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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伊斯兰解放党的创始人纳布哈尼是著名的现代伊斯兰主义思

想家ꎬ 其思想为伊斯兰解放党提供了完整的意识形态体系ꎬ 成为伊斯兰解放

党从中东走向全球的核心支柱ꎮ 而纳布哈尼思想中的泛伊斯兰主义、 伊斯兰

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内容也是导致伊斯兰解放党多重性质的根本原因ꎮ 纳

布哈尼的思想主要体现为三方面: 首先是泛伊斯兰主义思想ꎬ 具体表现为强

调 “乌玛” 认同的重要性ꎬ 倡导阿拉伯大团结ꎬ 但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ꎻ 其

次是伊斯兰主义思想ꎬ 主要表现为不承认伊斯兰世界的现存国家ꎬ 以重建

“哈里发国家” 为伊斯兰解放党的核心目标ꎬ 并且细化了伊斯兰主义的 “伊斯

兰国家” 思想ꎻ 最后是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ꎬ 他强调伊斯兰与非伊斯兰矛盾

的不可调和性ꎬ 长期秉持 “圣战” 观念ꎬ 建立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 “圣战”
运动理论ꎬ 并且重视思想的 “圣战”ꎮ 纳布哈尼是现代伊斯兰世界少有的重视

思想传播的伊斯兰主义思想家ꎬ 他巧妙地将伊斯兰的概念术语与现代政治语

言结合ꎬ 广泛而有效地吸引受众ꎬ 对促使伊斯兰解放党发展成为全球性的伊

斯兰组织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但纳布哈尼的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及其行为的危害

不容忽视ꎬ 需加以防范与打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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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解放党又称 “伊扎布特”ꎬ 伊扎布特意译为 “解放党”ꎬ 在中文和

英文语境中ꎬ 学界又多根据其宗教政治组织的性质称其为 “伊斯兰解放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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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ｌａｍｉｃ 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ｙ)ꎬ 并已约定俗成ꎬ 因此本文取 “伊斯兰解放党” 的名

称ꎮ 伊斯兰解放党由巴勒斯坦伊斯兰学者塔基丁本易卜拉辛本穆斯

塔法本伊斯梅尔本优素福纳布哈尼 ( Ｔａｑｉｕｄｄｉｎ ｂｉｎ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ｂｉｎ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ｂｉｎ Ｉｓｍａｉｌ ｂｉｎ Ｙｕｓｕｆ ａｎ － Ｎａｂｈａｎｉꎬ 下文简称 “纳布哈尼”) 于 １９５２ 年

创立于耶路撒冷ꎮ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演变ꎬ 该组织在全球 ４０ 多个国家建立了

分支机构ꎬ 成为当代影响最大的跨国伊斯兰组织之一ꎮ
伊斯兰解放党作为跨国宗教政治组织ꎬ 其目标是推翻现有国家政权ꎬ

建立实施伊斯兰教法统治的 “哈里发国家”ꎬ 并逐步扩展直至实现伊斯兰世

界的统一ꎬ 最终建立具有世界帝国性质的哈里发国家ꎮ 伊斯兰解放党意识

形态的核心是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实施哈里发统治的伊斯兰国家ꎬ 同时坚持

反对一切非伊斯兰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ꎬ 反对犹太—以色列ꎬ 反对世俗国

家政权等政治主张ꎮ 在组织结构上ꎬ 伊扎布特具有等级分明、 垂直领导、
单线联系等特征ꎻ 在发展战略上ꎬ 伊扎布特的目标是通过建立政党、 社会

互动、 建立政权三个阶段实现建立哈里发国家的目标ꎮ① 伊斯兰解放党的发

展目标、 思想体系、 组织结构均为纳布哈尼确立ꎬ 足见纳布哈尼对伊斯兰解

放党的影响ꎮ
伊斯兰解放党的总部设在约旦的安曼ꎬ 全球新闻中心设在伦敦ꎮ 目前ꎬ

该组织在 ４０ 多个国家遭到取缔或者禁止ꎮ 尽管如此ꎬ 伊斯兰解放党在西方国

家尤其是英国、 澳大利亚ꎬ 以及阿拉伯世界和中亚一些国家仍然十分活跃ꎬ
其成员通常通过小型学习小组秘密集会ꎬ 在没有禁止或取缔该组织的国家中ꎬ
它还与媒体互动并组织集会和街头游行ꎮ ２０２１ 年 ５ 月 １６ 日ꎬ 伊斯兰解放党英

国支部成员走上伦敦和伯明翰街头游行示威ꎬ 抗议以色列军队空袭加沙ꎬ 呼

吁伊斯兰国家采取军事行动解救巴勒斯坦民众ꎮ 尽管遭受打压ꎬ 伊斯兰解放

党并未销声匿迹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ꎬ 伊斯兰解放党的多重性质导

致国际社会对该组织的性质定位模糊ꎬ 部分国家允许其存在和活动ꎬ 使伊斯

兰解放党能够维持其存在ꎬ 甚至在部分国家和地区不断发展壮大ꎻ 其二ꎬ 伊

斯兰解放党既在总体上拥有一套完整的意识形态体系ꎬ 又能够根据不同地区

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实现本土化发展ꎮ 以上两点原因在根源上都与该组织的意

４

① 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 «伊扎布特宗教极端主义的发展及其防范»ꎬ 载 «国际关系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５６ ~ ６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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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形态密切相关ꎬ 而该组织的思想体系主要是基于其创始人纳布哈尼的思想

主张形成的ꎮ
冷战结束后ꎬ 伊斯兰解放党通过中亚实现了向中国新疆的渗透ꎮ 伊斯兰

解放党等宗教极端组织的活动曾经一度导致新疆的宗教保守化ꎬ 为宗教极端

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意识形态来源和严密的组织形式ꎮ① 因此ꎬ 对伊斯兰解放党

创始人纳布哈尼的人生轨迹、 思想主张进行全面研究ꎬ 有助于深入了解伊斯

兰解放党的思想源起ꎬ 全面认识其意识形态的实质ꎬ 准确把握其极端主义性

质ꎬ 为防范伊斯兰解放党的渗透提供有益的政策参考ꎮ
目前国内关于伊斯兰解放党的研究主要聚焦伊斯兰解放党的宏观研究、

中亚地区伊斯兰解放党的发展、 伊斯兰解放党在中国新疆地区的渗透及防范②

三个方面ꎬ 尚无对伊斯兰解放党创始人纳布哈尼的专门研究ꎮ 国外的相关研

究包括伊斯兰解放党的历史发展、 组织结构、 意识形态、 人员招募、 地区组

织等领域的系统研究③ꎬ 甚至出版了一系列伊斯兰解放党领导人的原著 (见后

文的介绍)ꎬ 但尚缺乏对纳布哈尼思想的系统研究和评价ꎮ 因此ꎬ 深入研究纳

布哈尼的思想ꎬ 对深化对伊斯兰解放党的研究具有重要学术价值ꎮ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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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中民: «伊扎布特宗教极端主义的发展及其防范»ꎬ 第 ６７ ~ ７０ 页ꎮ
主要文献参见周华: «伊斯兰解放党探析»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ꎻ 刘中民: «伊扎

布特宗教极端主义的发展及其防范»ꎬ 载 «国际关系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６ 期ꎻ 贾国栋: «伊扎布特: 由中

东输入中亚的极端组织»ꎬ 载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２０１６ 年第 ２ 期ꎻ 钱雪梅: «试析政治伊斯兰对

中东北非剧变的解读———以伊扎布特为例»ꎬ 载 «国际政治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期ꎻ 苏畅: «伊斯兰解放

党与中亚安全»ꎬ 载 «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 ２００６ 年第 ２ 期ꎻ 王春燕: « “伊扎布特” 在新疆的危害及

对策»ꎬ 载 «喀什师范学院学报» 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ꎻ 张运德: «浅析 “伊扎布特” 在新疆渗透破坏活动

的本质»ꎬ 载 «新疆社会科学» ２００９ 年第 ２ 期ꎻ 艾尔肯沙木沙克、 阿布都米吉提阿不来提: «新疆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实证研究———基于喀什地区 “伊扎布特” 犯罪组织的调查分析»ꎬ 载 «黑龙江民族

丛刊» ２０１３ 年第 ４ 期ꎻ 朱红勤、 赵大伟: « “伊扎布特” 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ꎬ 载 «人民论

坛»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７ 期ꎻ 章立早、 王林: « “伊扎布特” 活动处置对策研究»ꎬ 载 «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

校学报» ２０１４ 年第 １ 期ꎮ
Ｓｅｅ Ｚｅｙｎｏ Ｂａｒａｎ ｅｄ ꎬ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Ｈｉｚｂ ｕｔ － Ｔａｈｒｉｒ: Ｄｅｃｉｐｈｅ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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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ｓｍａｎꎬ Ｈｉｚｂｕｔ Ｔａｈｒｉｒ Ｉｎｄｏｎｅｓｉａ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８ꎻ Ｅｌｉｓａ Ｏｒｏｆｉｎｏ: Ｈｉｚｂ ｕｔ －
Ｔａｈｒｉ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ｌｉｐｈａｔｅ: Ｗｈｙ ｔｈｅ Ｇｒｏｕｐ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Ａｐｐｅａｌｉｎｇ ｔｏ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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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纳布哈尼宗教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脉络

