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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阿拉伯文化在人类文化发展与多样化中ꎬ 成就辉煌ꎬ 贡献甚

巨ꎮ 在中世纪时期ꎬ 阿拉伯文化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巨大ꎬ 它不仅在古希腊罗

马文化与文艺复兴文化之间起传承之功ꎬ 而且首显人类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文

化形态ꎮ 阿拉伯字母是除拉丁字母外世界上使用最广的一套字母ꎮ 籍伊斯兰

教ꎬ 阿拉伯文化传播的速度、 广度和韧性ꎬ 更是其他文化难以企及ꎮ 然而ꎬ
辩证言之ꎬ 游牧文化相关特性虽曾助推阿拉伯历史辉煌ꎬ 增强阿拉伯人对殖

民压迫和剥削的抵抗ꎬ 但无助于国家和地区的和平稳定ꎮ 部落文化盛行不利于

建构和增强国家共同体意识ꎮ 误读甚至曲解教义易滋生宗教极端思想和行为ꎮ
社会文化中潜藏的盲目服从、 专制主义、 崇洋媚外等特性掣肘国家发展与进步ꎬ
且为外来干涉提供了可能ꎮ 过度尊古ꎬ 不仅排斥理性思维ꎬ 阻碍创新ꎬ 而且敌

视现代化与世俗化ꎮ 从阿拉伯世界动荡教训可知ꎬ ２１ 世纪阿拉伯世界要实现团

结、 稳定和繁荣ꎬ 需要有一种更包容、 开放且与时俱进的阿拉伯文化ꎮ
关 键 词　 阿拉伯文化　 沙漠游牧文化　 部落文化　 宗教文化　 依附文

化　 尊古文化

作者简介　 李兴刚ꎬ 浙江外国语学院东方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 环地中

海研究院研究员ꎻ 周烈ꎬ 浙江外国语学院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ꎮ

近百年来ꎬ 阿拉伯世界内部可谓动荡与纷争持续不断ꎬ 甚至呈现战火连

绵不绝的局面ꎮ 个中原因尽管颇为错综复杂ꎬ 大体上可将之分别归类为内因

和外因这两个分析范畴ꎬ 学者对此已有诸多研究ꎮ 就导致阿拉伯世界长期动

荡的内在因素而言ꎬ 毫无疑问ꎬ 原因是多方面的ꎮ 而阿拉伯人自身文化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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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观念方面的一些负面成分ꎬ 在特定条件和环境下ꎬ 会成为内因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ꎮ 作出这一判断是基于如此认知ꎬ 亦即人类社会各个群体的 “文化”
对该群体的行为逻辑的塑造和影响是颇为广泛而深远的ꎮ 作为人类文化中重

