兰教服务于

阿拉伯民族主义ꎮ 沙特认为这对其政教合一的君主制政权构成了威胁ꎬ 必须

“借助无可取代的宗教地位和宗教影响ꎬ 将伊斯兰教作为抵御各种激进思想侵

入的 ‘防火墙’ꎬ 从而挑起泛伊斯兰主义的大旗ꎮ”① 加之ꎬ 当时苏联不断加

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中东地区的渗透ꎬ 而以色列的扩张政策和犹太复国主

义思想对沙特政权稳定构成了威胁ꎮ 因此 “受冷战体制的影响ꎬ 东西方对抗

在中东内部主要表现为亲西方的君主制政教合一政权与亲苏联的民族主义国

家的对抗ꎬ 并突出表现为埃及主导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沙特主导的泛伊斯

兰主义对中东地区主导权的争夺ꎮ”② 伊盟 “一定程度上就是沙特以 ‘伊斯兰

团结’ 抗衡埃及 ‘阿拉伯团结’ 的产物ꎮ”③ 以抵御 “ ‘共产主义’ 的总体威

胁特别是埃及纳赛尔总统的 ‘无宗教性’ 威胁ꎬ 并支持对阿拉伯复兴社会党

政权的斗争ꎮ”④ 除巴勒斯坦问题外ꎬ 早期伊盟的活动大多是非政治性的ꎬ 集

中在宣教和慈善领域ꎬ 旨在传播正统伊斯兰教、 消除妨碍伊斯兰团结的障碍、
促进所有伊斯兰国家团结合作ꎮ 在立场上ꎬ 伊盟强烈的宗教目的和意识形态

偏向遭到了一定非议ꎮ 一方面ꎬ 伊盟 “泛伊斯兰国际宗教组织性质ꎬ 使它在

观察和处理某些问题上容易因过分强调宗教而忽视其他因素并得出片面乃至

偏激的结论ꎮ”⑤ 例如ꎬ 伊盟对持无神论观点的共产主义思想和以苏联为代表

的社会主义国家较为敌视ꎬ 经常进行反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宣传ꎮ 另一方面ꎬ
浓厚的宗教氛围使伊盟在 “涉伊斯兰事务” 中的政策导向较为激进ꎬ 如在巴

勒斯坦问题上ꎬ 它甚至主张 “只能通过圣战的道路才能获得解放”ꎬ 号召 “全
体青年作好吉哈德的准备”ꎮ⑥

４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姜英梅: «沙特王国外交政策及发展态势»ꎬ 载 «国际政治研究» ２００５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８４ 页ꎮ
刘中民著: «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研究»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１８ 年版ꎬ

第 ２５８ 页ꎮ
何思雨: «伊斯兰国际组织发展现状的多维考察»ꎬ 第 ７９ 页ꎮ
Ｊｏｈｎ Ｌ Ｅｓｐｏｓｉｔｏ ｅｄｉｔｅｄ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１９１ － １９２
吴云贵: «伊斯兰教对当代伊斯兰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ꎬ 载 «世界宗教文化»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３ 页ꎮ
[苏联] Ｐ П 沙里波娃: «今日泛伊斯兰主义»ꎬ 载杨发仁主编: « “双泛” 研究译丛» (第三

辑)ꎬ 达建新译ꎬ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 (内部印刷)ꎬ １９９３ 年版ꎬ 第 １７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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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完善治理能力: 促进合作的泛伊斯兰组织

１９６７ 年 “六五” 战争的失败使埃及的国家声誉和国际地位一落千丈ꎬ 加

之东耶路撒冷失守和阿克萨清真寺被焚毁等事件促使阿拉伯民族主义地位下

降ꎮ 世俗民族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受挫使埃及已无力继续与沙特抗衡ꎬ 且急需

从沙特获得经济援助以缓和战争创伤ꎬ 两国对峙状态结束ꎮ 而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

代石油价格的上涨则为沙特在全球开展泛伊斯兰主义活动奠定了雄厚的物质

基础ꎮ 伊盟逐渐转变组织目标ꎬ 重点建设成为一个代表全体穆斯林的泛伊斯

兰国际组织ꎬ 着力完善自身治理机制和增强治理能力ꎬ 影响力逐渐扩大ꎮ 首

先ꎬ 伊盟逐步增加来自不同地区的委员数量ꎬ 以尽可能覆盖所有伊斯兰国家

和地区ꎬ 特别是穆斯林少数族裔群体ꎮ 例如ꎬ 创建委员会委员从早期的 ２１ 个

增加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的 ６０ 个ꎮ 其次ꎬ 伊盟逐渐将活动领域扩展至教法、 教

育、 媒体、 穆斯林少数族裔等方面ꎬ 并根据需要增设相关下属机构负责该领

域具体事务ꎬ 以完善组织功能ꎮ① 最后ꎬ 伊盟加大在全世界特别是非伊斯兰国

家设立海外机构的力度ꎬ 伊盟 “在所有有穆斯林居住的国家里都派驻了代表ꎬ
甚至在一些范围不大的伊斯兰地区也有代表ꎮ”② 伊盟还设立了 ５ 个洲际委员

会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Ｃｏｕｃｉｌ)③ 进行协调ꎮ 此外ꎬ 伊盟还加强了与其他国际组织的

交流与合作ꎬ 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拥有了相应席位ꎮ④

(三) 融入全球治理: 突出国际组织属性

随着时代发展和组织壮大ꎬ 伊盟加大了对国际热点问题特别是 “涉伊斯

兰问题” 的参与力度ꎬ 但在介入过程中也卷入一些敏感政治事件和地缘政治

冲突中ꎮ 例如ꎬ １９７９ 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ꎬ 伊盟动员各地穆斯林前往阿富汗ꎬ

５３１

①

②
③
④

伊盟在组织形态上是典型的垂直伞状模式ꎬ 并有明显的传统阿拉伯部落联盟色彩ꎮ 伊盟通过

增设下属机构的方式扩展组织功能ꎬ 附属组织名义上具有相对独立性ꎬ 但伊盟能通过领导层任命的方

式实现对其掌控ꎮ 伊盟附属组织庞多ꎬ 主要有: 世界清真寺最高委员会 (Ｗｏｒｌｄ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Ｍｏｓｑｕｅｓ)、 伊斯兰教法学委员会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ｉｑｈ Ｃｏｕｎｃｉｌ)、 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国际 «古兰经» 诵读组织 (Ｈｏｌｙ Ｑｕｒ’ ａｎ Ｍｅｍｏ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古兰经» 和圣训科学标志委员会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Ｓｉｇ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Ｑｕｒ’ 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ｎｎａｈ)、 国际穆斯林学者组织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ｕｓｌｉｍ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国际伊斯兰媒体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ｅｄｉａ)ꎮ
[苏联] Ｐ П 沙里波娃: 前引文ꎬ 第 １３３ 页ꎮ
即大洋洲 (１９７４ 年)、 非洲 (１９７５ 年)、 亚洲 (１９７５ 年)、 北美洲 (１９７７ 年)、 南美洲 (１９７７ 年)ꎮ
伊盟是联合国经社委员会 ( ＵＮ’ 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 享有咨商地位的成员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ｕｓ)ꎬ 也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ｓ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Ｆｕｎｄꎬ ＵＮＩＣＥＦ) 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ꎬ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ꎬ ＵＮＥＳＣ) 的成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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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白沙瓦设立了机构ꎮ 又如ꎬ 在波黑战争中ꎬ 伊盟成为沙特介入地区局势

的工具ꎮ 对敏感政治事件的介入和涉恐指控的增多使伊盟面临沉重的舆论压

力ꎬ 给组织发展带来了困难ꎮ 为此ꎬ 伊盟在体制机制、 信息公开、 活动模式

等方面进行改革ꎬ 逐渐向主流国际组织靠拢ꎬ 着力加强在反恐、 去极端化、
文明对话等领域的具体行动ꎬ 主动融入国际体系与全球治理ꎬ 但在组织现代

化和治理有效性上依然较为薄弱ꎮ
纵观伊盟的组织发展历程ꎬ 从最初单纯抗衡埃及的外交工具到促进穆斯

林团结的泛伊斯兰组织ꎬ 再到参与全球治理的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ꎬ 在很

长一段时间内ꎬ 伊盟在全球治理上既没有明确的战略机制ꎬ 也没有直接的行

动措施ꎮ 伊盟更多是通过对 “涉伊斯兰事务” 的介入而间接地参与到全球治

理之中ꎬ 并表现为沙特参与国际事务与全球治理的工具ꎮ 伊盟参与全球治理

的历程与全球伊斯兰复兴运动、 国际地区局势和沙特对外战略紧密相关ꎬ 这

亦使伊盟参与全球治理有其自身特点ꎮ

三　 伊盟参与全球治理的路径

“文化在组织中具有多种功能ꎮ 第一ꎬ 它起着界定边界的作用ꎮ 也就是

说ꎬ 它使得一个组织与其他组织区别开来ꎮ 第二ꎬ 它表达了组织成员的一

种身份感ꎮ 第三ꎬ 它促使组织成员认同和致力于比个体的自身利益更高层

次的事务ꎮ 第四ꎬ 它增强了社会系统的稳定性ꎮ 文化是一种社会黏合剂ꎬ
它通过为组织成员提供言行举止的恰当标准ꎬ 从而帮助把整个组织凝聚起

来ꎮ 第五ꎬ 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控制机制ꎬ 能够引导和塑造员工的态

度和行为ꎮ”① 伊斯兰教对伊盟具有强大的形塑作用ꎬ 基于伊斯兰信仰的原

则、 规范和价值观在组织内部被高度认同ꎬ 并深度渗透到组织架构与治理

机制中ꎬ 同时对组织行为及偏好形成强有力的指导与控制ꎬ 从而深刻影响

了伊盟的议题设置、 选择偏好、 活动方式和行动逻辑ꎬ 形成了伊盟参与全

球治理的独特方式ꎮ

６３１

① [美国] 斯蒂芬Ｐ罗宾斯、 蒂莫西Ａ贾奇著: «组织行为学»ꎬ 孙健敏、 李原、 黄小勇

译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２ 年第 １４ 版ꎬ 第 ４４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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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伊盟参与全球治理的资源优势