纳布哈尼 (１９０９—１９７７) 出生于巴勒斯坦海法的伊斯兰法学世家ꎬ 其父

是伊斯兰法学家ꎬ 曾教授伊斯兰教法ꎬ 并担任过奥斯曼帝国时期伊斯兰教法

庭法官ꎻ 其母是伊斯兰学者ꎬ 曾获伊斯兰学硕士学位ꎮ 纳布哈尼的外祖父优

素福纳布哈尼是奥斯曼帝国晚期逊尼派沙斐仪教法学派的知名学者、 诗人、
伊斯兰法官ꎬ 信奉苏非主义ꎮ 纳布哈尼早期的伊斯兰宗教观在很大程度上受

到其家庭背景的影响ꎬ 其政治意识受益于外祖父发起的支持奥斯曼哈里发的

政治运动ꎮ
１９２８ 年ꎬ 纳布哈尼赴埃及开罗的伊斯兰世界最高学府爱资哈尔大学求学ꎬ

并被当时爱资哈尔大学的附属科学学院达尔乌鲁姆录取ꎬ 与同时期的穆斯林

兄弟会代表人物哈桑班纳和赛义德库特卜成为校友ꎬ 且来往密切ꎮ① １９３２
年ꎬ 纳布哈尼顺利毕业并获得伊斯兰法学学位后返回巴勒斯坦海法ꎬ 成为一

名伊斯兰教法学教师ꎮ 当时ꎬ 教育的相关内容皆由西方殖民者规定ꎬ 司法领

域则完全实行伊斯兰法律ꎮ １９３８ 年ꎬ 出于对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深恶

痛绝ꎬ 纳布哈尼放弃教学工作转到巴勒斯坦伊斯兰法庭做法律助手ꎬ 先后被

派往海法等地的法院任职ꎮ 直至 １９４８ 年巴勒斯坦被占领前ꎬ 他一直在海法法

院担任要职ꎮ 在海法期间ꎬ 纳布哈尼加入由尼姆哈卜提②成立的伊斯兰社会

组织———集体组织 (Ｊａｍ’ｉｙｙａｔ ａｌ － Ｉ’ｔｉｓａｍ)ꎬ 为第一次中东战争中的巴勒斯坦

志愿者提供秘密军事训练ꎮ③ 由此ꎬ 纳布哈尼与阿拉伯民族复兴和伊斯兰复兴

运动结下不解之缘ꎮ

６

①

②

③

目前ꎬ 学者对于纳布哈尼是否曾经正式加入穆斯林兄弟会仍存在争议ꎬ 伊斯兰解放党官方对

此予以否认ꎮ 但有学者表示纳布哈尼与穆斯林兄弟会巴勒斯坦分支组织关系密切ꎬ 且多次参与其活动ꎮ
Ｓｅｅ Ｓｕｈａ Ｔａｊｉ － Ｆａｒｏｕｋｉꎬ Ａ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ｅｓｔ: Ｈｉｚｂ ａｌ － Ｔａｈｒｉ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ａｌｉｐｈａｔ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Ｇｒｅｙ Ｓｅａｌꎬ １９９６ꎻ Ｈｉｚｂ ｕｔ Ｔａｈｒｉｒꎬ “Ｆｏｕｎｄｅｒ ｏｆ Ｈｉｚｂ ｕｔ Ｔａｈｒｉｒ Ｓｈｅｉｋｈ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Ｔａｑｉｕｄｄｉｎ ａｎ －
Ｎａｂｈａｎｉ”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ｉｚｂ － ｕｔ － ｔａｈｒｉｒ ｉｎｆｏ / ｅｎ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ａｍｅｅｒ － ｗｅｂｐａｇｅ － ｏｎ － ｃｍｏ /
１９３０８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０９ －１３

尼姆哈卜提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Ｎｉｍｒ ａｌ － Ｋｈａｔｉｂ) 是 １９４７ 年至 １９４８ 年期间穆斯林兄弟会巴勒斯坦

分支的领导人和海法阿拉伯高级委员会主席ꎮ 他于 １９４１ 年创立了一个名为 “集体组织” (Ｊａｍ’ｉｙｙａｔ ａｌ － Ｉ'
ｔｉｓａｍ) 的伊斯兰社会组织ꎮ

Ｓｕｈａ Ｔａｊｉ － Ｆａｒｏｕｋｉꎬ Ａ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ｅｓｔ: Ｈｉｚｂ ａｌ － Ｔａｈｒｉ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ａｌｉｐｈａｔｅꎬ
ｐ ２



纳布哈尼的宗教政治思想评析　

１９４８ 年阿以战争爆发后ꎬ 纳布哈尼为躲避战火前往叙利亚ꎬ 后又被召回

耶路撒冷担任法官ꎬ 后前往约旦安曼的伊斯兰大学教书ꎮ 在耶路撒冷期间ꎬ
纳布哈尼与年轻一代的巴勒斯坦知识分子接触ꎬ 这些人后来都参加了阿拉伯

民族复兴运动ꎬ 纳布哈尼也因此受到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ꎮ １９５０ 年纳

布哈尼出版其最早的两部作品——— «拯救巴勒斯坦» (Ｔｈｅ Ｒｅｓｃｕｅ ｏｆ Ｐａｌｅｓｔｉｎｅ)
和 «致阿拉伯人的一封信» (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Ａｒａｂｓ)ꎬ 书中强调阿拉伯人遭受的种

种挫折ꎬ 阐释其主要原因是 “乌玛” (穆斯林共同体) 屈从于殖民列强ꎬ 呼

吁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ꎬ 统一阿拉伯世界ꎬ 追求解放巴勒斯坦的大业ꎮ 纳布

哈尼特别强调阿拉伯联合以伊斯兰为基础ꎬ 与阿拉伯民族主义完全不同ꎬ 并

谴责阿拉伯民族主义是西方殖民统治的阴谋ꎮ① 由此可见ꎬ 纳布哈尼的早期思

想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混合物ꎬ 后来转向反对阿拉伯民族主

义ꎬ 但仍强调以伊斯兰为基础实现阿拉伯世界的大团结ꎮ
１９５０ 年和 １９５１ 年ꎬ 纳布哈尼两次参与约旦议会选举均以失败告终ꎮ １９４８

年阿以战争后ꎬ 约旦国王侯赛因呼吁英、 美等西方国家支持ꎬ 令纳布哈尼深

感失望ꎬ 同时也对阿拉伯民族主义不抱希望ꎮ 此外ꎬ 伊斯兰主义组织穆斯林

兄弟会与约旦政府关系密切ꎬ 纳布哈尼对此也极为不满ꎮ １９４９ 年 ２ 月ꎬ 穆斯

林兄弟会创始人哈桑班纳遭暗杀身亡ꎬ 其领导层开始对组织进行重新定位ꎬ
逐渐脱离激进政治的道路ꎬ 主张融入现代西方政治制度中ꎮ 但纳布哈尼认为ꎬ
伊斯兰具有一套不可改变的政治原则和一个结构良好的机构ꎬ 在 “哈里发国

家” 没有正式建立以前ꎬ 不应该参与其他任何形式的政治体制ꎮ 库特卜则认

为ꎬ 按照教法规则参与或改革现有政治体制是可行的ꎮ② 纳布哈尼因此与穆斯

林兄弟会在思想上产生严重分歧ꎬ 并于 １９５２ 年与其决裂ꎮ
在与穆斯林兄弟会决裂后ꎬ 纳布哈尼企图建立一支先锋队ꎬ 并使之成为

政党ꎬ 开展有组织且富有成效的工作ꎬ 复兴正在衰落的伊斯兰世界ꎮ 经过一

段时间的游说ꎬ 纳布哈尼与达乌德哈姆丹 (Ｄａｕｄ Ｈａｍｄａｎ)、 加尼姆阿卜

杜 (Ｇｈａｎｉｍ Ａｂｄｕ)、 阿德尔纳布西 (Ａｄｉｌ Ａｌ Ｎａｂｕｌｓｉ)、 穆尼尔沙基尔

(Ｍｕｎｉｒ Ｓｈａｋｉｒ) 一起于 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成立伊斯兰解放党ꎮ 纳布哈尼建立伊斯兰

７

①

②

Ｅｍｍａｎｕｅｌ Ｋａｒａｇｉａｎｎｉｓꎬ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Ｈｉｚｂ ｕｔ － Ｔａｈｒｉｒ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３８ － ３９

Ｊａｍａｌ Ｓａｎｋａｒｉꎬ Ａｎ － Ｎａｂｈａｎｉ ａｎｄ Ｈｉｚｂ ｕｔ － Ｔａｈｒｉｒ － 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ｕｅ ａｎｄ ｈｉｓ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１９００ － １９９０ꎬ ＶＤＭ Ｖｅｒｌａｇ Ｄｒ Ｍüｌｌｅｒ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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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党的目的在于解放巴勒斯坦ꎬ 从哈希姆王朝手中解放约旦ꎬ 复兴当时正

在衰落的伊斯兰世界ꎬ 将穆斯林从 “不信教者” 的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ꎬ 在