要组成部分的 “阿拉伯文化”ꎬ 自然亦不例外ꎬ 换言之ꎬ 它会实质性塑造和影

响作为个体或群体存在的阿拉伯人的思想和行为ꎮ 阿拉伯文化的辉煌一面积

极塑造和影响阿拉伯人的思想和行为ꎬ 促进阿拉伯社会经济发展ꎬ 阿拉伯文

化中的消极方面亦会反向塑造阿拉伯人的思想和行为ꎮ “在目前来看ꎬ 在伊斯

兰国家内部ꎬ 阿拉伯文化和部落制度及其衍生的条款规则ꎬ 对一切问题ꎬ 小

到家庭关系ꎬ 大到社会治理ꎬ 甚至是冲突的产生与平息ꎬ 都产生着影响ꎮ”①

有关阿拉伯文化辉煌一面的积极作用和价值ꎬ 学界多有探讨和分析ꎬ 相关研

究成果亦颇为丰富和系统ꎮ 然而ꎬ 就阿拉伯文化的消极一面在阿拉伯世界动

荡中的作用或影响问题ꎬ 学界的研究和探析相对较为少见ꎮ 基于此ꎬ 本文尝

试对之进行一点粗浅的探索和分析ꎮ

一　 “阿拉伯文化” 的界定及其解读视角

在阿拉伯世界出现动荡过程中ꎬ 对 “阿拉伯文化” 的消极一面的影响进

行探讨和分析之前ꎬ 我们有必要简要探讨本文分析的逻辑基础ꎬ 亦即何谓

“阿拉伯文化”? 中国精通阿拉伯语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著名学者纳忠先生

对这一概念的外延进行了界定ꎬ 即 “阿拉伯文化” 是可以等同视之 “伊斯兰

文化” 的ꎬ 甚至我们可以谓之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ꎮ② 而就阿拉伯文化的内

涵而言ꎬ 一些阿拉伯学者也给出了自己的解读: 阿拉伯文化ꎬ 抑或言之ꎬ 阿

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核心内涵应该包括如下三方面: 其一是伊斯兰教的世界

观、 人生观和生活观ꎻ 其二是伊斯兰的价值观ꎻ 其三是宗教制度ꎮ③ 当然ꎬ 随

着阿拉伯族群不断地发展与演进、 影响地域的拓展ꎬ 阿拉伯文化的内涵亦随

之不断地发展变化: 最初指代阿拉伯半岛居民的社会文化ꎬ 然后是在此基础

上ꎬ 加入了阿拉伯半岛新出现的伊斯兰文化ꎬ 再则以伊斯兰文化为核心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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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阿拉伯帝国文化ꎬ 以及阿拉伯各行省、 各王朝的文化ꎬ 最后是阿拉伯世界

各国的主流宗教文化ꎮ 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阿拉伯问题研究学者

刘月琴研究员亦认同 “在阿拉伯文化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二者之间存在内在

的关联性” 这一看法ꎮ 在她看来ꎬ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事实上包括两大重要方

面: 一是宗教ꎬ 亦即对 «古兰经»、 “圣训” 和伊斯兰教法等内容的研究ꎻ 二

是阿拉伯语言和阿拉伯伊斯兰文学ꎮ①

当然也有学者对 “阿拉伯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等同ꎬ 抑或可谓之阿拉伯

伊斯兰文化” 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ꎮ 其认为ꎬ “阿拉伯文化” “伊斯兰文化”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三个概念的范畴有异ꎬ 因此将 “阿拉伯文化” 与 “伊
斯兰文化” 等同视之ꎬ 似有不当ꎮ 虽然 “阿拉伯文化” 与 “伊斯兰文化” 这

两个概念的范畴存在诸多重叠之处和异常密切的内在关联性ꎬ 阿拉伯人当中

的绝大部分都信仰伊斯兰教ꎬ 但两个概念在实质上还是存在差别的ꎮ② 通常来

讲ꎬ “阿拉伯文化” 是指作为群体存在的阿拉伯民族ꎬ 历经长久的历史演进与

社会发展ꎬ 逐渐形成的一套有关生产与生活的形态、 道德观念与风俗习惯、
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以及制度文化等的综合体系ꎮ 然而ꎬ 就伊斯兰文化而言ꎬ
它虽为阿拉伯民族所初创ꎬ 但其内涵并不仅仅局限于阿拉伯民族的文化ꎬ 而

是全世界范围内所有穆斯林群体的文化的总体成就与概况ꎮ 从某种意义上说ꎬ
“阿拉伯文化” 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ꎬ 而 “伊斯兰文化” 则是一个宗教文化

概念ꎮ 二者虽然存在高度的重合性ꎬ 但在本质上仍不能同日而语ꎮ
本文拟在前人有关 “阿拉伯文化” 抑或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概念相关

研究的基础上ꎬ 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引申和界定ꎮ “阿拉伯文化” 这一概念主要

聚焦的是 “阿拉伯伊斯兰的社会政治文化” 方面ꎬ 是在继承了现在通称的两

河流域、 尼罗河流域、 黎凡特地区盛极一时的古代文明ꎬ 又吸收且同化了希

腊罗马文化的主要特征③基础上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ꎮ 这种阿拉伯伊斯兰社会

政治文化ꎬ 在发端于阿拉伯半岛之后ꎬ 伴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发展与扩张ꎬ 亦