第一是 “圣地” 的公信力资源ꎮ 作为组织合法性和影响力的重要来源ꎬ
伊盟尤为注重利用沙特 “两圣地守护者” 的特殊身份ꎬ 突出其地位神圣性和

宗教权威性ꎬ 意图打造在伊斯兰教界的最高话语权ꎬ 提升自身在伊斯兰国家

和穆斯林群众中的认可度ꎮ 伊盟在机构设置、 人员构成、 活动内容和行动目

标上均有浓厚的宗教色彩ꎬ 最大程度地将伊斯兰世界的教界精英、 政府要员

和穆斯林领袖纳入领导层ꎬ 在普通工作人员中也以宗教虔诚度作为主要人事

标准ꎬ 并在教法教义、 达瓦宣教和慈善救济等领域投入了大量资源ꎮ 这不仅

有利于伊盟从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社群获取各种资源ꎬ 还有助于伊盟的治理

活动在穆斯林社群的顺利推进ꎮ
第二是庞大的全球网络资源ꎮ 伊盟建设了由驻外办事机构①、 伊斯兰文化

中心②、 教育机构③等共同构成的庞大全球网络ꎬ④ 加上伊盟资助的众多清真

寺和伊斯兰组织也受其控制或影响ꎬ 这些都成为伊盟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力

量ꎮ 伊盟海外机构在广泛覆盖的基础上倾向于选择拥有一定数量穆斯林少数

族裔和移民群体的非伊斯兰国家和亚洲、 非洲的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ꎬ 且集

中设置在大城市ꎮ 在活动上ꎬ 伊盟海外机构扎根本地穆斯林社区ꎬ 在庞大资

金基础上ꎬ 以清真寺为主要媒介ꎬ 积极利用沙特外交系统和其他伊斯兰组织ꎬ

７３１

①

②

③

④

负责总部与所在国机构联系ꎬ 执行伊盟政策ꎬ 联络当地伊斯兰组织和穆斯林群众并开展相关

活动ꎮ 主要设在: 阿根廷 (布宜诺斯艾利斯)、 澳大利亚 (墨尔本)、 奥地利 (维也纳)、 孟加拉国

(达卡)、 布隆迪 (布琼布拉)、 加拿大 (多伦多)、 科摩罗 (莫罗尼)、 刚果 (布拉柴维尔)、 丹麦

(哥本哈根)、 法国 (巴黎)、 加蓬 (利伯维尔)、 印尼 (雅加达)、 意大利 (罗马)、 约旦 (安曼)、
肯尼亚 (内罗毕)、 马来西亚 (吉隆坡)、 毛里塔尼亚 (努瓦克肖特)、 毛里求斯 (卡特邦市)、 莫桑

比克 (马普托)、 尼日利亚 (阿布贾)、 巴基斯坦 (伊斯兰堡)、 菲律宾 (马尼拉)、 马尔代夫 (马
累)、 俄罗斯 (莫斯科)、 塞内加尔 (达喀尔)、 南非 (豪登)、 苏丹 (喀土穆)、 坦桑尼亚 (达累斯萨

拉姆)、 泰国 (曼谷)、 多哥 (洛美)、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西班牙港)、 英国 (伦敦)、 乌干达 (坎帕

拉)、 美国 (纽约)、 美国 (华盛顿)、 波黑 (萨拉热窝)、 日本 (东京)、 索马里、 吉布提等ꎮ
负责联络团结当地穆斯林群众ꎬ 向其提供宗教、 社会、 文化等服务ꎮ 主要设在: 奥地利 (维

也纳)、 比利时 (布鲁塞尔)、 贝宁 (科托努)、 巴西 (巴西利亚)、 丹麦 (赫尔辛格)、 法国 (巴黎埃

夫里)、 法国 (巴黎芒特拉若利)、 几内亚 (科纳克里)、 意大利 (罗马)、 荷兰 (蒂尔堡)、 尼日尔

(尼亚美)、 西班牙 (马德里)、 英国 (爱丁堡)、 英国 (直布罗陀)、 委内瑞拉 (加拉加斯)、 波黑

(布戈伊诺)、 瑞士 (日内瓦)、 尼日利亚 (埃邦伊州) 等ꎮ
主要有: 毛里塔尼亚古兰经研究院 (努瓦克肖特)、 科摩罗学院 (科摩罗)、 孟加拉国职业培

训学院 (达卡)、 尼日尔学院 (尼亚美) 等ꎮ
Ｓｅｅ ＭＷＬꎬ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 Ｌｅａｇｕｅ: ５０ Ｆｒｕｉｔｆｕｌ Ｙｅａ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Ｍｕｓｌｉｍｓ”ꎬ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 Ｌｅａｇｕ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３８ꎬ Ｎｏ ８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３０ － ３５ꎻ 伊盟官方网站相关信息: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ｔｈｅｍｗｌ ｏｒｇ / ｇｌｏｂａｌꎬ ２０１８ － １２ － ２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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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伊玛目和穆斯林高层作为关键目标ꎬ 快速发展壮大ꎬ 在当地穆斯林社群掌

握了一定话语权和影响力ꎮ 伊盟网络资源优势使其能在国际社会层面筹集并

分配资源ꎬ 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它的全球治理能力ꎮ
第三是沙特的国家资源ꎮ 作为沙特倡议并建立的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ꎬ

伊盟在资金、 人事和意识形态等方面被其全面掌控ꎮ 自 １９６２ 年至 １９９９ 年ꎬ
伊盟共花费近 １６ 亿美元ꎬ 超过 ９０％的资金由沙特政府提供ꎮ① 伊盟组织高层

基本来自沙特王室和政界、 教界、 商界的精英人士ꎮ 像创建委员会由沙特最

高宗教权威大穆夫提直接领导ꎬ ６２ 名委员来自 ４１ 个国家和地区ꎬ 其中沙特籍

委员就达 ９ 名ꎬ 其余国家和地区的委员均未超过 ３ 人ꎮ “沙特在主持伊盟工作

中强调沙特在宗教事务方面的领导作用ꎮ 伊盟作为沙特的外交工具ꎬ 有利于

沙特在伊斯兰世界扩大影响力ꎮ”② 伊盟成为沙特的利益维护者、 形象塑造者、
舆论引导者、 行动参与者和职能承担者ꎬ 全方位为其政权服务ꎮ 借助沙特的

国家权威ꎬ 许多国家将伊盟视为沙特的官方代表ꎬ 使其能获得其他宗教非政

府组织所不具有的便利ꎮ 沙特的支持不仅为伊盟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政治保

证ꎬ 还使其在遭遇困难之际享有主权国家的庇护ꎮ 因此ꎬ 伊盟的宗教意识形

态全面迎合沙特需求ꎬ 为沙特现代化进程提供教义支撑ꎬ 在国际和地区热点

问题上始终与沙特保持高度一致的立场ꎬ 积极配合并参与沙特的外交行动ꎮ
可以说ꎬ 沙特的全面支持是伊盟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的主

要原因ꎬ 也成为其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的重要保障ꎮ
(二) 伊盟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方式

第一ꎬ 议题塑造ꎮ 议题塑造即在相关领域通过提出问题、 引起注意、 提

供信息并促使行动等手段ꎬ 重塑公众认知并建构利于自身行动的认知框架ꎮ
举办和参加会议是最为常见的议题塑造手段ꎮ 伊盟召开或参与的会议主要有:
体系内的常规工作会议和委员会议、 在伊斯兰教节庆时段召开的全球穆斯林

社群会议、 在各国不定期主办或参与的国际会议ꎮ 在地点上ꎬ 除沙特外ꎬ 伊

盟倾向在非伊斯兰国家特别是有一定数量穆斯林少数族裔群体的地区召开会

议ꎬ 以彰显其穆斯林代表的身份ꎮ 在议题上ꎬ 伊盟在伊斯兰国家召开的会议

８３１

①

②

Ｋｈａｌｅｄ Ｍ Ａｌｇｈｏｒａｉｙｒꎬ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Ｓｕｂ － Ｓａｈａｒａｎ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ꎬ １９７５ － １９９５ꎬ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ｏｗ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ꎬ ２００１ꎬ ｐｐ １９５ － １９６

吴云贵著: «追踪与溯源: 当今世界伊斯兰教热点问题»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１５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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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涉及教义教法、 穆斯林团结、 反恐、 去极端化等ꎬ 在非伊斯兰国家则主

要涉及文明对话、 温和伊斯兰等ꎮ 在方式上ꎬ 伊盟在沙特以外的国家基本都

采取与本地伊斯兰组织联合办会的形式ꎬ 并利用秘书长等高级官员出访的时

间段举办ꎮ 在对象上ꎬ 伊盟会邀请各国宗教领袖和各界高层参会ꎬ 强化对穆

斯林精英阶层的影响力ꎮ 例如ꎬ 每年朝觐期间召开的 “麦加峰会” (Ｍａｋｋａ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都会就伊斯兰世界各类问题进行深度讨论ꎮ①