伊斯兰世界建立一个 “哈里发国家”ꎮ 与此同时ꎬ 为与其他伊斯兰团体区分开

来ꎬ 纳布哈尼强调伊斯兰解放党是一个以伊斯兰为意识形态、 以政治为导向

的政党ꎬ 并非学术、 教育或慈善团体ꎮ
１９５２ 年 １１ 月ꎬ 伊斯兰解放党向约旦政府提交正式的建党申请ꎻ １９５３ 年 １

月在未收到回复时再次提交申请ꎬ 请求以类似穆斯林兄弟会的协会形式存在ꎮ
但由于伊斯兰解放党不支持约旦宪法中的王位继承制度以及约旦的世俗主义

政权ꎬ 纳布哈尼的建党申请于 １９５３ 年 ３ 月被约旦政府驳回ꎮ① 伊斯兰解放党

成立初期曾经尝试走议会道路ꎬ 其成员曾作为独立候选人参与约旦的议会选

举ꎬ 但均以失败告终ꎬ 从此该组织再没有参与过任何国家的选举ꎮ １９５５ 年ꎬ
纳布哈尼被约旦政府驱逐ꎬ 并逃亡至叙利亚ꎬ 随后纳布哈尼辗转叙利亚、 黎

巴嫩、 伊拉克等中东各国ꎬ 并亲自在伊拉克、 黎巴嫩、 叙利亚建立了伊斯兰

解放党的支部ꎮ 由于受到约旦政府的通缉ꎬ 此后纳布哈尼长期隐匿ꎮ １９７３ 年

纳布哈尼在伊拉克进行宣传活动期间被捕ꎬ 并受到严刑拷打ꎮ 最终ꎬ 纳布哈

尼于 １９７７ 年 １２ 月在黎巴嫩贝鲁特去世ꎮ②

纳布哈尼一生著作颇丰③ꎬ 为形成伊斯兰解放党的意识形态体系奠定了坚

实的理论基础ꎬ 对建立伊斯兰国家及其政府体系提出了完整的方案ꎮ 总体来

看ꎬ 纳布哈尼的思想体系是 ２０ 世纪伊斯兰政治思潮中的一种特殊形式ꎬ 具有

泛伊斯兰主义、 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多重内容ꎮ

二　 纳布哈尼宗教政治思想中的泛伊斯兰主义

泛伊斯兰主义 (Ｐａｎ －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是 １９ 世纪中后期伊斯兰世界兴起的一种

８

①

②

③

Ｊａｍａｌ Ｓａｎｋａｒｉꎬ Ａｎ － Ｎａｂｈａｎｉ ａｎｄ Ｈｉｚｂ ｕｔ － Ｔａｈｒｉｒ － 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ｕｅ ａｎｄ ｈｉｓ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 １９００ － １９９０ꎬ ＶＤＭ Ｖｅｒｌａｇ Ｄｒ Ｍüｌｌｅｒ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７４ － ７５

Ｈｉｚｂ ｕｔ Ｔａｈｒｉｒꎬ “Ｆｏｕｎｄｅｒ ｏｆ Ｈｉｚｂ ｕｔ Ｔａｈｒｉｒ Ｓｈｅｉｋｈ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Ｔａｑｉｕｄｄｉｎ ａｎ － Ｎａｂｈａｎｉ”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ｉｚｂ － ｕｔ － ｔａｈｒｉｒ ｉｎｆｏ / ｅｎ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 / ａｍｅｅｒ － ｗｅｂｐａｇｅ － ｏｎ － ｃｍｏ / １９３０８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２１ － ０９ － １３

其著作主要包括: «伊斯兰思想»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 «思考»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党的组织结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ｉｎｇ ｏｆ ａ Ｐａｒｔｙ)、 «伊斯兰解放党的概念»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Ｈｉｚｂ ｕｔ Ｔａｈｒｉｒ)、 «伊斯兰的经济制度»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Ｉｓｌａｍ)、 «伊斯兰的社会制度»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Ｉｓｌａｍ)、 «伊斯兰的统治制

度» (Ｔｈｅ Ｒｕｌ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Ｉｓｌａｍ)、 «伊斯兰国家»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哈里发» (Ｋｈｉｌａｆａｈ)、 «宪法

(哈里发国家)»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ｌｉｐｈａｔｅ Ｓｔａｔｅ)] 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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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政治思潮ꎬ 其核心主张是所有穆斯林属于一个伊斯兰共同体———乌玛

( “Ｕｍｍａ” 或 “Ｕｍｍａｈ”)①ꎬ 号召全球穆斯林团结起来ꎬ 建立一个超国家、 超

地域、 超民族的伊斯兰国家ꎮ 近代泛伊斯兰主义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重建

“乌玛” 实现全世界穆斯林的联合与统一ꎬ 抵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ꎬ 建立统

一的哈里发国家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ꎬ 泛伊斯兰主义进入新的阶段ꎬ 体现为

放弃重建哈里发国家ꎬ 注重加强穆斯林团结与合作的 “新泛伊斯兰主义”ꎮ
近代泛伊斯兰主义的代表人物哲马鲁丁阿富汗尼 ( Ｊａｍａｌ － ｕｌ Ｄ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 主张将伊斯兰教作为团结穆斯林的纽带ꎬ 其泛伊斯兰主义始终以呼

吁穆斯林民众抵抗和反对殖民主义为主要目标ꎮ 尽管纳布哈尼与阿富汗尼的

泛伊斯兰主义思想都与反对殖民主义有关ꎬ 但其思想的形成更多与其对巴勒

斯坦问题的关切有关ꎮ 在正式建立伊斯兰解放党之前ꎬ 纳布哈尼长期致力于反

殖民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工作ꎮ 一方面ꎬ 他不断抨击英、 法等殖民列强ꎬ 试图

使 “乌玛” 西方化ꎬ 并与穆斯林兄弟会巴勒斯坦分支的成员来往密切ꎬ 参与在

巴勒斯坦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活动ꎮ 在巴勒斯坦法院任职期间ꎬ 纳布哈尼结识

了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和宗教领袖阿明侯赛尼 (Ａｍｉｎ ａｌ － Ｈｕｓｓｅｉｎｉ)ꎬ 并与其

过往甚密ꎮ 另一方面ꎬ 他还不断宣传反犹太主义思想ꎮ②

１９４８ 年的阿以战争以及巴勒斯坦的沦陷对纳布哈尼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

响ꎮ 纳布哈尼的思想糅合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ꎬ 但其思想的根

本目标是泛伊斯兰主义ꎬ 并日益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失去信心ꎮ 他认为ꎬ 只有

以伊斯兰教为纽带实现阿拉伯大团结ꎬ 共同抵御殖民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ꎬ
才能最终完成解放巴勒斯坦的使命ꎮ

复兴 “乌玛” 是纳布哈尼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ꎮ “乌玛” 在伊斯兰

教中的基本内涵是基于信仰的穆斯林共同体ꎬ 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于 ７
世纪在麦地那创建了第一个乌玛ꎮ 穆罕默德主张的乌玛是超民族、 超地域、
超国家的穆斯林信仰共同体ꎬ 穆罕默德和四大哈里发时期的乌玛也成为穆斯

林共同体最理想的表现形式ꎬ 此后乌玛表现为历代哈里发建立的王朝或者帝

９

①

②

“乌玛” 一词是阿拉伯语音译ꎬ 本意是 “群体”ꎬ 是早期伊斯兰教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ꎬ 其基础

是伊斯兰教的共同信仰ꎬ 没有语言、 地域、 种族的限定ꎬ 凡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就是乌玛的一员ꎮ 详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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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 ~４４ 页ꎮ
Ｓｕｈａ Ｔａｊｉ － Ｆａｒｏｕｋｉꎬ Ａ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ｅｓｔ: Ｈｉｚｂ ａｌ － Ｔａｈｒｉ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ａｌｉｐｈａｔｅꎬ

ｐｐ ２ －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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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等不同形式ꎬ 直至 １９２４ 年哈里发制度被正式废除ꎮ 近代泛伊斯兰主义的核

心理念就是通过重建 “乌玛” 来实现穆斯林各民族的联合统一ꎬ 其所追求的

理想原型是穆罕默德和四大哈里发时期的穆斯林共同体ꎮ 纳布哈尼特别强调

“乌玛” 认同的重要性ꎬ 具体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ꎮ
第一ꎬ 倡导阿拉伯大团结ꎬ 但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ꎮ 纳布哈尼在其首部

作品中将拯救巴勒斯坦的希望寄托于复兴 “乌玛”ꎬ 并为伊斯兰复兴制定了蓝

图ꎬ 提议建立阿拉伯联合国家ꎮ 但是ꎬ 纳布哈尼同时也强调他所倡导的阿拉

伯大团结的基础是伊斯兰教ꎬ 与阿拉伯民族主义完全不同ꎬ 并谴责阿拉伯民

族主义是西方殖民主义的阴谋ꎬ 其目的在于对伊斯兰世界实现思想殖民ꎬ “西
化” 整个伊斯兰世界ꎮ

纳布哈尼与阿富汗尼在对待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的关系问题上存在差异ꎮ
阿富汗尼对待两者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ꎬ 他从最初完全不接受民族

主义的观念ꎬ 到后来逐渐认识到民族主义在反对殖民统治和君主专治统治方

面的作用ꎬ 最后承认泛伊斯兰主义和民族主义二者都具有对抗敌人的能力ꎮ①

与阿富汗尼不同ꎬ 纳布哈尼始终坚持以伊斯兰为基础的宗教认同ꎬ 反对民族

主义ꎮ 首先ꎬ 纳布哈尼认为ꎬ 民族主义以民族情感和爱国情绪为纽带在本质

上是不牢固的ꎬ 民族情感和爱国情绪只有在保卫国家免受外敌侵略时才能够

起效ꎬ 这只是生存本能的表现ꎬ 并不是能够维护社会秩序持续稳定的意识形

态ꎮ 而伊斯兰教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一样ꎬ 都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ꎬ 且伊