从阿拉伯半岛扩展到西亚北非地区帝国所及之境ꎬ 乃至欧洲的部分地区ꎬ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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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扩展地区的本土文化呈现一种相互影响的态势ꎮ
不仅如此ꎬ 作为闪族的后裔ꎬ 形成于阿拉伯半岛上的民族ꎬ 在漫长的历

史演进过程中ꎬ 阿拉伯人的性格与其生存和生活的环境、 阿拉伯文化之间一

直是一种相互影响ꎬ 相互塑造的过程ꎮ 可以说ꎬ 阿拉伯文化特质与阿拉伯族

群性格特质都深深根植于阿拉伯半岛的这片沙土之中ꎮ
作为人类文化和文明史上异常光辉而灿烂的文化之一ꎬ 阿拉伯伊斯兰文

化为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和多样化做出了重大贡献ꎬ 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组成部分ꎮ 当欧洲大地尚笼罩在中世纪的黑暗当中时ꎬ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下

的穆斯林群体已经高举起知识与学术的火炬ꎬ 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

各个领域里对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ꎮ①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博大精深、
包罗万象、 辉煌成就ꎬ 以及其在增进伊斯兰世界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不言而喻ꎮ 然而ꎬ 在五彩斑斓的人类文化组成中ꎬ 任何一种文化在向世人呈

现其辉煌一面、 发挥其积极作用和影响的同时ꎬ 亦存在可剔除的糟粕之处ꎮ
中华文化如此ꎬ 阿拉伯文化亦不例外ꎮ

本文基于这一辩证思维路径ꎬ 在承认阿拉伯文化的辉煌成就和深远积极

影响的前提和基础之上ꎬ 选取阿拉伯文化中五个具有典型性的方面ꎬ 亦即沙

漠游牧文化、 部落文化、 宗教文化、 依附文化、 尊古文化中包含的负面因素ꎬ
分析其在阿拉伯世界动荡中的消极作用和影响ꎮ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ꎬ 这种分

析和解读绝不意味着对阿拉伯文化伟大和辉煌的质疑或否定ꎬ 也不是其全部

内涵ꎬ 而是基于对阿拉伯文化崇敬基础之上ꎬ 力图更客观、 辩证、 理性地分析

阿拉伯世界长期动荡背后的一些内在文化因素ꎬ 审视阿拉伯世界的传统与现代、
历史和现实问题ꎬ 希望阿拉伯世界能够更好地发展ꎬ 迈向更美好的未来ꎮ

二　 沙漠游牧文化潜藏些许社会动荡的催化性因素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主要是如下 ３ 种文化源流汇合而成的产物: 其一是阿

拉伯人的固有文化ꎻ 其二是伊斯兰教文化ꎻ 其三是波斯、 印度、 希腊、 罗马

等外族文化ꎮ② 而这其中ꎬ 阿拉伯人固有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就是沙漠游牧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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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ꎬ 换而言之ꎬ 系沙漠环境下的游牧文化ꎮ
伊斯兰教产生之前ꎬ 阿拉伯人的摇篮———阿拉比亚ꎬ 亦即今日通称的阿

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ꎬ 因当时人类难以逾越的沙漠的阻隔而尚处于文明世

界的边缘地带ꎮ 生活在此的古代阿拉伯人可分为游牧人和定居人两大部分ꎬ
其中游牧人占大多数ꎮ 他们的经济生活支柱主要是骆驼和椰枣ꎮ① 这里的阿拉

伯游牧人就是今天通称的贝都因人ꎮ
贝都因人的生存之境阿拉伯半岛横亘着的多是缺雨少水、 一望无际的旷

野和沙漠ꎬ 其间零星散落着一些绿洲、 几条商队往来留下的道路ꎮ 生存于此

种颇为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中的贝都因人ꎬ 以游牧为生ꎬ 经济基础亦异常脆弱ꎮ
在无法自给的情况下ꎬ 其往往以抢劫绿洲和邻近的农业区居民为生ꎮ 在环境