又如ꎬ 伊盟经常在西方大国举办会议ꎮ 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１６ ~ １７ 日ꎬ 伊盟在美国纽

约举办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文明对话会议”ꎬ 来自联合国及 ５６ 个国家的 ４５０
名各界人士参会ꎬ 场面盛大ꎮ② 伊盟会议成为其传达立场、 塑造议题和展现组

织实力的重要平台ꎬ 是伊盟参与全球治理议题设置最直接的方式ꎮ 一方面ꎬ
伊盟通过国际会议能够高效地宣传其政治主张ꎬ 提升议题热度和全球关注度ꎬ
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ꎬ 方便施加舆论压力以影响相关行为体行为ꎮ 另一

方面ꎬ 伊盟能建构了一套有利于自身行动的话语支撑体系ꎬ 以影响国际社会

对相关议题的认知并引领话题走向ꎬ 从而介入政治进程ꎬ 形塑国际规范ꎬ 有

助于伊斯兰教的价值理念融入全球治理中ꎮ
第二ꎬ 游说宣传ꎮ 游说是为了说服人们并转变他们的态度ꎬ “宗教行为体

能够通过发起广泛的跨国社会和政治运动对全球治理进程产生实质性影响ꎮ”③

秘书长的外事活动是伊盟进行游说宣传最为直接的方式ꎬ 一方面出访能与对

象国高层直接对话ꎬ 是表达立场、 倡议宣传和游说动员的高效途径ꎬ 另一方

面各类外事活动也是扩大影响力和塑造组织形象的重要方式ꎮ 伊盟秘书长的

外事活动有以下特点: 首先ꎬ 范围广ꎮ 秘书长的行程遍及世界各地ꎬ 其中非

洲、 欧洲是其最常访问地区ꎮ 其次ꎬ 规格高ꎮ 秘书长经常作为沙特官方代表

进行外事活动ꎬ 受到所在国政府高级官员的接见ꎬ 还会受邀在国家议会等官

方场合发表演讲ꎮ 最后ꎬ 形式多样ꎮ 秘书长经常进行密集式访问以最大化扩

９３１

①

②

③

会议发源于 １９２６ 年阿卜杜阿齐兹国王在朝觐期间召开的会议ꎬ 麦加峰会规格层次高ꎬ 沙特

政界和教界高层人士均会出席ꎮ 近年麦加峰会的主题包括: “全球化时代的媒体挑战” “伊斯兰达瓦:
现在与未来” “穆斯林社会: 常量与变量” “伊斯兰教法与国际公约之间的人权” “伊斯兰文化: 原创

性与现代性” “穆斯林青年与新媒体”ꎮ
ＭＷＬꎬ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ＵＳＡ”ꎬ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

Ｌｅａｇｕ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４６ꎬ Ｎｏ １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４ － ９
吴正选: «宗教与全球治理初探»ꎬ 载徐以骅、 张庆熊主编: «基督教学术» (第十一辑)ꎬ 上

海三联书店ꎬ ２０１４ 年版ꎬ 第 ２７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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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影响力ꎬ 如通过拜访政府、 国际组织、 伊斯兰组织、 清真寺、 智库、 其他

宗教组织、 大学等机构ꎬ 与所在国政界、 教界、 商界及学界建立良好关系ꎬ
助力伊盟在当地的行动ꎮ 伊盟通过会议、 演讲、 跨宗教交流等活动宣传伊斯

兰教和平、 友爱、 包容的理念及伊盟政策主张ꎬ 还通过出席援建医院、 福利

院等基础设施的落成仪式及救济物资分发等活动ꎬ 强化伊盟慈善活动的效应ꎬ
打造自身扎根穆斯林社区、 服务穆斯林群体及乐善好施的良好形象ꎬ 提升在

穆斯林社群的影响力和认可度ꎮ
第三ꎬ 发展援助ꎮ 伊斯兰教有悠久的慈善历史和独具特色的慈善体系ꎬ

发展援助是伊盟参与全球治理较易进入并具有一定成效的领域ꎬ 国际伊斯兰

救济组织是伊盟发展援助的执行机构ꎮ 伊盟的发展援助活动主要分两类ꎬ 一

是通过赈灾救济等短期项目向因战争或自然灾害遭受生存危机的穆斯林提供

紧急援助ꎬ 缓解人道主义危机ꎻ 另一类是通过扶贫开发等长期项目ꎬ 促进落

后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ꎮ 在规模与力度上ꎬ 伊盟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 广泛

的覆盖网络和独具伊斯兰特色的活动方式ꎬ 直接深入穆斯林社群开展发展援

助ꎬ 为国际发展做出了自身独特的贡献ꎬ 在物质救济和社群发展上有其独到

经验ꎮ 伊盟的发展援助在资金来源、 运作模式等方面均有鲜明的伊斯兰特色ꎬ
表现在权力高度集中的组织运行体系、 以宗教虔诚度为主要标准的人事制度、
基于传统舒拉制度的议事规则和基于传统伊斯兰慈善制度的资金来源等方面ꎮ
同时ꎬ 伊斯兰因素还深度影响了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的行为逻辑与选择偏好ꎬ
使其将发展援助与宣教相结合ꎬ 并在宣教活动上投入了大量资源ꎮ 伊盟与其

他主流发展援助组织有较大区别ꎬ 是国际发展援助领域的独特力量ꎮ 但过于

浓厚的宗教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伊盟融入国际主流发展援助体系ꎬ 给组

织声誉、 活动实施和后续改革造成了一定困扰ꎮ 伊盟至今尚未成为且未来也

难以发展为国际发展援助中有影响力的行为体ꎮ①

四　 伊盟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内容

任何对人类社会安全与发展构成威胁的问题都是全球治理关注的议

０４１

① 发展援助是伊盟参与全球治理重点着力的领域ꎬ 伊盟下属的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专门负责其

全球发展援助事务ꎮ 作者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ꎬ 但限于篇幅ꎬ 本文不再赘述ꎮ 详见何思雨: «国际伊

斯兰救济组织参与全球发展援助研究»ꎬ 第 ５３ ~ ８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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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ꎮ 出于对和平、 正义及发展的关切ꎬ 国际宗教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

的内容涉及广泛ꎮ 作为既嵌入伊斯兰文化语境又活动于世俗世界的国际伊

斯兰非政府组织ꎬ 伊盟参与全球治理的议题与活动有其自身特点ꎬ 尤其侧

重在宗教文化、 发展援助、 非传统安全、 保障人权和文明对话等领域积极

行动ꎮ
(一) 扩展影响: 宗教文化

伊盟善于运用伊斯兰教教缘联系和宗教凝聚功能来扩展影响力: 一方面ꎬ
通过开展全球性宗教活动加强伊斯兰国家和全球穆斯林的文化认同ꎬ 巩固伊

斯兰教作为伊斯兰世界国际合作的基础地位ꎮ 另一方面ꎬ 通过引导宗教文化

类议题的设置建立一套有利于自身组织行动的话语体系ꎬ 通过影响全球穆斯

林社群来提升自身的全球治理能力ꎮ
在内容上ꎬ 伊盟十分重视对 «古兰经» 和圣训等宗教原典文本的理解与

回归ꎬ 以传统逊尼派教义为基础开展了一系列以宗教原典为介质的活动ꎬ 如

翻译出版各语种版本 «古兰经»、 设立 «古兰经» 中心和研究所、 举办 «古
兰经» 研讨会和培训班、 提供奖学金等ꎬ 像伊盟举办的 «古兰经» 诵读大赛

是全球具有较高知名度和较大参与度的伊斯兰文化活动ꎮ 在方式上ꎬ 伊盟注

重运用广播、 电视、 互联网、 社交媒体和数字技术手段进行宣教ꎬ 开设了唯

一的 «古兰经» 频道 (Ａｈｌ Ａｌｑｕｒａｎ Ｃｈａｎｎｅｌ)ꎬ 设置了数字化 «古兰经» 诵读

平台 (Ｍａｑｒ’ａ) 和集合全球 １６ 个数字诵读平台的 “数字化 «古兰经» 诵读

平台联盟”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Ｑｕｒ’ ａｎｉｃ Ｒ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ꎮ 同时伊盟也

在建构和输出自身宗教规范ꎬ 每年派遣大量伊玛目和宗教教师赴全球宣教ꎬ
向伊斯兰世界推广符合沙特官方要求的瓦哈比教义ꎬ 打造自身宗教正统形象ꎮ
为规范和保证教义宣传的正统性ꎬ 伊盟经常在海外举办多种宗教培训课程以

培养符合自身宗教标准的本地师资ꎬ 还会选派伊玛目到其他国家主持宗教仪

式ꎮ 伊盟外派的伊玛目和宗教教师都具有较高水平的宗教知识ꎬ 基本都毕业

于麦地那伊斯兰大学的 «古兰经» 学院ꎬ 并获得了传授 «古兰经» 和圣训的

“准许”①ꎬ 很多教师都是伊斯兰教界的知名人物ꎮ 根据伊盟 ２０１８ 年公布的数

据ꎬ “过去几年全球通过伊盟相关组织学习 «古兰经» 诵读的男女学生达到

５８ ４０８ 人ꎬ 主要来自亚洲、 非洲和欧洲ꎮ 超过 １ ９９５ 名本科生和研究生获得了

１４１

① “准许” 是圣训的传述方法之一ꎬ 即老师准许学生传他从他口头上所听到的圣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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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兰经» 诵读奖学金ꎮ 除 ５ 个学院外ꎬ 伊盟还建立了 ６１ 个 «古兰经» 研究