斯兰教更具理性ꎬ «古兰经» 和圣训就是其理性的证据ꎮ② 其次ꎬ 纳布哈尼认

为ꎬ 民族主义是西方殖民主义用来西化穆斯林信仰的工具ꎬ 民族主义使穆斯

林从乌玛认同转向民族认同ꎬ 背离了伊斯兰教的基本原则ꎬ 使穆斯林无意识

地落入西方文明的控制之下ꎮ
第二ꎬ 提倡以 “乌玛” 为标准的政治认同ꎬ 不承认任何地理边界以及语

言和种族认同ꎮ 泛伊斯兰主义的政治目标是重建超国家、 超地域、 超民族的

信仰共同体——— “乌玛”ꎮ 在政治实践方面ꎬ 泛伊斯兰主义强调各国的穆斯林

(阿拉伯人、 土耳其人、 波斯人、 印度人、 埃及人等) 不分宗派、 不分种族ꎬ
团结在伊斯兰的旗帜之下ꎬ 超越民族主义、 地区主义ꎬ 建立一个全球范围内

０１

①
②

刘中民著: «中东政治专题研究»ꎬ 时事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１７７ ~ １７８ 页ꎮ
Ｓｕｈａ Ｔａｊｉ － Ｆａｒｏｕｋｉꎬ Ａ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ｅｓｔ: Ｈｉｚｂ ａｌ － Ｔａｈｒｉ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ａｌｉｐｈａｔｅꎬ

ｐｐ ３９ － ４１



纳布哈尼的宗教政治思想评析　

的伊斯兰国家ꎮ 民族、 地域、 语言等都不是其建立国家的标准ꎬ 伊斯兰信仰

才是建立国家的依据ꎮ 纳布哈尼始终忠于伊斯兰教的 “乌玛”ꎮ １９５０ 年ꎬ 纳

布哈尼曾给设在埃及亚历山大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写了一封长信ꎬ 后来命名为

«致阿拉伯人的一封信» (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Ａｒａｂｓ)ꎬ 呼吁阿拉伯国家联盟基于伊斯兰教

实现 “乌玛” 的复兴ꎬ 但没有得到回应ꎮ① 此后ꎬ 纳布哈尼开始不断阐述自己

的思想ꎬ 主张通过复兴乌玛来恢复伊斯兰世界昔日的辉煌ꎮ 为此ꎬ 他走遍巴勒

斯坦各地进行游说ꎬ 召开研讨会ꎬ 在清真寺宣讲ꎮ 纳布哈尼认为ꎬ 乌玛的唯一

合法形式就是哈里发制度ꎮ 他认为ꎬ １９２４ 年哈里发制度的废除彻底结束了伊斯

兰的乌玛ꎬ 以民族认同为基础建立民族国家ꎬ 使伊斯兰陷入了空前的灾难ꎮ
在政治实践方面ꎬ 纳布哈尼号召重建 “哈里发国家”ꎬ 通过实行哈里发制

度复兴 “乌玛”ꎮ 他认为ꎬ “哈里发国家” 应以 ７ 世纪先知穆罕默德及其四位

继承者统治下的伊斯兰国家为标准ꎬ 它是政教合一的政治实体ꎬ 把伊斯兰教

法作为权威法典执行ꎬ 规范政治、 经济、 社会等所有方面ꎮ 与此同时ꎬ 纳布

哈尼将世界分为两部分ꎬ 即伊斯兰世界和非伊斯兰世界ꎬ 不承认西方以民族、
地域为标准划分的世界版图ꎬ “哈里发国家” 建立后的任务是通过宣教 (Ｄａ’
ｗａｈ) 和 “圣战” 的方式向非伊斯兰世界传播伊斯兰教ꎬ 帮助全世界的穆斯

林重新生活在伊斯兰教的指导下ꎮ②

总体而言ꎬ 纳布哈尼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既根源于他对伊斯兰社会危机

的认识ꎬ 也源于他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深恶痛绝与反抗ꎬ 这也构成了其早期思

想的核心ꎮ 他反对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ꎬ 强调 “乌玛” 认同在反抗殖民侵略

中的重要性ꎬ 提倡阿拉伯国家团结起来ꎬ 构建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联合国家

共同对抗西方侵略ꎮ 但是ꎬ 第一次中东战争后阿拉伯国家对西方国家和以色

列的妥协ꎬ 使纳布哈尼感到失望ꎬ 他主张只有建立真正的 “哈里发国家” 才

能拯救伊斯兰世界ꎬ 其泛伊斯兰主义思想进一步深化ꎮ
综上所述ꎬ 纳布哈尼把泛伊斯兰主义作为反对殖民主义、 实现伊斯兰复

兴的出路所在ꎬ 并寄望于重建乌玛ꎬ 但其思想不仅存在模糊不清、 语焉不详

的缺陷ꎬ 而且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他对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 泛伊斯兰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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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的认识存在着逻辑上的矛盾ꎬ 并突出表现在: 他一方面强调阿拉伯民族

团结的重要性ꎬ 另一方面又否定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作用ꎬ 而简单地把阿拉伯

民族的团结寄望于伊斯兰教和泛伊斯兰主义ꎮ 这既不符合当时阿拉伯民族主

义对推动阿拉伯团结和统一发挥重要作用的事实ꎬ 也对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
阿拉伯民族国家及其联盟与哈里发国家关系的认识存在逻辑上的混乱ꎮ 因为

伊斯兰统一的范围远远大于阿拉伯统一ꎬ 实现阿拉伯统一是伊斯兰统一的必

经阶段ꎬ 但阿拉伯统一距离伊斯兰统一仍相去甚远ꎮ 阿拉伯统一和伊斯兰统

一的关系ꎬ 也恰如叙利亚的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家萨提胡斯里 (Ｓａｔｉ’
ａｌ － Ｈｕｓｒｉ) 所言: “穆斯林统一理想固然比阿拉伯统一更加包容、 广泛ꎬ 但是

不推动阿拉伯统一就不可能推动穆斯林统一ꎮ”① 当然ꎬ 纳布哈尼否认阿拉伯

民族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民族主义的世俗本质ꎬ 他所坚持的泛伊斯兰主义与

民族主义、 世俗主义存在尖锐矛盾ꎮ

三　 纳布哈尼宗教政治思想中的伊斯兰主义

伊斯兰主义 (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ꎬ 西方学界又称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或政治伊斯兰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ꎬ 是当代伊斯兰政治思潮的

重要组成部分ꎮ 伊斯兰主义主张在政治上建立符合伊斯兰教法统治的 “伊斯

兰国家”、 伊斯兰社会、 伊斯兰秩序ꎻ 经济上实行公平正义、 反对西方经济制

度ꎻ 法律上实行伊斯兰教法ꎬ 反对受西方影响的律法制度ꎻ 社会文化上反对

西方化、 世俗化的意识形态等ꎬ 总之就是实现社会生活的全面伊斯兰化ꎮ②

实现社会的全面伊斯兰化也是纳布哈尼长期追求的目标ꎮ 他认为ꎬ 伊斯

兰世界衰落的根源在于伊斯兰社会的 “去伊斯兰化”ꎬ 西方文明入侵导致伊斯

兰社会精神、 宗教操守的沦丧ꎬ 而伊斯兰世界复兴的唯一方法就是使穆斯林

回归伊斯兰ꎬ 实施伊斯兰教法和伊斯兰制度ꎬ 只有实现全面的伊斯兰化ꎬ 伊

斯兰世界才能走出困境ꎮ③

埃及穆斯林兄弟会、 巴基斯坦伊斯兰促进会都是现代伊斯兰组织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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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ꎬ 纳布哈尼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习期间与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哈

桑班纳、 赛义德库特卜接触频繁ꎮ 尽管伊斯兰解放党官方否认纳布哈尼

曾经正式加入穆斯林兄弟会ꎬ 但不可否认的是ꎬ 纳布哈尼的思想体系与穆斯

林兄弟会的理论体系十分接近ꎬ 都主张反抗西方强加的 “民族国家”ꎬ 倡导建

立统一的伊斯兰国家ꎬ 实现全面伊斯兰化ꎮ
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主义组织企图采取渐进的方式ꎬ 通过参与政权、

执行 «古兰经» 和圣训的原则ꎬ 在现存政权的基础上构建伊斯兰国家ꎬ 使全

社会接受伊斯兰教ꎬ 从而逐步实现全面的伊斯兰化ꎮ 而纳布哈尼则不赞成这

种自上而下的渐进式变革ꎬ 他认为现存的政权都不具备 “合法性”ꎬ 它们违背

了真主的旨意ꎬ 推翻他们是合法的ꎮ 因此ꎬ 纳布哈尼主张采取更为激进和直

接的变革ꎬ 推翻阿拉伯国家政权ꎬ 重建 “哈里发国家”ꎮ①

伊斯兰主义理论家想要建立的伊斯兰国家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在政治认

同方面ꎬ 对政治共同体的认同是超越种族、 民族和地域的信仰共同体———乌

玛ꎬ 而非现代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认同ꎻ 在国家主权上ꎬ 伊斯兰主义强烈反

对世俗主义的国家主权论ꎬ 主张建立以真主主权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ꎻ 在政

教关系上ꎬ 反对世俗化的政教分离ꎬ 主张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ꎻ 在民主问

题上ꎬ 伊斯兰主义既反对专制独裁又反对西方式民主ꎬ 主张以 “舒拉” (协
商) 原则建立伊斯兰民主ꎮ②

纳布哈尼认为ꎬ 重建伊斯兰国家和伊斯兰秩序是拯救伊斯兰世界的唯一方

法ꎮ 相对于哈桑班纳、 毛杜迪等伊斯兰主义理论家ꎬ 纳布哈尼进一步细化了

重建伊斯兰国家的理论ꎬ 他以 ７ 世纪先知穆罕默德及其继任者创建的 “哈里发

国家” 为标准ꎬ 进一步将伊斯兰主义从思想宣传、 争取政权推进到了如何建立

和建设伊斯兰国家的新阶段ꎮ 纳布哈尼的哈里发国家理论主要包含三方面:
第一ꎬ 明晰哈里发制度的基本原则ꎮ 重建哈里发国家要严格遵循四项基

本原则: 一是主权归真主所有ꎻ 二是哈里发代表真主治理乌玛ꎻ 三是哈里发

国家里只能有一位哈里发ꎻ 四是只有哈里发有权立法、 采纳和执行法律ꎮ③ 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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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哈尼关于哈里发制度的基本原则主要基于伊斯兰政治哲学和伊斯兰教法法