承载能力有限和人口增长的压力之下ꎬ 虽然会有一部分贝都因人向外迁徙ꎬ
但大多数部落则为争夺水源、 牲畜和牧场而陷入持续不断的相互攻伐和仇杀

之中ꎬ 造就了贝都因人劫掠好战的尚武性格ꎮ 沙漠生活的不稳定性、 冒险性

和各部落的分散孤立性ꎬ 使贝都因人养成了散漫不羁的作风ꎮ
从普遍意义上来说ꎬ 游牧民族比农耕民族更具有攻击性和战斗性ꎮ 游牧

文化孕育出人类强大的战斗意识和掠夺性ꎬ 同时也具有极强的优胜劣汰、 强

者为尊、 慕强之特性ꎮ 在沙漠地区ꎬ 好战心理是一种牢不可破的心理状态ꎮ
比如ꎬ 在中部阿拉比亚ꎬ 同属盖特方后裔的阿卜斯人与其兄弟部族左卜彦人

之间发生了持续几十年之久的达希斯和加卜拉战役ꎮ②

从历史的视角看ꎬ 沙漠游牧文化中潜藏的松散、 随意、 易怒、 好战、 掠

夺、 弱肉强食等因素ꎬ 虽然在古代曾经助推过阿拉伯帝国的辉煌ꎬ 在近现代

增强了阿拉伯民众反抗西方殖民压迫和剥削的斗争意志ꎬ 但在阿拉伯社会的

团结、 稳定、 和平和发展进程中亦存在一定的负面作用ꎮ 而且这种负面作用

和影响并未时移世易ꎬ 从古至今ꎬ 几近一成不变ꎮ
著名阿拉伯问题学者希提亦深刻地指出这一点ꎮ 他在 «阿拉伯通史» 一

书中谈到 “沙漠游牧文化” 时指出ꎬ 游牧人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群体类型ꎬ
在人类社会发展演进中ꎬ 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ꎬ 现在和过去完全一样ꎬ 将来

依然如故ꎮ 游牧人的社会模型永远都是一样的ꎬ 变化、 进步和发展都不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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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遵守的规律之列ꎮ① 虽然上述看法存在静态视角ꎬ 但不容否认的是ꎬ 潜藏

在阿拉伯人身上的沙漠游牧文化这一特质在不当的政策刺激和特定的社会氛

围下ꎬ 很容易成为社会不稳的助推器ꎬ 阿拉伯世界动荡由此发生和持续ꎮ

三　 部落文化孕育了内部冲突的某些潜因

部落众多是阿拉伯国家部族抑或社群构成的一个基本特征ꎮ 现代阿拉伯

国家的历史ꎬ 经常被描述为部落间的 “较量史”ꎮ 何为 “部落”? 中外学者的

界定大同小异ꎮ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韩志斌教授认为ꎬ 作为一个历史范畴ꎬ
部落是基于相互依存的血缘、 地缘和政治关系的传统社会组织ꎮ② 而美国著名

人类学家摩尔根则将 “部落” 定义为 “一种组织完备的社会”ꎮ③

部落自治是中东地区独有的现象ꎬ④ 它起源于游牧民族依赖大家族保护其

成员生命安全的原生机制ꎮ 可以说ꎬ 深根固柢的部落文化及其孕育出的部落

精神构成了中东阿拉伯社会的基本特质ꎮ 阿拉伯半岛的居民以血缘关系集结

成部落ꎬ 以部落为个人生存的根基和靠山ꎮ 一个帐篷就构成一个家庭ꎬ 而许

多帐篷聚合在一起的地方就形成为了一个区域ꎻ 相同区域的人员组成为一个

氏族ꎻ 几个有血缘亲戚关系的氏族就结成一个部落ꎮ⑤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ꎬ 原

本作为建构一个人出身抑或身份认同问题的氏族关系亦有其灵活的一面ꎮ 换

言之ꎬ 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外人也可以成为某个氏族当中的一员ꎬ 即与该氏

族的人共餐或吮吸他的几滴血ꎬ 他就成为此氏族的被保护人ꎮ 获得解放的奴

隶常这样做ꎬ 以求变成同族兄弟ꎮ 阿拉伯人的此种氏族归化文化与世界上其

他社群的歃血为盟或者共饮血酒义结金兰这一文化有异曲同工之妙ꎮ 类似情

形还有ꎬ 力量和规模比较弱小的氏族亦可以自愿地取得某个强大氏族或部落

的保护ꎬ 而最终被后者吸收ꎮ 这样ꎬ 几个氏族就自然组成了一个部落ꎮ
同一部落的人ꎬ 唯本部落酋长 (亦即谢赫ꎬ 又译为 “舍赫”) 马首是瞻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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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服从其权威ꎮ 作为部落的领袖和代表ꎬ 谢赫是本部落中年高德昭、 深孚众