所和中心ꎬ 学生总数达到 ７ ５００ 人ꎮ 伊盟在亚洲和非洲共赞助了 １ ０００ 次 «古
兰经» 相关活动ꎬ 在亚洲、 非洲和欧洲召开了 １２４ 次 «古兰经» 论坛和会议ꎬ
已分发 １ ６０２ ２１７ 份 «古兰经»ꎮ 目前ꎬ 全球已有超过 ３ 万名学生通过数字化

«古兰经» 诵读平台学习 «古兰经»ꎻ 超过 １ 万名伊玛目被派往国外ꎬ 其中亚

洲 ５ ０１４ 名ꎬ 非洲 ５ ３４６ 名ꎬ 欧洲 ３３５ 名ꎮ”①

(二) 维护安全: 反恐和去极端化

冷战结束后ꎬ 以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

成为当前全球治理的热点议题ꎬ 反恐与去极端化亦成为伊盟的重点关注议题ꎮ
伊盟对恐怖主义有其独特的认知ꎮ 一方面ꎬ 伊盟认为恐怖主义并不只限

定于某一地区ꎬ 一些错误理念构成的意识形态是恐怖主义形成和发展的根源ꎻ
运用军事手段打击恐怖主义十分重要ꎬ 但根除恐怖主义应从意识形态领域入

手ꎬ 通过传播正统伊斯兰教思想来抵御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ꎮ 另一方面ꎬ 伊

盟认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会自行解释教义层面的问题ꎬ 尤其擅长给天真的

人一种幻觉ꎬ 让他们认为自己的表现凌驾于对手之上ꎮ 而落入这种陷阱的往

往是世界各地的年轻人ꎬ 他们受到基于某种政治事件背景的宗教绝对主义情

绪所鼓动ꎬ 并被恐怖主义用强烈的宗派主义口号所煽动ꎮ② 伊盟在历次恐袭后

都立即发表声明予以谴责ꎮ 此外ꎬ 伊盟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宣传伊斯兰教和平、
温和、 中正的基本理念及应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方法ꎬ 并借助沙特 “圣
地守护者” 身份提升自身话语的权威性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２２ ~ ２５ 日伊盟在

麦加召开主题为 “伊斯兰教与抗击恐怖主义” 的全球伊斯兰峰会ꎬ 分析恐怖

主义在宗教、 社会、 经济、 媒体等层面的产生原因ꎬ 从伊斯兰国家、 宗教机

构、 教育机构、 媒体、 家庭、 社会、 宗教学者等角度提出抵御极端主义和恐

怖主义的方法ꎮ③

在去极端化合作方面ꎬ 面对宗教极端主义沉渣泛起ꎬ 伊盟利用自身在伊

斯兰教界的特殊地位和非政府组织的身份在宗教思想领域采取了一系列去极

２４１

①

②

③

ＭＷＬꎬ “Ｓｈｅｉｋｈ Ｄｒ Ｂａｓｆａｒ: Ｗｅ ｈａｖｅ Ｆｏｕｎｄｅｄ 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Ｑｕｒ’ａｎｉｃ Ｒｅｃｉｔａｔｉｏｎ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ｓ”ꎬ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 Ｌｅａｇｕ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４６ꎬ Ｎｏ １１ꎬ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２５ － ２７

ＭＷＬꎬ “ＭＷＬ ｉｓ ａ Ｂｒｉｄｇｅ ｆｏｒ Ｉｓｌａｍｉｃ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Ｉｔｓ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Ｅｍｂｒａｃｉｎｇ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ꎬ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 Ｌｅａｇｕ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４６ꎬ Ｎｏ ９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６ － １１

ＭＷＬꎬ “Ｆｉ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ｑｕ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ｉｎｇ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ꎬ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 Ｌｅａｇｕ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４３ꎬ Ｎｏ ６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５ꎬ ｐｐ １６ －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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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化举措ꎮ 伊盟强调意识形态的作用ꎬ 呼吁通过传播温和伊斯兰思想抵抗宗

教极端主义和社会分化ꎬ 注重运用教育手段根除极端主义ꎬ 并积极开展去极

端化国际合作ꎮ ２０１７ 年ꎬ 伊盟与马来西亚政府合作建立萨勒曼国王国际和平

中心 (Ｋｉｎｇ Ｓａｌｍ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ꎬ① 同印尼艾资哈尔大学合作

建立传播温和伊斯兰思想的国际文化中心ꎮ② 伊盟还是沙特去极端化的重要工

具ꎬ 如 ２０１８ 年沙特设立由穆罕默德本萨勒曼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ｂｉｎ Ｓａｌｍａｎ) 王

储直接领导的智者抵抗中心 (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Ｗａｆａｒｅ Ｃｅｎｔｅｒꎬ ＩＷＣ)ꎬ 旨在揭露恐

怖分子的真实形象ꎬ 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提供伊斯兰智者建议ꎬ 提高公众对

伊斯兰教真实情况的认识ꎬ 确保青年免受激进意识形态的影响ꎬ 推广处理恐

怖分子的典型方法ꎬ 促进温和意识形态传播ꎬ 回应有关针对伊斯兰教的负面

言论ꎮ 该中心由伊盟秘书长负责运营管理ꎬ 服务于沙特主导的 “伊斯兰反恐

联盟”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ꎬ 充分体现沙特的意识形态和官方意志ꎬ 政

策偏向性明显ꎮ③

(三) 塑造规范: 宗教事务管理

朝觐、 清真食品等宗教事务涉及穆斯林的日常生活与信仰实践ꎬ 伊盟通

过介入全球性宗教事务的管理ꎬ 不仅有助于维护、 巩固并扩大其在全球穆斯

林中的形象、 地位、 认可度ꎬ 还能够塑造并输出规范ꎬ 提升自身在宗教事务

管理上的话语权及行动力ꎮ
在清真食品管理方面ꎬ 随着全球清真食品产业的迅速增长ꎬ 伊盟积极参

与其中ꎬ 力求掌握在清真食品领域的权威话语权ꎮ 伊盟获得了沙特政府和宗

教权威学者的全力支持ꎬ 沙特最高宗教机构 “高级学者委员会” 通过大穆夫

提谢赫阿卜杜阿齐兹谢赫 (Ｓｈｅｉｋｈ Ａｂｄｕｌａｚｉｚ Ａｌ Ａｌ － Ｓｈｅｉｋｈ) 领导的 “法
特瓦颁布常设委员会”(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ｆｏｒ Ｉｓｓｕｉｎｇ Ｆａｔｗａｓ) 发布法特瓦④ꎬ
确认伊盟是负责沙特清真屠宰肉类的机构和 “颁发清真食品认证的唯一合法

３４１

①

②

③

④

ＭＷＬꎬ “Ｍａｌａｙｓｉａｎ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Ｍｉｎｉｓｔｅｒ ａｎｄ ＳＧ ｏｆ ＭＷＬ Ｈｏｌｄ Ｊｏｉｎｔ Ｐｒｅｓ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ｎ Ｌａｕｎｃｈｉｎｇ ‘Ｋｉｎｇ
Ｓａｌｍａｎ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ꎬ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 Ｌｅａｇｕ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４５ꎬ Ｎｏ ８ꎬ Ｍａｙ ２０１７ꎬ ｐ ５

ＭＷＬꎬ “ＭＷ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Ｕｒｇｅｓ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ａｔｅ Ｉｓｌａｍꎬ Ｆｉｇｈ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ꎬ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 Ｌｅａｇｕ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４６ꎬ Ｎｏ １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１８ － ２０

ＭＷＬꎬ “Ｓａｕｄｉ Ａｄｄ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ｋ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ꎬ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 Ｌｅａｇｕ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４５ꎬ Ｎｏ ６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４８ － ５１

法特瓦为阿拉伯语音译ꎬ 意为 “法律意见”ꎬ 指伊斯兰权威教法学家或教法说明官就新产生

或有争议的教法疑难问题发表的正式法律见解或判断ꎮ 它对穆斯林具有法律效力ꎬ 通常以法律文告形

式公诸于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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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ꎮ 在教法教义上ꎬ 伊盟主要依据国际伊斯兰教法学院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ｉｑｈ Ａｃａｄｅｍｙ) 的意见和有关清真食品的法特瓦ꎮ 在工作流程上ꎬ 伊

盟主要参考 «海合会有关清真食品条件及其适用性标准»ꎮ① 伊盟在清真食品

领域已有 ３０ 多年的历史ꎬ 形成了一套由总部、 海外机构及合作伙伴共同组成

的管理体系ꎮ 伊盟在总部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 “清真产品伊斯兰教法中心”
(Ｓｈａｒｉ’ａ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Ｈａｌ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ꎬ 负责监督管理可食用肉类的屠宰和生产、
颁发清真食品认证 (直接通过总部或通过海外机构和代表)ꎬ 还提供有关标准

制定、 产品认证、 教义教法、 信息提供、 产品标识、 市场推广和专业技术等

方面的咨询和技术支持ꎬ 其目标是成为全球清真食品参考标准的制定者ꎮ 伊

盟 ２０１３ 年设立了清真肉类部 (Ｈａｌａｌ Ｍｅａ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ꎬ 负责监管清真肉类生