则ꎬ 与伊斯兰主义理论家一脉相承ꎬ 都强调真主主权论、 先知权威论、 代行

主权论和政治协商论ꎮ
第二ꎬ 分三个阶段重建 “哈里发国家”ꎮ 如何重建 “伊斯兰国家” 一直

是伊斯兰主义者讨论的重点之一ꎬ 在方式方法上ꎬ 哈桑班纳和库特卜都主

张做宣教和 “圣战” 两手准备ꎬ 班纳强调以宣教为主ꎬ 库特卜则强调暴力斗

争的重要性ꎬ 主张不仅要通过宣教去教育人们正确认识伊斯兰教及其使命ꎬ
还要 “用宝剑进行圣战”ꎬ 去推翻 “人治”ꎮ 库特卜的 “圣战” 思想后来被伊

斯兰主义的极端派奉为经典ꎬ 从其论著中吸取大量观点并进一步推向极端ꎮ①

纳布哈尼赞同哈桑班纳 “宣教在先ꎬ 圣战在后” 思想ꎬ 其重建 “哈里发国

家” 的手段方式模仿了先知穆罕默德取得政权的道路ꎬ 即分三个阶段重建

“哈里发国家”ꎬ 主要是通过宣教和 “圣战” 两种方式向全世界传播伊斯兰ꎮ
纳布哈尼提出ꎬ 要拯救伊斯兰世界ꎬ 就必须将穆斯林从不信教者的思想与制

度中解救出来ꎬ 分三个阶段重建 “哈里发国家”ꎮ
其一是教化阶段ꎬ 即培养拥护伊斯兰解放党的成员ꎬ 建立核心领导层ꎬ 以便

建立一个能够长期彻底贯彻其思想体系的组织ꎮ 纳布哈尼认为ꎬ 只有建立一支先

锋队即政党ꎬ 才能影响社会ꎬ 从而为实现社会的全面伊斯兰化而努力ꎮ 因此ꎬ 第

一阶段的主要工作着眼于建设组织的主体、 重点培养组织内的个人ꎬ 目的是发展

和巩固组织核心力量ꎬ 建立起一支以伊斯兰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政党ꎮ 在伊斯兰解

放党成立后三年ꎬ 纳布哈尼宣布该党完成第一阶段的工作进入第二阶段ꎮ②

其二是互动阶段ꎬ 把伊斯兰解放党的思想扩展到更广泛的穆斯林群体中

去ꎬ 以鼓励其为实现全面伊斯兰化工作ꎬ 把 “宣教” 视为己任ꎬ 致力于实现

生活、 国家和社会的伊斯兰化ꎮ③ 在人员方面ꎬ 这一阶段伊斯兰解放党并不进

行大范围、 撒网式宣传ꎬ 而是重点吸纳政治和社会精英ꎬ 主要争取三类人群:
一是政府、 军队和警察部门人员ꎻ 二是高校教师和学生ꎻ 三是受过良好教育的

中产阶级专业人士ꎮ④ 在内容方面ꎬ 纳布哈尼重视思想宣传ꎬ 主张伊斯兰解放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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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重点是思想煽动和意识形态输出ꎬ 他强调通过讨论和思辨再生思想、 情

感是实现变革的唯一方式ꎬ 暴力并不能改变人们的思想ꎮ① 因此ꎬ 伊斯兰解放党

从三个层面进行工作: 加强宗教信仰ꎻ 抨击和谴责以色列、 西方和沦为 “异教

徒” 的穆斯林统治者ꎻ 支持在世界各地组织会议、 游行和政治示威ꎬ 以传播伊

斯兰解放党的意识形态并招募支持者加入其行列ꎮ② 在这一阶段ꎬ 伊斯兰解放党

始终宣称是 “非暴力” 的伊斯兰组织ꎬ 主张通过 “非暴力” 的政治行动重建

“哈里发国家”ꎬ 但这并不代表伊斯兰解放党不支持采取暴力 “圣战” 的方式ꎮ
其三是夺权阶段ꎬ 即创建一个全面推行伊斯兰教法的国家ꎬ 向全世界弘

扬伊斯兰教ꎮ 在这一阶段ꎬ “哈里发” 掌握政权ꎬ 全面实现伊斯兰教法的统

治ꎬ 并且通过 “圣战” 的方式将统治扩展到全世界ꎮ 纳布哈尼认为 “圣战”
是为提升真主话语权和传播伊斯兰教而进行的斗争ꎬ 这是 «古兰经» 和圣训

确立的责任ꎬ 是向世界传播伊斯兰的必经之路ꎻ “圣战” 是一个积极的概念ꎬ
不是以单纯暴力的方式弘扬伊斯兰教ꎮ③ 在他看来ꎬ “圣战” 不是建立 “哈里

发国家” 的方法ꎬ 而是 “哈里发国家” 建立后根据伊斯兰教法而执行的规则ꎮ
也就是说ꎬ “圣战” 只有在 “哈里发国家” 建立后才能进行ꎬ “哈里发国家”
可以对潜在交战国和交战国发起 “圣战”ꎬ 通过 “圣战” 征服整个世界ꎮ④

纳布哈尼 “三步走” 战略的核心是重建 “哈里发国家” 并最终使全世界皈依

伊斯兰教ꎬ 旨在使伊斯兰解放党成员忠诚组织并坚信自己的工作是宗教义务ꎬ 是

为了重建 “哈里发国家”ꎬ 他们为了实现这一神圣目标的任何努力都会获得奖励ꎮ
伊斯兰解放党始终以推翻现政权、 重建 “哈里发国家” 为根本目标ꎬ 这与穆斯林

兄弟会和伊斯兰促进会逐渐从 “推翻” 政权转变为 “参与” 政权有鲜明的区别ꎮ
第三ꎬ 制定未来 “哈里发国家” 的蓝图ꎮ 相对于其他伊斯兰主义学者ꎬ

纳布哈尼关于 “哈里发国家” 的清晰蓝图ꎬ 具有很强的超前性ꎬ 他起草的未

来 “哈里发国家” 宪法草案包含了统治体系、 社会体系、 经济体系、 教育体

系、 外交体系等方面ꎬ 共计 １９０ 项内容ꎮ 总体上看ꎬ 它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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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是 “哈里发国家” 的结构ꎮ “哈里发国家” 的政治结构由九部分构

成: 哈里发、 代表助理、 行政助理、 圣战埃米尔、 瓦利斯 (省长)、 司法机构、
行政机构、 乌玛会议和军队ꎮ 根据纳布哈尼的说法ꎬ 这些内容都是照搬先知穆

罕默德早期建立的 “哈里发国家” 的结构ꎮ 对于政党ꎬ 伊斯兰解放党允许政党

存在ꎬ 但政党的意识形态必须建立在伊斯兰教义之上ꎻ 政党与国家明确分开ꎬ
政党的目的是建立制衡机制和对社会负责ꎬ 与国家保持磋商关系ꎮ①

其二是 “哈里发国家” 的经济ꎮ 伊斯兰解放党从伊斯兰的角度看待经济

问题ꎬ 认为经济是资本和服务在全体人民中的分配问题ꎬ 即财富的分配ꎬ 而

不是财富的生产ꎮ 纳布哈尼将财产分为个人所有、 公共所有和国家所有ꎻ 个

人可以通过投资获取个人财产ꎬ 但是禁止采取资本持股公司的方式ꎻ 公用事

业、 公共交通、 医疗保健、 石油等能源资源和未开发的农田则为国家所有ꎮ
“哈里发国家” 的货币采取 “金本位制”ꎬ 使用黄金和白银作为货币ꎬ 黄金和

白银作为货币可以解决与货币有关的经济问题和世界上普遍存在的高通货膨

胀率ꎬ 这是为发展国际贸易提供稳定货币的唯一途径ꎮ 只有以黄金和白银为

标准ꎬ 才能摆脱美国对国际贸易、 国际金融以及世界经济的控制ꎮ 通过恢复

黄金为基础货币ꎬ 美元将失去其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ꎮ②

其三是 “哈里发国家” 的外交ꎮ 伊斯兰解放党将世界分为 “伊斯兰之

地” 和 “异教徒 (Ｋｕｆｒ) 之地”ꎬ 没有实施伊斯兰教法的国家皆为 “异教徒

之地”ꎮ 在 “伊斯兰之地”ꎬ “哈里发国家” 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应以伊斯兰

教法为基础ꎬ 伊斯兰世界的所有国家都应被视为一个单元ꎬ 彼此之间是一

个共同的乌玛ꎬ 所以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外交关系ꎬ 而是国内关系

的一部分ꎬ 因此它们之间不建立任何外交关系、 不缔结任何条约ꎮ 在 “异
教徒之地”ꎬ “哈里发国家” 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属于外交关系ꎬ 这类国家分

为和平交往国、 潜在交战国、 交战国三类ꎮ 与和平交往国可以根据穆斯林

和 “哈里发国家” 利益ꎬ 在商业、 贸易、 科学、 农业以及伊斯兰教允许的

事项上缔结条约ꎻ 潜在交战国包括美国、 英国、 法国等窥伺穆斯林土地的

国家ꎬ “哈里发国家” 不与其缔结条约ꎬ 不建立外交关系ꎬ 也不参与其主导

的联合国、 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ꎬ 因为这些组织与伊斯兰教法相抵触ꎻ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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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即以色列ꎬ 与交战国签署停火协议只能是暂时的ꎬ 不能无期限的执行ꎬ
只有彻底消灭它ꎬ 让穆斯林脱离其统治才是当务之急ꎮ①

其四是 “哈里发国家” 的妇女和教育ꎮ 伊斯兰解放党从建党伊始就欢迎

妇女加入ꎬ 其成员有 １０％是女性ꎮ 在纳布哈尼拟定的宪法草案中ꎬ 妇女享有

与男子同等的权利与义务ꎬ 有权从事贸易、 农业和工业ꎻ 参与合同和交易ꎬ
拥有所有形式的财产ꎬ 由她自己 (或他人) 管理她的资金ꎬ 并独自处理生活

中的一切事务ꎮ 但是ꎬ 宪法草案同时规定妇女不能担任哈里发、 埃米尔等要

职ꎬ 妇女的角色是母亲和家庭主妇ꎬ 这是妇女的 “荣耀”ꎮ 在教育方面ꎬ 教育

的目的是培养伊斯兰人格ꎬ 并在生活中向人们传授知识和技能ꎬ 因此在教育

的所有阶段都以教授伊斯兰文化为主ꎮ②

“哈里发国家” 论确立了伊斯兰解放党的根本目标和未来蓝图ꎬ 但在本质

上是脱离现实的乌托邦ꎮ 约旦伊斯兰哲学家法赫米贾达尼 (Ｆａｈｍｉ Ｊａｄａａｎｅ)
认为ꎬ 纳布哈尼是现代伊斯兰主义思想史上第一个为伊斯兰国家及其政府体

系设计出完整方案的理论家ꎮ③ 纳布哈尼用大量篇幅对未来 “哈里发国家”
及其政治制度、 社会结构等进行描述ꎬ 超越了伊斯兰主义者对一般性原则的

倡导ꎬ 制定了更为详尽的哈里发宪法ꎬ 目的就在于构建伊斯兰政体作为西方

模式的替代品ꎮ 面对伊斯兰世界的现状ꎬ 哈桑班纳等伊斯兰主义者认为ꎬ
建立伊斯兰国家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ꎬ 而纳布哈尼则试图打破这种现

状ꎬ 呼吁通过建立替代性的政治秩序颠覆现存的政权ꎬ 实现建立 “哈里发国

家” 的根本性变革ꎮ 但是ꎬ 纳布哈尼的设想还是宣称只要全面实施伊斯兰教

法ꎬ 重建 “哈里发国家”ꎬ 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ꎬ 对于更具体的政治、 经济和

社会问题缺乏具体的纲领ꎮ 因此ꎬ 纳布哈尼对未来 “哈里发国家” 的愿景尽

管比其他伊斯兰主义思想家更加完整ꎬ 但也更具虚无缥缈的乌托邦色彩ꎮ

四　 纳布哈尼宗教政治思想中的伊斯兰极端主义

伊斯兰极端主义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ｍ) 是伊斯兰主义中的激进和极端派别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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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伊斯兰主义历来就有温和派和极端派之分ꎬ 温和派主张采取和平斗争的

方式实现政治目标ꎬ 而极端派则主张采取和平与暴力相结合的方式实现目标ꎬ
甚至滑向恐怖主义ꎮ①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本质是背离伊斯兰教的和平本质ꎬ 通

过扭曲伊斯兰教义尤其是 “圣战” 观念为暴力行动提供意识形态支持ꎮ
目前ꎬ 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概念尽管还存在争议ꎬ 但总体来说ꎬ 它具有

四个方面的典型特征: 一是明显的政治性ꎮ 伊斯兰极端主义绝不是宗教ꎬ 它

在本质上具有反宗教的特征ꎬ 完全背离伊斯兰教的和平与中正精神ꎬ 它是打

着伊斯兰教旗号的极端政治思想、 政治组织和实践运动ꎮ 二是残酷的暴力性ꎮ
伊斯兰极端主义是当代伊斯兰主义中持激进或极端主张的思想观点、 政治与

社会主张的总称ꎬ 背离宗教的和平本质ꎬ 以宗教名义进行暴力恐怖活动ꎬ 构

成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本质特征ꎮ② 三是强烈的排他性ꎮ 宗教极端主义的排他

性则是绝对的ꎬ 对一切不符合其主张的事物都绝对地加以排斥ꎬ 并采取一切

手段予以摧毁或消灭ꎮ 伊斯兰极端主义不仅排斥所谓非伊斯兰的文化、 社会

制度ꎬ 而且把不同意其极端主张的穆斯林也视为 “叛教者” 并无情杀戮ꎬ 这

种非此即彼、 排斥异己的思想和做法完全背离了伊斯兰教的中道精神ꎮ 四是

极强的欺骗性ꎮ 伊斯兰极端主义为进行社会动员ꎬ 争取宗教信众的支持ꎬ 往

往以净化信仰、 正本清源和复兴伊斯兰教为名进行欺骗性宣传ꎬ 使不明是非

的宗教群众成为实现其政治目的的工具和牺牲品ꎮ 以此来审视纳布哈尼的思

想ꎬ 其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ꎮ
(一) 两分世界论

在纳布哈尼看来ꎬ 两分世界是指世界上的任何一片土地ꎬ 要么是 “伊斯

兰之地”ꎬ 要么是 “战争之地”ꎬ 成为伊斯兰之地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

实行伊斯兰教法统治ꎬ 二是这片土地上的穆斯林是安全的ꎬ 否则都属于 “战
争之地”ꎮ 西方的穆斯林处于危险之中ꎬ 亦即处于 “战争之地”ꎮ③ 两分世界

论是纳布哈尼以 “乌玛” 认同为基础对世界秩序的认知ꎮ 他认为ꎬ 世界不应

以民族、 语言、 地域为界限ꎬ 而应以伊斯兰信仰为标准进行划分ꎮ 两分世界

论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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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ꎬ 伊斯兰文明与非伊斯兰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之间的矛盾具有不可

调和性ꎮ 其一ꎬ 纳布哈尼认为ꎬ 从文明本质的角度看ꎬ 以西方文明为代表的

非伊斯兰文明建立在宗教与政治分离的原则上ꎬ 否认了宗教在国家生活中的

作用ꎬ 将利益作为文明和秩序的基础ꎮ 而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ꎬ
以对真主的信仰为基础ꎮ 真主构建了人类、 生命和宇宙体系ꎬ 他派遣先知穆

罕默德传达伊斯兰教义ꎬ 而伊斯兰教义是伊斯兰文明的基础ꎮ 伊斯兰文明的

世俗生活基于伊斯兰教义的哲学ꎬ 将物质与精神结合在一起ꎻ 穆斯林按照真

主的指示行动ꎬ 最终目的是履行真主的意志而不是利益ꎮ① 其二ꎬ 纳布哈尼从

哲学的视角批判了西方的世俗主义ꎮ 他认为世俗主义的基础是宗教与政治、
立法的分离ꎮ 伊斯兰教是一种综合的世界观和政治意识形态ꎬ 宗教、 政治权

力、 律法不仅是伊斯兰教的固有元素ꎬ 也是相互交织、 不可分割的整体ꎮ 因

此ꎬ 将宗教与政治分离是对伊斯兰教的亵渎ꎮ 纳布哈尼的反世俗主义在本质

上是对唯物主义的批判ꎮ 他认为ꎬ 唯物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否定了真主的存

在以及真主与人类的关系ꎬ 它使人类的权力观念发生逆转ꎬ 强调人的权力大

于真主的权力ꎬ 把人类的视线转移到个人能力上ꎬ 使人类从崇拜真主转变为

崇拜个人ꎬ 这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倒退ꎮ②

总之ꎬ 在纳布哈尼看来ꎬ 利益至上和世俗主义构成了以西方文明为代表

的非西方文明的本质ꎬ 与伊斯兰文明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ꎮ 这也成为纳

布哈尼反对西方化、 反对世俗化的根本原因ꎮ 他认为ꎬ 西方对伊斯兰世界进

行意识形态渗透的目的就是彻底摧毁伊斯兰文明ꎬ 征服伊斯兰世界ꎮ 而意识

形态上的征服比军事征服更具危险性ꎬ 一旦穆斯林接受西方的政治、 经济、
社会和文化制度ꎬ 就会实现西方对穆斯林的永久征服ꎬ 因此人们首先要拒绝

西方的意识形态进入伊斯兰世界ꎮ③

第二ꎬ 现存所有伊斯兰政权都不具备合法性ꎮ 从伊斯兰文明与非伊斯兰

文明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出发ꎬ 纳布哈尼认为没有严格按照 «古兰经» 和圣训

建立的制度和国家都是异端政权ꎬ 都不具备 “合法性”ꎬ 这里所指的 “法”
是伊斯兰教法ꎮ 纳布哈尼甚至认为穆斯林兄弟会组建政党参与议会选举的做

法也不符合伊斯兰教法ꎮ １９５２ 年穆斯林兄弟会领导层决定把该组织改组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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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ꎬ 提出其任务是重新解释 «古兰经»ꎬ 使其恢复本来的面目ꎬ 符合时代精