产的所有环节ꎬ 确保制造商遵循正确的伊斯兰屠宰方法ꎬ 并对从非伊斯兰国

家进口的所有食品实行严格准入程序ꎬ 对不严格执行伊斯兰屠宰方式、 违规

使用清真认证标志等不符合伊斯兰教法的行为做出处罚ꎮ 为凸显宗教权威性ꎬ
该部门邀请一些著名的伊斯兰教法学家和宗教学者加入ꎮ 它还与沙特食品和

药品局 (Ｓａｕｄｉ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及一些伊斯兰国家的食品部门合作对

进口清真食品进行监控ꎮ 近年ꎬ 清真肉类部已将专家派往巴西、 澳大利亚和

加拿大等国ꎬ 对相关企业的生产流程进行突击检查ꎮ 此外ꎬ 伊盟还在巴西、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日本等肉类出口国举办多场国际会议ꎬ 增强自身在规则

制定上的话语权ꎮ 伊盟的工作取得了较大成效ꎬ 部分国家已与伊盟签署协议ꎬ
授权其负责监控清真食品出口的质量ꎬ 还有一些国家邀请伊盟作为其清真食

品出口的认证机构ꎮ② 例如ꎬ 伊盟清真委员会 (Ｈａｌ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成为巴西

唯一合法适用伊斯兰标准的机构ꎮ③ 又如ꎬ ２０１８ 年伊盟与日本清真协会

(Ｊａｐａｎ Ｈａｌ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签署了有关清真食品监管的独家协议ꎬ 由伊盟总体

负责日本的清真食品监管ꎬ 特别是 ２０２０ 年东京奥运会的监管服务ꎮ④ 伊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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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了 “ＩＳＯ９００１” 质量体系认证ꎬ 成为全世界在清真产品领域唯一获得该项

认证的组织ꎮ①

在朝觐事务管理方面ꎬ 作为全球最大的跨国宗教活动ꎬ 伊盟历来重视利

用朝觐平台参与国际事务ꎬ 显示自身在全球伊斯兰事业和朝觐服务中的特殊

地位和重要作用ꎮ “伊盟主要通过朝觐平台间接对伊斯兰国家的政治施与影

响: 朝觐成为伊盟打造 ‘沙特成为伊斯兰盟主’ 的主要手段和途径ꎻ 朝觐增

强了伊斯兰世界的内部团结ꎬ 易使该组织在关涉伊斯兰国际事务上统一立场

并联手协作ꎻ 伊盟利用朝觐这一特定宗教仪式推动了伊斯兰国家间经贸、 旅

游、 文化及社会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ꎻ 朝觐已成为沙特、 埃及和伊朗等伊斯

兰大国博弈的外交舞台ꎬ 作为沙特利益维护者的伊盟更难置身于大国争斗之

局外ꎮ”② 伊盟参与的朝觐工作主要有: 首先ꎬ 利用自身庞大的海外机构网络

与沙特朝觐部和驻外使馆合作ꎬ 承担人员报名、 名额分配、 签证办理等朝觐

组织工作ꎮ 其次ꎬ 在提供免费餐饮、 供水、 住宿等基本后勤服务基础上ꎬ 伊

盟每年都高规格接待各国朝觐代表团ꎬ 以盛情招待和特殊礼遇扩大在各国教

界精英中的影响力ꎮ 最后ꎬ 由于朝觐牵扯的利益错综复杂ꎬ 伊盟通过召开会

议、 发布声明等手段来影响相关舆论和议程设置ꎬ 维护沙特 “两圣地守护者”
的权威形象ꎮ 此外ꎬ 伊盟每年会资助部分生活困难的穆斯林赴麦加朝觐ꎬ 并

在朝觐期间广泛开展各类慈善活动ꎬ 展现自身乐善好施的良好形象ꎮ
(四) 保障人权: 穆斯林少数族裔

穆斯林少数族裔是 “散居于全世界非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群体ꎮ 他们在

当地居民中的人口比例处于少数且在社会各领域未占主导地位ꎮ”③ 鉴于穆斯

林少数族裔在全球的广泛分布及其与诸多全球性问题的关联性ꎬ 穆斯林少数

族裔议题成为当前全球治理的热点议题ꎮ 伊盟非常重视吸收穆斯林少数族裔

加入 “伊斯兰团结” 运动ꎬ “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职责ꎬ 即参与到各地穆斯林所

关心的任何事情中去ꎮ”④

第一ꎬ 保障穆斯林少数族裔的合法权益ꎮ 伊盟强调各国应保障穆斯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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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族裔享有与国内其他公民同等的政治、 社会、 经济、 文化等基本权利ꎬ 尊

重穆斯林少数族裔的宗教文化需求ꎮ 在方式上ꎬ 伊盟注重与各穆斯林社群、
伊斯兰国际组织等保持密切合作ꎬ 通过发布声明、 召开会议、 游说倡议等手

段引领相关议题设置ꎮ 例如ꎬ 伊盟经常与伊斯兰合作组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 ＯＩＣꎬ 以下简称 “伊合”) 合作ꎬ 不仅全力支持伊合的相关

决议ꎬ 还会受其委托与其他组织共同起草相关文件或召集会议ꎮ 伊盟为 １９７８
年伊合第九次外长会议起草文件ꎬ “提出必须派代表团调查泰国穆斯林状况ꎬ
帮助他们保留自己的信仰并建立伊斯兰中心ꎮ”① 在立场上ꎬ 早期伊盟的声明

和行动较为激进ꎬ 易引发穆斯林少数族裔所在国的不满ꎮ 随着时代发展和

组织转型ꎬ 伊盟的态度和话语已有所改善ꎬ 如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ꎬ 伊盟在麦加召

开 “非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社群ꎬ 权利与义务” 国际研讨会ꎬ 呼吁不要干

涉穆斯林社群的状况以及他们与本国 (Ｈｏｍ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关系的性质ꎬ 伊斯

兰世界以外的穆斯林有自己独立的权威和宗教领袖ꎬ 应该在不与这些国家

和社会的法规与风俗相冲突的前提下保持他们的伊斯兰身份和宗教仪式ꎮ
会议还倡议建立全球穆斯林少数族裔交流中心ꎬ 以加强穆斯林少数族裔与

伊斯兰世界的联系ꎬ 并利用这一特殊系统关注生活在其他国家的穆斯林社

群的权益ꎮ②

第二ꎬ 关注穆斯林少数族裔受侵害状况ꎮ 伊盟尤为关注受到所在国当局

不平等对待或限制权利的穆斯林少数族裔状况ꎬ 在此类问题上态度坚决、 措

辞严厉ꎮ 例如ꎬ 在缅甸罗兴伽人问题上ꎬ 伊盟重点关注其宗教活动参与权ꎮ
近期ꎬ 罗兴伽人问题进一步恶化ꎬ 伊盟表示罗兴伽人正在遭受缅甸的残酷打

击和种族灭绝ꎬ 是人类耻辱的标志ꎬ 是伦理价值观和世界秩序的沦丧ꎬ 声称

缅甸的罪行不亚于 “伊斯兰国” 组织和 “基地” 组织的恐怖主义ꎮ 呼吁国际

社会要像打击恐怖主义一样采取切实、 有效的措施进行干预ꎮ③ 伊盟还积极参

与罗兴伽难民救助等工作ꎬ 于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在孟加拉国启动罗兴伽难民综合服

务中心建设ꎬ 将按照人道主义救援的最高标准建立一个小型难民社区ꎬ 为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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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伽人提供基本教育、 职业培训和初级卫生保健等服务ꎬ 并开展家庭团聚、
照顾孤儿和寡妇等项目ꎬ 缓解其所遭受的身心创伤ꎮ①

第三ꎬ 维护穆斯林少数族裔的独特宗教文化ꎮ 巩固并强化伊斯兰身份

认同是伊盟参与穆斯林少数族裔问题治理的主要目标ꎮ 伊盟认为穆斯林在

生活上应该遵循伊斯兰教法ꎬ 保留自身风俗习惯ꎬ 关注穆斯林少数族裔的

礼拜、 朝觐等宗教信仰权利保障情况ꎬ 并将这些问题与人权问题结合ꎮ 伊

盟在修建清真寺、 建设宗教学校、 普及宗教教育等方面投入了大量资源ꎮ
在青少年教育上ꎬ 伊盟提倡将宗教教育融入世俗教育中ꎬ 帮助穆斯林少数

族裔保留并巩固自身宗教信仰ꎬ 强化宗教归属感ꎮ 在伊斯兰教风俗与所在

国家法律关系问题上ꎬ 伊盟认为穆斯林必须首先遵守所在国家的宪法、 法

律ꎮ 例如ꎬ 伊盟认为如果当地法律不允许佩戴头巾 (Ｈｉｊａｂ)ꎬ 穆斯林必须首

先通过适当的、 合法的渠道提出申请ꎬ 如被拒绝ꎬ 穆斯林居民可以选择遵

守所在地法律或离开该国ꎬ 但同时伊盟也强调这不应该被解读为它鼓励妇

女摘下头巾ꎮ②

(五) 文明对话: 跨宗教交流

伊盟重视与其他宗教建立良好关系ꎬ 在跨宗教交流与文明对话领域投入

较多资源ꎮ 伊盟首先从神学角度进行论证ꎬ 认为整个人类是一个大家庭ꎬ 不

应强调民族、 宗教、 阶级等的区别ꎮ 伊盟前任秘书长穆罕默德本阿里
哈拉坎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ｂｉｎ Ａｌｉ Ａｌ － Ｈａｒａｋａｎ) 曾表示: “伊斯兰教固有的特点ꎬ
就是容许不同的宗教信徒和号召兄弟般的团结ꎮ”③ 在手段上ꎬ 伊盟高级官员