神ꎮ① 穆斯林兄弟会一方面主张全面实施伊斯兰教法ꎬ 推行伊斯兰秩序ꎬ 清除

现行的非伊斯兰秩序ꎻ 另一方面主张为适应新的时代特征参与议会选举ꎬ 认

为埃及的议会制度符合伊斯兰的 “舒拉” (协商) 原则ꎮ 但是ꎬ 纳布哈尼认

为ꎬ 伊斯兰的教法规则是永恒不变的ꎬ 应该改革社会去适应教法规则ꎬ 而不

是尝试改革伊斯兰教法规则去适应社会ꎬ 所以用现代的观点去解释伊斯兰教

法规则的做法都是将伊斯兰西方化的尝试ꎬ 现存的穆斯林统治者都不具备

“合法性”ꎬ 他们违背安拉的旨意并与异教徒为伍ꎮ② 这也是伊斯兰解放党与

穆斯林兄弟会等主流伊斯兰主义组织的主要分歧ꎮ
总之ꎬ 二分世界论强调伊斯兰文明与非伊斯兰文明矛盾的不可调和性ꎬ

尽管体现了纳布哈尼基于哲学的逻辑思辨能力ꎬ 但在本质上是排斥其他文明

的二元对立思维ꎬ 并从 “伊斯兰之地” 和 “异教徒之地” 的对立来理解国际

关系ꎬ 都为伊斯兰极端主义提供了思想来源ꎮ
(二) 两种 “圣战” 论

尽管伊斯兰解放党长期宣称以 “非暴力” 方式实现其政治目标ꎬ 但纳布

哈尼和伊斯兰解放党始终秉持 “圣战” 理念ꎬ 并提出和平与暴力 “两步走”
的 “圣战” 理论ꎮ 早在 １９５３ 年ꎬ 纳布哈尼就对 “圣战” 理念有所探讨ꎬ 主张

通过宣教和 “圣战” 的方式向世界传播伊斯兰ꎮ 纳布哈尼的 “圣战” 思想与

“哈里发国家” 理论密切联系在一起ꎮ 他认为ꎬ 在 “哈里发国家” 建立前ꎬ
应开展和平 “圣战”ꎻ 在 “哈里发国家” 建立后ꎬ 应开展暴力 “圣战”ꎮ

第一ꎬ 在关于和平 “圣战” 方面ꎬ 纳布哈尼主张在 “哈里发国家” 建立

前开展和平 “圣战”ꎬ 即通过宣传、 规劝、 改宗等非暴力方式弘扬伊斯兰教ꎬ
传播伊斯兰信息ꎬ 他将这种方式称为 “思想战”ꎮ 他提出ꎬ 将穆斯林从衰落中

拯救出来必须从思想领域开始ꎬ 即 “思想的提升”ꎮ③ 他不赞成先夺取政权再

促使全社会接受伊斯兰教ꎬ 而是希望首先通过劝导使全社会接受伊斯兰教ꎬ
从而自然而然地实现政权更迭ꎮ 因此ꎬ 纳布哈尼认为重建 “哈里发国家”ꎬ 实

现伊斯兰世界复兴的关键是进行全面的 “思想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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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容上ꎬ 纳布哈尼强调理性思维对实现思想变革的重要性ꎮ 在他的著

作里ꎬ 他大量运用理性论证和逻辑推理证明伊斯兰教的基本真理是理性的ꎬ
并且用理性论证实真主的存在和 «古兰经» 的理性ꎮ 他认为伊斯兰教不是盲

目的信仰ꎬ 而是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一样ꎬ 是在理性基础之上的意识形态ꎮ
他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来证明伊斯兰教是唯一正确的意识形态ꎮ 他

认为ꎬ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无法在个人与社会或者国家之间实现平衡ꎬ 资

本主义赋予了人类立法的权力ꎬ 最终将社会推向个人主义ꎬ 将个人推向对利

益的迷恋ꎻ 而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否定了事物是由造物主创造的事实ꎬ
其思想完全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ꎬ 从根本上与伊斯兰教相抵触ꎮ 他认为ꎬ 伊

斯兰教正确性的证据在于其教义与人性的协调ꎬ 宗教是人的本能和本性ꎬ 共

产主义对宗教的否认、 资本主义将宗教与政治生活的分离ꎬ 都与人类的本性、
本能相矛盾ꎬ 最终都不能为人类带来积极的影响ꎮ 只有伊斯兰教根据真主的

指令管理世俗生活ꎬ 是与人类的本能和天性相一致的ꎬ 能带领人类走向正确

与成功的道路ꎮ①

在方式上ꎬ 纳布哈尼提出ꎬ 穆斯林需要建立一支革命先锋队ꎬ 并使之成

为政党ꎮ 因为政党拥有完整且系统的组织结构和成员ꎬ 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ꎬ
从而能够在伊斯兰世界掀起一场思想革命ꎮ 建立伊斯兰解放党就是纳布哈尼

展开 “思想战” 的第一步ꎬ 他首先将伊斯兰解放党定位为政治组织ꎬ 同时指

责非政治性质的伊斯兰组织 (教育组织、 慈善组织等) 分散了穆斯林建立伊

斯兰国家的注意力和财力ꎬ 因为仅仅依靠道德来复兴伊斯兰是不可行的ꎬ 而

是要进行观念和制度的改革ꎮ②

在和平 “圣战” 阶段ꎬ 伊斯兰解放党要做的工作就是灌输与互动ꎬ 也就

是纳布哈尼三阶段重建 “哈里发国家” 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ꎮ “灌输阶段”
的主要目的是使伊斯兰思想进入社会ꎬ 率先培养一部分人接受其思想ꎬ 成为

未来思想运动的骨干成员ꎮ 紧接着进入 “互动阶段”ꎬ 这一阶段的目的是将伊

斯兰意识形态以社会大众更能理解的方式传播给更广泛的受众ꎮ 纳布哈尼提

出ꎬ 应首先在清真寺或大学等人员密集区域批判政治、 社会问题ꎬ 或派发传

单ꎬ 引发人们对政府当局的不满与控诉ꎬ 同时宣传伊斯兰教在解决政治问题

１２

①
②

Ｔａｑｉ ｕｄ Ｄｅｅｎ ａｎ － Ｎａｂａｈａｎｉꎬ 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Ｉｓｌａｍꎬ ｐ ３９
Ｓｕｈａ Ｔａｊｉ － Ｆａｒｏｕｋｉꎬ Ａ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Ｑｕｅｓｔ: Ｈｉｚｂ ａｌ － Ｔａｈｒｉ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ａｒｃｈ ｆｏｒ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Ｃａｌｉｐｈａｔｅꎬ

ｐｐ ８２ － ８３



西亚非洲　 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

和社会矛盾上的优越性ꎮ 一旦有人意识到复兴伊斯兰的真实性和可能性ꎬ 就

会被确定为潜在成员ꎬ 对其展开进一步的思想灌输ꎮ 同时ꎬ 纳布哈尼也意识

到意识形态无法仅仅通过传单进行传播ꎬ 于是他在 １９６１ 年引入 “学习圈” 的

概念ꎬ 提出以五人为一个小组ꎬ 通过阅读和学习纳布哈尼的思想著作进行思

想灌输ꎬ 重塑成员的思想观念ꎬ 最终达到将其思想转化为公众舆论的目的ꎮ
纳布哈尼的 “思想战” 虽然倡导以 “非暴力” 的方式进行思想引导ꎬ 但

在思想灌输时更偏向激进和极端的内容ꎬ 强调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的

绝对对立ꎬ 将政治、 经济、 社会生活的矛盾全部归因于非伊斯兰意识形态和

亲西方政权ꎬ 将推翻现政权作为重建 “哈里发国家” 的必经之路等ꎬ 这些极

具思想煽动性的内容本质上体现了极端主义思想的强烈排他性ꎮ
第二ꎬ 在暴力 “圣战” 方面ꎬ 纳布哈尼主张在 “哈里发国家” 建立后通

过暴力 “圣战” 方式征服全世界ꎬ 弘扬伊斯兰教ꎮ 在他看来ꎬ “圣战” 是提

升真主话语权的战争ꎮ① 但是ꎬ 只有哈里发有资格宣布发动 “圣战”ꎬ 因此

“圣战” 只能在 “哈里发国家” 建成后进行ꎮ 所以ꎬ 在纳布哈尼的 “圣战”
思想中ꎬ 暴力 “圣战” 是 “哈里发国家” 的合法手段ꎬ 哈里发有使用暴力的

特权ꎮ
在纳布哈尼设想的 “哈里发国家” 的政治结构中ꎬ 设有一个职位———

“圣战埃米尔” (Ａｍｉｒ ｏｆ Ｊｉｈａｄ)ꎬ 是 “哈里发” 任命的埃米尔 ( “Ａｍｉｒ”ꎬ 指挥

官)ꎬ 专门负责管理哈里发国家的外交、 军事、 内部安全和工业事务ꎮ 他之所

以被称作 “圣战埃米尔”ꎬ 是因为 “哈里发国家” 的外交事务、 军事部门、
内部安全与国家的维护都与 “圣战” 有关ꎮ 在外交事务中ꎬ 无论是和平时期

还是战争时期ꎬ 都按照 “圣战” 的要求展开外交ꎬ 即针对潜在交战国和交战

国进行军事行动ꎻ 军事部门负责组建从事 “圣战” 的军队ꎻ 内部安全部门负

责保护国家内部安全ꎬ 这是为 “圣战” 准备的军队的一部分ꎻ 工业部门则负

责为从事 “圣战” 的军队提供武器和设备ꎮ② 因此ꎬ 所有这些部门都是为 “圣
战” 准备的ꎮ

根据纳布哈尼的两分世界论ꎬ 伊斯兰与非伊斯兰之间具有不可调和的矛

盾ꎬ 除了伊斯兰的意识形态ꎬ 其他一切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都是异端ꎬ 伊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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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教与其他意识形态之间处于长期冲突的状态ꎮ 因此ꎬ 纳布哈尼设想的 “哈
里发国家” 就是一个与其他国家冲突不断、 高度军事化的 “圣战” 实体ꎮ 尽

管纳布哈尼强调在 “哈里发国家” 重建前不采取 “暴力圣战” 的方式推动革

命进程ꎬ 但在关于 “哈里发国家” 的叙事中ꎬ 又将暴力 “圣战” 合法化和工

具化ꎬ 无疑是鼓吹 “暴力圣战” 的伊斯兰极端主义ꎮ
纳布哈尼开启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对于 “圣战” 运动的讨论ꎬ 与其他极端组

织坚持暴力 “圣战” 不同ꎬ 他强调 “圣战” 运动既包含思想领域的争夺ꎬ 也包

括暴力的军事行动ꎬ 而他则更注重 “思想战”ꎮ 尽管纳布哈尼强调暴力 “圣战”
只有 “哈里发” 有权力发动ꎬ 在 “哈里发国家” 建成前伊斯兰解放党暂时是一

个非暴力性质的组织ꎬ 但是不能因此否定伊斯兰解放党的极端主义性质ꎮ
纳布哈尼宣称伊斯兰解放党属于非暴力的和平运动显然是虚伪的谎言ꎮ

伊斯兰解放党一位前高级成员纳沃兹 (Ｍａｊｉｄ Ｎａｗａｚ) 曾经声称: “伊斯兰解

放党已经做好准备ꎬ 一旦他们建立起伊斯兰国家ꎬ 就要和其他国家进行征战

并屠杀这些国家的民众ꎬ 并最终把这些国家联合成一个伊斯兰国家ꎮ”① 也正

是如此ꎬ 有学者将伊斯兰解放党视为通向恐怖主义的 “传送带”ꎮ②

五　 结论

纳布哈尼作为伊斯兰解放党的创始人ꎬ 其思想在 ２０ 世纪的伊斯兰政治思

潮中有其独特性ꎮ 他的思想集合了泛伊斯兰主义、 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极端

主义的内容ꎬ 特别是他对伊斯兰主义 “伊斯兰国家” 思想的细化ꎬ 以及关于

重建 “哈里发国家” 的具体方案和所谓的两种 “圣战” 理论ꎬ 都构成了伊斯

兰解放党的意识形态来源ꎬ 也决定了伊斯兰解放党的复杂性质ꎬ 特别是其极

端主义的隐蔽性ꎮ 总体上看ꎬ 纳布哈尼的思想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ꎮ
第一ꎬ 纳布哈尼的思想巧妙地结合了伊斯兰的概念与现代政治话语ꎬ 有

效地增强了其理论的吸引力ꎮ 在建立伊斯兰解放党前ꎬ 纳布哈尼与巴勒斯坦

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来往密切ꎬ 而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深受西方政治思潮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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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ꎮ 因此ꎬ 纳布哈尼的思想中也借鉴了西方现代政治的思想ꎬ 他是第一批使

用伊斯兰话语结构讨论现代政党的阿拉伯知识分子ꎮ① 他强调组建伊斯兰政党

的重要性ꎬ 并且将伊斯兰解放党与七世纪先知穆罕默德及其追随者相类比ꎬ
声称伊斯兰解放党是以伊斯兰教为意识形态的政党ꎬ 是重建 “哈里发国家”
的先锋队ꎬ 并且将伊斯兰教塑造为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并列的政治意识形

态ꎮ 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占优势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ꎬ 纳布哈

尼的伊斯兰政党思想具有独创性ꎮ 他所创建的伊斯兰解放党也成为伊斯兰政

治哲学与现代政治话语的混合体ꎬ 既能够吸引受过西方教育的现代主义者ꎬ
又能够吸引传统的伊斯兰教法学者ꎮ 此外ꎬ 现代政治语言能够帮助受过现代

教育的青年一代穆斯林更好地理解伊斯兰解放党的思想与革命目标ꎬ 这也是

伊斯兰解放党在成立近 ７０ 年的时间里在全球 ４０ 多个国家建立分支的重要原

因之一ꎮ
第二ꎬ 强烈的排他性和不妥协性致使伊斯兰解放党在发展过程中不同于

其他的伊斯兰主义组织ꎮ 纳布哈尼虽然用伊斯兰话语结构讨论现代政党ꎬ 但

是他坚决反对西方的现代政治制度和以民族国家为主的国际秩序ꎬ 拒绝以政

党的方式参与民主政治制度ꎬ 同时主张彻底颠覆现存的国家政权ꎬ 这种特

点使大部分国家对纳布哈尼及其伊斯兰解放党都有所忌惮ꎬ 并且通过禁止

或取缔的方式对伊斯兰解放党加以防范ꎮ 此外ꎬ 纳布哈尼思想的排他性还

体现在对其他伊斯兰组织的批判ꎮ 其一ꎬ 对于穆斯林兄弟会等伊斯兰主义

组织通过参与选举开展渐进式改革的做法ꎬ 纳布哈尼常常予以强烈批判ꎻ
其二ꎬ 纳布哈尼对非政治性质的伊斯兰组织 (教育组织、 慈善组织等) 也

予以否定ꎬ 谴责其分散了穆斯林建立伊斯兰国家的注意力和财力ꎮ 这使得

伊斯兰解放党在发展过程中孤立于其他伊斯兰团体ꎬ 也不主动寻求与其他

组织合作ꎮ
第三ꎬ 重视思想宣传ꎬ 将伊斯兰解放党的工作重点集中在思想煽动ꎮ 从

前文对纳布哈尼思想体系的论述可以看出ꎬ 纳布哈尼的思想具有很强的逻辑

思辨性ꎬ 同时他还十分重视思想灌输且善于进行思想煽动ꎮ 他提倡通过强有

力的思辨过程改变人们原有的思维方式ꎬ 主要方式就是通过批判政治、 社会

问题ꎬ 激发人们对政府当局的不满与控诉ꎬ 同时向穆斯林展示其所倡导的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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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意识形态ꎬ 将穆斯林对政府的不满和对政治变革的渴望转化为对伊斯兰

解放党战略的支持ꎮ 纳布哈尼确立的思想灌输方式被伊斯兰解放党沿用至今ꎬ
为了宣传自己的理念ꎬ 伊斯兰解放党成立了负责宣传的媒体中心 “哈里发出

版社” (Ａｌ － Ｋｈｉｌａｆａｈ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出版不同语言的宣传杂志和时事评论ꎬ 同

时善用高科技手段ꎬ 重视利用互联网传播其思想ꎮ 网络媒体的发展为纳布哈

尼倡导的 “思想战” 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ꎬ 使伊斯兰解放党借助互联网构

建出一个巨大的虚拟思想场地ꎬ 为其思想传播和人员招募提供了更为便利的

方式ꎮ 全球通信技术的革命性变化为伊斯兰解放党提供了避难所ꎬ 而全球政

治变化也为伊斯兰解放党提供了不断发动 “思想战” 的机遇ꎮ 纳布哈尼进行

思想煽动的方式是利用社会问题激发人们对现状的不满ꎬ 这一方法在政治不

稳定或社会矛盾严重的地区尤其奏效ꎬ 譬如伊斯兰解放党能够在中亚地区迅

速扩张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苏联解体后中亚国家政治、 经济、 社会矛盾的不断

激化ꎮ
冷战结束后ꎬ 包括伊斯兰解放党在内的宗教极端组织对中国国家安全和

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ꎮ 宗教极端主义在信仰上强调所谓的 “宗教至

上”ꎬ 在政治上主张建立政教合一的政权ꎬ 在行动上煽动暴力恐怖ꎬ 鼓吹 “圣
战”、 排除异己ꎬ 严重扭曲了伊斯兰教崇尚和平、 倡导中正的核心价值观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至 ２１ 世纪初ꎬ 伊斯兰解放党在新疆的渗透十分严重ꎮ 伊斯兰

解放党在具备宗教极端主义基本特征的同时ꎬ 其意识形态更为系统、 组织手

段更为严密、 活动方式更为隐蔽ꎬ 对宗教极端主义在新疆的渗透发挥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ꎬ 严重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ꎮ 近年来ꎬ 经过新疆反恐斗争和

去极端化工作的努力ꎬ 宗教极端主义在新疆得到了有效遏制ꎮ 但基于宗教极

端主义的国际性、 复杂性和长期性ꎬ 打击和防范宗教极端主义无疑是一项长

期的任务ꎮ 从全球视野看ꎬ ２０２０ 年以来ꎬ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ꎬ 世界各

地的社会矛盾都不断增长ꎬ 而受疫情影响互联网的作用更加重要ꎬ 这无疑为

伊斯兰解放党开展思想宣传、 进行极端思想煽动提供了机遇ꎬ 因此ꎬ 在防范

和治理极端组织的过程中ꎬ 应当避免忽视和误判伊斯兰解放党ꎬ 重视对该极

端组织思想传播和组织渗透等活动的防范ꎬ 阻遏和根除其作为恐怖主义 “传
送带” 的功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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