经常访问非伊斯兰国家ꎬ 积极与所在国其他宗教团体进行交流沟通ꎬ 通过多

种文化活动促进跨宗教交流与文明对话ꎬ 塑造自身开放与包容的现代化形象ꎬ
如访问日本时出席 “世界宗教和平峰会”(Ｗｏｒｌｄ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ｓ Ｓｕｍｍｉｔ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 参加广岛核爆炸 ７２ 周年纪念活动ꎻ 访问法国时拜会巴黎新教教会

联合会主席、 参访巴黎圣母院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ꎮ 伊盟注重寻找各大宗

教的共同点ꎬ 共促和谐共存ꎮ 伊盟南非办事处计划推行 “回归我们的本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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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ꎬ 旨在寻找宗教、 文明和道德的共同点ꎬ 用人类的本性根源应对意识形

态的冲突ꎮ① 在合作对象上ꎬ 由于沙特偏向 “与罗马教廷、 世界基督教协进会

这类不持基督教锡安主义思想且同情巴勒斯坦人民遭遇的基督宗教组织的世

界性网络建立联系并开展游说”②ꎬ 伊盟与梵蒂冈教廷的互动较为频繁ꎮ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ꎬ 伊盟秘书长率团访问梵蒂冈ꎬ 与教宗方济各 (Ｐｏｐ Ｆｒａｎｃｉｓ) 就全球

和平、 梵蒂冈与伊斯兰世界合作、 共存和包容等问题举行会谈ꎬ 同时感谢教

宗在有关将伊斯兰教与极端主义和暴力联系起来的舆论中所持的公正态度ꎮ③

作为回应ꎬ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ꎬ 梵蒂冈跨宗教对话宗座理事会主席 (Ｐｏｎｔｉｆｉｃ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让路易斯皮埃尔托朗枢机主教 (Ｃａｒｄｉｎａｌ Ｊｅａｎ －Ｌｏｕｉｓ
Ｐｉｅｒｒｅ Ｔａｕｒａｎａｎｄ) 率团访问沙特ꎬ 并与沙特国王萨勒曼、 外交部长等举行会谈ꎮ④

伊盟秘书长与托朗枢机主教在会谈中强调在一个多文化、 多民族和多信仰的世

界进行对话的必要性ꎬ 相信两教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宗教和精神联系ꎬ 能够建立

一种富有成果、 互相尊重与和平的关系ꎬ 认为宗座理事会和伊盟在此应发挥重

要作用ꎮ 双方还签署合作协议ꎬ 同意各派两名代表成立协调委员会ꎬ 该委员会

每两年召开一次会议ꎬ 轮流在罗马和伊盟选定的城市举行ꎮ⑤

五　 伊盟参与全球治理的成效

由于自身国际伊斯兰非政府组织的定位ꎬ 伊盟的实力和影响力难以与主

权国家、 政府间国际组织等行为体相提并论ꎬ 加之伊斯兰属性使其影响力主

要集中在伊斯兰世界和穆斯林社群中ꎬ 在其他地区和群体中影响力较弱ꎮ 总

体上ꎬ 伊盟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是独特但有限的ꎮ
(一) 伊盟对全球治理的贡献

第一ꎬ 维护世界和平、 安全及稳定ꎮ 其一ꎬ 伊盟利用媒体积极发声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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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ꎬ 凭借自身教界的地位ꎬ 有力驳斥了极端主义分子和恐

怖主义分子对宗教教义的歪曲ꎬ 树立正统伊斯兰教权威ꎬ 掌握解经①主动权ꎬ
对遏制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滋生的思想根源做出了贡献ꎬ 为打击极端主义和

恐怖主义发出了伊斯兰世界自己的声音ꎮ 其二ꎬ 伊盟利用自身非政府组织的

身份ꎬ 主动介入诸多国际和地区的 “涉伊斯兰事务”ꎬ 借助掌握的各界精英资

源积极进行游说ꎬ 有利于缓和冲突、 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ꎮ 其三ꎬ 伊盟凭借

自身组织资源积极推动跨宗教交流和文明对话ꎬ 对加强不同族群和宗教信仰

群体的沟通、 交流与理解起到促进作用ꎬ 推动了文明交往、 促进了各族群和

平共处ꎮ 其四ꎬ 伊盟为推动相关国家友好合作起到了积极作用ꎮ 例如ꎬ 在中

国和沙特建交前ꎬ 伊盟以非政府组织和沙特官方代表的双重身份ꎬ 通过服务

穆斯林朝觐、 派团访华、 召开会议等方式与中国政府先期接触ꎬ 为中沙两国

正式建交发挥了特殊作用ꎮ
第二ꎬ 塑造伊斯兰教良好形象ꎮ 伊盟借助自身庞大网络和资源在国际社

会各层面广泛宣传伊斯兰教中正、 和平、 温和、 包容的基本理念ꎬ 对塑造伊

斯兰教良好形象起到了积极作用ꎮ 同时ꎬ 作为全球穆斯林社群的代表ꎬ 利用

宗教非政府组织的特殊性和灵活性ꎬ 伊盟在全球 “涉伊斯兰热点事件” 中主

动发声、 引导舆论ꎬ 推动相关议题设置ꎮ 例如ꎬ ２０１２ 年一部名为 «穆斯林的

无知» ( Ｉｎｎｏｃ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ｓ)② 的电影激起了伊斯兰世界的怒火ꎬ 掀起大规模

反美浪潮并迅速蔓延至全球多个国家ꎮ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２ 日ꎬ 影片所引发的反美

抗议甚至导致美国驻利比亚大使被杀ꎮ 对此ꎬ 伊盟一方面迅速发表声明强烈

谴责ꎬ 认为该影片不应该以言论自由的名义破坏世界和平与和谐ꎬ 敦促国际

社会采取法律行动阻止这部攻击性影片的公映ꎮ 另一方面ꎬ 由于影片引发的

大规模抗议浪潮已造成多人伤亡ꎬ 伊盟呼吁穆斯林民众冷静以缓和紧张局势ꎬ
表示 “伊斯兰教拒绝暴力和滥杀无辜ꎬ 暴力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ꎬ 对话与合

作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工具”ꎮ③

第三ꎬ 促进全球发展ꎮ 伊盟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 广泛的覆盖网络和独

９４１

①

②

③

即用 «古兰经»、 圣训中的相关内容来阐释当今社会上出现的或生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ꎬ 达

到与社会相适应的目的ꎮ
该影片由美国籍埃及科普特教导演萨姆巴奇莱 (Ｓａｍ Ｂａｃｉｌｅ) 制作并导演ꎬ 片中对伊斯兰教

先知穆罕穆德做了侮辱性的描述ꎬ 直接引发了穆斯林的愤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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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伊斯兰特色的活动方式ꎬ 直接深入穆斯林社群开展发展援助ꎬ 为全球发展

贡献了自己的力量ꎮ 伊盟在全球各大洲近 ７０ 个国家和地区活动ꎬ 构建了一套

覆盖广泛的活动体系ꎮ 根据 ２０１３ 年的统计ꎬ 自成立以来伊盟至少为 ３ １００ 万

人提供了服务ꎮ① ２０１８ 年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秘书长表示ꎬ 伊盟已向正处内

战中的也门提供了总价值超过 １ 亿沙特里亚尔 (约合 ２ ７４２ ８ 万美元) 的援

助ꎬ 惠及人数超过 ２３６ １ 万人ꎮ② 伊盟还在亚非贫困国家开展巡回医疗行动ꎬ
为边远地区群众免费开展白内障、 甲状腺肿大、 心脏病等治疗手术ꎮ ２０１８ 年ꎬ
仅在尼日利亚就已有超过 ４ ０００ 名患者接受了手术ꎮ③ 相较于世俗性组织ꎬ 伊

盟的行为动机多了一层宗教功修的神圣属性ꎬ 使其能够深入极端贫困的边远

地区甚至战乱地区并长期扎根ꎬ 切实帮助了这些地区的信众解决生存困难ꎬ
为缓解全球人道主义危机做出了积极贡献ꎮ 此外ꎬ 伊斯兰非政府组织 “不仅

能利用自身专业技能、 信息及网络优势高效地执行援助项目ꎬ 还能凭借自身

身份、 地缘、 语言等优势ꎬ 迅速获得穆斯林少数族裔的信任和认可ꎬ 提供更

符合信仰特质和更贴近信徒心理的服务ꎮ”④ 因此ꎬ 伊盟宣教活动虽挤占了部

分援助资源ꎬ 但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其扎根本地穆斯林社区ꎬ 为组织后续活动

提供便利ꎮ 同时宣教活动在传播宗教教义的同时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扫盲行动ꎬ
有助于提高当地穆斯林的文化水平和后续发展能力ꎮ

(二) 伊盟参与全球治理的局限性

第一ꎬ 伊盟具有保守的宗教意识形态ꎮ 伊盟以瓦哈比派教义为意识形态

基础ꎬ 在天文历法、 人工辅助生殖、 堕胎、 艾滋病防治等方面的观点较为保

守ꎬ 在一些现代问题的处理上更关注 “道德的力量”ꎮ 保守的宗教思想给伊盟

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其一ꎬ 瓦哈比教义中过于强调纯正与传统ꎬ 使伊盟经

常会片面突出自身伊斯兰信仰的纯正与先进ꎬ 偏向性较为明显ꎮ 其二ꎬ 伊盟

的治理架构、 人员构成和运作机制宗教色彩浓厚ꎬ 依然保持以宗教偏好为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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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取向的决策机制和人事制度ꎬ 组织体系庞大且松散ꎬ 行政效率低下ꎬ 尚未

形成适应当今时代发展的现代化治理体系ꎬ 组织现代性和世俗性不足ꎬ 较难

与当前现代化进程及全球化趋势相协调ꎬ 影响了伊盟参与全球治理的实际成

效ꎮ 其三ꎬ 封闭的宗教思想易被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利用并异化ꎬ 造成部分

附属组织和海外机构与涉恐事件相牵连ꎬ 严重影响组织形象ꎮ 其四ꎬ 过于浓

厚的宗教氛围造成伊盟在达瓦宣教、 教义教法、 清真寺建设等方面花费巨大

资源ꎬ 投入到其他领域的资源有限ꎬ 限制了其全球治理的资源投入力度ꎮ 其

五ꎬ 浓厚的宗教属性使伊盟将意识形态附加于组织行动之中ꎬ 弱化了其国际

组织属性ꎬ 很多人甚至认为伊盟是一个宣教组织ꎬ 导致许多国家对伊盟采取

了相应限制和防范措施ꎬ 降低其全球治理的参与度ꎮ
第二ꎬ 伊盟具有教派属性ꎮ 虽然伊盟始终宣称自己非政府组织的属性ꎬ

但沙特的决定性话语权和影响力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伊盟的中立性和公信力ꎮ
例如ꎬ 早先沙特对穆兄会较为谨慎和抗拒ꎬ 沙特国王拒绝了其创始人哈桑
班纳 (Ｈａｓｓａｎ ａｌ － Ｂａｎｎａ) 建立分支的申请ꎬ 表示 “所有沙特人都是穆斯林兄

弟ꎬ 因此没有必要设立穆兄会分支ꎮ” “这一回复表明沙特不允许政党或其他

有政治背景组织进入ꎮ”① 进入冷战后ꎬ “在伊斯兰教受到共产主义、 社会主

义、 阿拉伯民族主义和西方唯物主义各类思潮的冲击面前ꎬ 瓦哈比派教士与

穆兄会成员在宗教教义和政治激进主义上的分歧就显得微不足道了ꎮ”② 因此ꎬ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ꎬ 沙特吸纳了许多遭埃及、 伊拉克和叙利亚政府指控而流

亡的穆兄会成员ꎬ 他们中很多人参与了伊盟的筹建并担任高级职位ꎬ 其中包

括伊斯兰联盟 (Ｊａｍａｔ － ｅ Ｉｓｌａｍｉ) 的毛杜迪 (Ｍａｗｄｕｄｉ) 和一些穆兄会高层ꎮ③

但此后ꎬ 随着穆兄会的分化、 调整与改革ꎬ “沙特认为穆兄会的意识形态和发

展模式对海湾君主制国家构成了严峻挑战ꎮ”④ 由此ꎬ 沙特对穆兄会的态度从

支持转向限制ꎬ 伊盟的话语也随即转变ꎬ 它直指穆兄会是恐怖组织的 “孵化

器”ꎬ 认为其通过所谓政治伊斯兰将恐怖主义以宗教名义渗入伊斯兰教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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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１３３

Ｉｂｉｄ ꎬ ｐ １３４
Ｍａｒｉｅ Ｊｕｕｌ Ｐｅｔｅｒｓｅｎꎬ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ｙ ｏｒ ｆｏｒ ｔｈｅ Ｕｍｍａ?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Ａｉｄ ｉｎ Ｆｏｕｒ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ｕｓｌｉｍ

ＮＧＯｓꎬ Ｐｈ Ｄ 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ｐｅｎｈａｇｅｎ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７９
刘中民、 赵跃晨: « “博弈” 穆兄会与中东地区的国际关系走势»ꎬ 载 «外交评论» ２０１８ 年

第 ５ 期ꎬ 第 ７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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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的意识形态中ꎮ① 例如ꎬ 在 ２０１７ 年沙特与卡塔尔断交事件中ꎬ 伊盟就宣

布免去优素福格尔达维 (Ｙｕｓｕｆ Ａｌ － Ｑａｒａｄａｗｉ)② 在伊斯兰教法学委员会和

伊斯兰教法学院的委员职务ꎮ 在教派属性上ꎬ 早期伊盟会议的决定和文件就

不止一次地号召同 “危险的反伊斯兰潮流———犹太复国主义、 帝国主义、 阿

赫默底 (艾哈迈迪耶教派) 和巴哈教派 (巴哈伊教) 的学说作斗争ꎮ”③ 虽然

伊盟话语日渐温和ꎬ 但教派属性依然较为明显ꎮ 打压伊朗和什叶派势力一直

是伊盟的活动重点ꎬ 希望压制什叶派势力在其他地区的增长ꎮ 印度有世界上

仅次于伊朗的什叶派人口ꎬ 伊盟在印度投入了较多资源用于遏制印度什叶

派ꎮ④ 伊盟在沙特阻止印尼艾哈迈迪耶教派 (Ａｈｍａｄｉｙｙａ)⑤ 活动的事件中同

样扮演了重要角色ꎮ⑥ 伊盟还一贯支持阿拉伯国家和伊合有关禁止巴哈伊教⑦

在阿拉伯国家活动的决定ꎬ 组织宗教学者和政界领袖对巴哈伊教进行攻击ꎬ
尤为重视在西方国家进行反巴哈伊教宣传ꎮ⑧

第三ꎬ 对穆斯林少数族裔议题的介入易造成对他国内政干涉ꎮ 穆斯林少

数族裔问题较为敏感复杂ꎬ 表现在: “一是多元化ꎮ 作为以教缘联系为主要特

征的少数群体ꎬ 穆斯林少数族裔内部在民族属性、 经济发展状况、 价值认同

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异ꎬ 穆斯林少数族裔问题类型复杂ꎬ 在议题领域、 行为主

体、 具体诉求等方面都呈现多元化和差异化特征ꎬ 加深了治理难度ꎮ 二是安

全化ꎮ 由于宗教信仰、 风俗习惯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ꎬ 造成非中心地位的穆

２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ＭＷＬꎬ “ＭＷ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ｓ ｉｔｓ Ｆｕｌ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ｅｖｅｒａｎｃｅ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Ｑａｔａｒ”ꎬ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 Ｌｅａｇｕ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 Ｖｏｌ ４５ꎬ Ｎｏ １０ꎬ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７ꎬ ｐｐ １０ － １１

优素福格尔达维是埃及伊斯兰教法学家ꎬ 曾是穆兄会成员ꎬ 后移居卡塔尔ꎮ
[苏联] Ｐ П 沙里波娃: 前引文ꎬ 第 １４５ 页ꎮ
Ｐｉｅｒｒｅ Ｃｏｎｅｓａꎬ Ｔｈｅ Ｓａｕｄｉ Ｔｅｒｒｏ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ａｂｏｕｔ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ｋｙｈｏｒｓ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２０１８ꎬ ｐ ７１
艾哈迈迪耶教派是从印度伊斯兰教中分化出的具有混合教义的宗教派别ꎬ 由米尔扎古拉

姆艾哈迈德于 １８８７ 年在旁遮普创立ꎬ 基本教义是在综合伊斯兰教、 基督教和印度教教义的基础上形

成的ꎬ 由于艾哈迈迪耶教派否认穆罕默德是封印先知ꎬ 并自称艾哈迈德为安拉差遣的新先知ꎬ 被大多

伊斯兰教人士认定为异端ꎮ
Ｅｈｓａｎ Ｒｅｈａｎꎬ “ＷｉｋｉＬｅａｋｓ ‘ Ｓａｕｄｉ Ｃａｂｌｅｓ’ Ｒｅｖｅ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 Ｐｕｓｈ ｔｏ Ｓｔｏｐ Ａｈｍａｄｉｙｙａ ｉｎ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ꎬ

Ｒａｂｗａｈ Ｔｉｍｅｓꎬ Ｊｕｎｅ ２８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ａｂｗａｈ ｎｅｔ / ｗｉｋｉｌｅａｋｓ － ｓａｕｄｉ － ｃａｂｌｅｓ － ｒｅｖｅａｌ － ｓｅｃｒｅｔ － ｐｕｓｈ －
ｔｏ － ｓｔｏｐ － ａｈｍａｄｉｙｙａ － ｉｎ －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ꎬ ２０１８ －１１ －０６

巴哈伊教别称大同教ꎬ １９ 世纪中叶创立于伊朗ꎮ 最高宗旨是创建一种新的世界文明ꎬ 真正实

现人类大同ꎬ 其主要核心宗教理念为上帝唯一ꎬ 宗教同源ꎬ 人类一家ꎮ 作为一个新兴宗教ꎬ 巴哈伊教

发展较快ꎬ 在全球有较广分布ꎮ
[苏联] Ｐ П 沙里波娃: 前引文ꎬ 第 １４５ ~ １４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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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林少数族裔与所在国主体族群之间在群体特征维护、 现代化发展和国家认

同等方面易产生隔阂与冲突ꎬ 如果所在国没有维护国内各群体平等的完善制

度ꎬ 穆斯林少数族裔较易受到不公正待遇并引发危机ꎮ 同时ꎬ 穆斯林少数族

裔问题极易与各类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ꎬ 使其上升为更大意义上

的安全问题ꎬ 影响国家稳定ꎮ 三是外溢化ꎮ 由于宗教具有跨民族、 跨国家的

天然属性ꎬ 穆斯林少数族裔在国家认同、 族裔认同外ꎬ 还有一层更广范围的

宗教认同ꎬ 如果国内民族、 宗教关系紧张ꎬ 穆斯林少数族裔群体会在周边国

家或更大空间范围内寻求同信仰群体的支持ꎬ 造成宗教认同高于国家认同ꎬ
极易产生分离主义危险ꎮ 而域外同信仰群体也会借此介入ꎬ 导致国内危机外

溢成国际和地区事件ꎮ”① 为突出自身穆斯林代表的身份ꎬ 伊盟对穆斯林少数

族裔问题尤为关注ꎬ 但伊盟更多从宗教信仰出发对穆斯林少数族裔进行 “不
分是非” 的支持ꎬ “对这种权利的 ‘保护’ꎬ 常常近似对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

干涉ꎮ”②

第四ꎬ 信息公开与对外合作程度不足ꎮ 伊盟保守的意识形态和封闭的组

织文化造成其信息公开和对外合作程度较低ꎮ 虽然与之前相比ꎬ 近年伊盟在

信息公开领域已有了长足进展ꎬ 网站信息和官方杂志的更新较为及时ꎬ 还在

世界主要社交媒体上开通了官方账号ꎬ 但伊盟的信息公开仍主要集中在总部

层面ꎬ 附属组织和海外机构在信息公开程度与力度上仍有较大差距ꎮ 在对外

合作上ꎬ 伊盟倾向于在自身体系内活动ꎬ 对外交流合作较为欠缺ꎮ 在具体活

动时ꎬ 伊盟倾向于独立行动ꎬ 较少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ꎮ 伊盟主要合作伙伴

是伊合等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国际组织ꎬ③ 与其他主流国际组织的交流较少ꎬ 仅

注重与联合国的合作ꎬ 且多是零星、 短期的合作ꎬ 合作范围、 合作程度和行

动力度均较薄弱ꎮ 全球治理需要多行为体的共同参与ꎬ 伊盟较为封闭孤立的

行事风格并不能适应全球治理的需求ꎬ 在当前国际体系中显得尤为格格不入ꎬ

３５１

①

②
③

何思雨: «伊斯兰合作组织对穆斯林少数族裔问题国际治理的参与: 以罗兴伽人问题为例»ꎬ
第 ８７ 页ꎮ

[苏联] Ｐ П 沙里波娃: 前引文ꎬ 第 １８２ 页ꎮ
如国际伊斯兰慈善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ｈａｒｉｔ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 Ｋｕｗａｉｔ)、 伊斯兰事务最高委

员会 (Ｓｕｐｒｅｍ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Ａｆｆａｉｒｓ － Ｅｇｙｐｔ)、 国际人道呼吁、 圣殿伊斯兰大会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ｏｆ Ｂｅｉｔ Ａｌ － Ｍａｑｄｉｓ － Ｊｏｒｄａｎ)、 世界穆斯林大会 (Ｗｏｒｌｄ Ｍｕｓｌｉｍ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国际伊斯兰达瓦和

救济委员会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Ｄａ’ ｗａｈ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ｅｆ)ꎮ 参见伊盟官方网站的相关信息:
ｈｔｔｐｓ: / / ｔｈｅｍｗｌ ｏｒｇ / ｅｎ / ｍｗｌ － ｍｅｍｂｅｒｓｈｉｐ － ｉｎ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ｏｒｇｓꎬ ２０１８ － ０３ － ０５ꎮ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１ 年第 ６ 期

影响其参与全球治理的效率ꎮ
第五ꎬ 涉恐传闻严重影响组织形象ꎮ 伊盟的涉恐传闻一直不断ꎮ “基地”

组织早期曾受伊盟的直接资助ꎬ 本拉登的导师阿卜杜拉优素福阿扎姆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Ｙｕｓｕｆ Ａｚｚａｍ) 就是当时伊盟在白沙瓦机构的负责人ꎮ 本拉登的姐

夫穆罕默德贾马尔哈利法 (Ｍｕｈａｍｍｅｄ Ｊａｍａｌ Ｋｈａｌｉｆａ) 任伊盟下属的国际

伊斯兰救济组织菲律宾分支的领导ꎬ 涉嫌资助阿布沙耶夫武装ꎮ 伊盟还涉嫌

支持俄罗斯、 东非、 波斯尼亚和印度等地区的 “圣战” 武装势力ꎮ 伊盟下属

的哈拉曼基金会 (Ａｌ － Ｈａｒａｍａｉ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ｈａｒｉｔｙ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 ＡＨＩＦ) 每年在全

球范围内提供的援助资金达到 ４ ０００ 万 ~ ５ ０００ 万美元ꎬ 一部分流向 “基地”
组织ꎮ ２００４ 年至 ２０１０ 年ꎬ 联合国安理会将伊盟 １４ 个分支机构列入 “制裁名

单”ꎬ 包括对其实行冻结资产、 禁止旅行和武器禁运等措施ꎮ 俄罗斯也指控其

在 １９９９ 年向车臣转移资金ꎮ 最后ꎬ 沙特当局不得不关闭该基金会在印尼、 巴

基斯坦、 荷兰、 阿富汗、 阿尔巴尼亚、 肯尼亚、 坦桑尼亚、 孟加拉国、 埃塞

俄比亚、 波斯尼亚和索马里的 １１ 个海外办事处以及 ２６７ 个慈善组织ꎮ① 伊盟

资金来源与去向的不透明及活动目标、 内容和方式的复杂性和敏感性ꎬ 特别

是涉及激进主义的传闻都严重影响伊盟组织形象ꎬ 一定程度影响了国际社会

其他行为体的合作意愿ꎮ

六　 余论

国际伊斯兰政府组织是伊斯兰教参与全球治理的主要组织形式ꎮ 伊盟参

与全球治理是一个逐渐深入的过程ꎮ 伊盟的参与为全球治理注入了新元素、
带来了新理念、 提供了新方案ꎬ 有助于伊斯兰因素融入全球治理ꎬ 在 “涉伊

斯兰问题” 的治理上具有独特优势ꎮ 但伊盟在议题范围、 治理深度上还有较

大局限性ꎬ 其作用发挥仍主要集中于信息提供、 议题塑造和推动行动落实等

方面ꎬ 强烈的宗教属性和沙特的强大影响始终是伊盟最显著的标签ꎬ 也成为

影响其作为国际组织更深程度地参与全球治理的制约性因素ꎮ 目前ꎬ 伊盟在

全球治理中处于边缘性地位ꎬ 发挥作用依然较为有限ꎮ 伊盟在参与全球治理

４５１

① Ｐｉｅｒｒｅ Ｃｏｎｅｓａꎬ Ｔｈｅ Ｓａｕｄｉ Ｔｅｒｒｏｒ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Ｔｈｅ Ｔｒｕｔｈ ａｂｏｕｔ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ｋｙｈｏｒｓｅ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２０１８ꎬ ｐｐ ４４ － 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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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角色定位具有双重特征ꎬ 一方面它需要逐步适应并融入当前日趋全球化

的世俗世界中ꎬ 必须在治理结构、 运行机制和活动领域等方面表现出与现代

国际组织相一致的组织特征ꎬ 需要更主动地融入全球治理之中ꎮ 另一方面ꎬ
宗教属性是其组织合法性、 权威性及组织资源的重要来源ꎬ 它必须保持甚至

强化自身的伊斯兰属性ꎮ 这一角色定位既赋予伊盟某些优势ꎬ 也相应催生出

一定劣势ꎮ
未来ꎬ 伊盟必然要更深程度融入并参与到全球治理中ꎬ 需要在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做出更多努力ꎬ 特别应更多发挥自身在 “涉伊斯兰事务”
治理中的优势ꎮ 首先ꎬ 伊盟应更多使用自身在教界的资源ꎬ 挖掘伊斯兰教中

与全球治理理念相一致的教义思想ꎬ 为全球治理贡献智慧和方案ꎮ 其次ꎬ 伊

盟应更多发挥自身在教义阐释中的公信力ꎬ 宣传伊斯兰教中正、 和平的基本

理念ꎬ 掌握解经主动权和话语权ꎮ 再次ꎬ 伊盟应更多利用自身对伊斯兰世界

各界精英的影响力ꎬ 凭借自身非政府组织身份在国际地区冲突中进行游说ꎬ
在冲突调解与和平建设上发挥更大作用ꎮ 最后ꎬ 伊盟应更多继承和发扬伊斯

兰教在慈善救济中的传统优势ꎬ 更深程度融入全球发展援助中ꎬ 为全球发展

贡献伊斯兰教的力量ꎮ
２０１６ 年萨勒曼国王执政以来ꎬ 伊盟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改革ꎬ 逐步改变了

过去较为封闭的组织文化ꎬ 全力打造温和、 包容、 开放的组织形象ꎬ 致力于

使其成为温和伊斯兰的代表ꎬ 对接融入主流国际组织模式ꎬ 突出其现代性ꎮ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ꎬ 伊盟将下属国际伊斯兰救济组织改名为国际救济、 福利和发展

组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Ｒｅｌｉｅｆꎬ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ＩＯＲＷＤ)ꎬ 有意

淡化该组织的 “伊斯兰属性”ꎬ 突出其发展援助功能ꎮ 此外ꎬ 伊盟将下属 «古
兰经» 与圣训科学标志委员会和全球信使推荐委员会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ｅｓｓｅｎｇｅｒ) 整合进国际 «古兰经» 诵读组

织ꎬ 并改名为国际神圣 «古兰经» 和圣洁圣训组织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Ｈｏｌｙ Ｑｕｒ’ａｎ ａｎｄ Ｉｍｍａｃｕｌａｔｅ Ｓｕｎｎａｈ)ꎬ 整合其宗教宣传功能ꎮ 但在治理

体系、 运作机制等方面ꎬ 它与主流国际组织仍有较大差距ꎬ 在议题领域、 参

与模式上仍有较大发展空间ꎮ 伊盟此轮改革刚刚启动ꎬ 具体成效仍有待后续

评估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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