望、 智勇双全、 仗义疏财的成员ꎮ 当选为部落酋长者ꎬ 必须是本部落里有资

格的长者ꎮ 谢赫的任期长短则由全体选民决定ꎮ① 值得一提的是ꎬ 在有关法律

上、 军事上抑或其他公共事务的应对和处理上ꎬ 部落的谢赫并非一言堂和独

断专行ꎬ 而是必须召集由本部落各户户长组成的部落会议共同议定ꎮ 谢赫的

职权是仲裁而非命令ꎬ 是遵循而不是引导部落的统一意志ꎮ②

按照阿拉比亚沙漠中的原始法律规定ꎬ 部落间发生冲突ꎬ 出现流血牺牲ꎬ
是需要血债血偿的ꎮ 除了报仇雪恨ꎬ 无论什么惩罚都被视为无效之举ꎮ 杀害

了本族的人ꎬ 谁都不会保护他ꎮ 杀了外族人ꎬ 大家都可能为此付出生命的代

价ꎮ 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阿拉伯文化中的氏族精神和部落文化ꎮ 这种氏族精

神和部落文化包含着对于本族人的永无止境、 毫无条件的忠贞ꎬ 从某种意义

上讲ꎬ 等同于极端的、 狭隘的爱国主义ꎮ③ 个体成员特别注重维护氏族和部落

的整体利益和个人的生存权利ꎬ 氏族和部落的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ꎮ 为了

氏族和部落的整体利益ꎬ 他们可以不问是非曲直ꎬ 实施仇杀ꎬ 舍得付出任何

代价ꎬ 甚至流血牺牲ꎮ 阿拉伯历史上两个同宗的部落伯克尔和台格利卜就曾

仅仅因为一头母骆驼ꎬ 相互征伐长达 ４０ 年之久ꎮ 在阿拉伯人的氏族里ꎬ 这种

根深蒂固的宗派主义文化ꎬ 是由氏族成员的个人主义精神特质发展而成的ꎮ
在宗派主义观念下ꎬ 本氏族抑或本部族自成一体ꎬ 至高无上ꎬ 能够独立地存

续ꎬ 同时ꎬ 把其他一切氏族或部族都视为本氏族或本部族合法的牺牲品ꎬ 可

以任意地加以掠夺和伤害ꎮ
不仅如此ꎬ 有的部落为了鼓励英勇杀敌ꎬ 规定只有勇敢参战者和为部落

牺牲者才能拥有财产继承权ꎮ 在阿拉伯人看来ꎬ 失去部落的庇护是最大的不

幸ꎬ 而切断血缘关系则是最大的耻辱ꎮ 较之于异常浓烈的部落意识ꎬ 阿拉伯

人的民族观念相对淡薄ꎮ 这种身份认同特点ꎬ 在后来伊斯兰教的教派纷争、
阿拉伯伊斯兰帝国时期以及当代的阿拉伯民族与阿拉伯国家内部矛盾中ꎬ 仍

能窥见其负面影响ꎮ 希提的如下看法亦可佐证之ꎬ 阿拉伯人的性格特质在发

展过程中ꎬ 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个非社会的性格特质ꎬ 不仅没有消失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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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进一步凸显出来ꎬ 并且终于成为伊斯兰教各国分裂和灭亡的决定性因素

之一ꎮ① 这种文化的积淀与留存ꎬ 在观察阿拉伯世界内部不同国家间的动荡与

纷争、 利益角逐时ꎬ 仍能感知其影响ꎮ
在西亚北非的很多阿拉伯国家ꎬ 由于自然环境和地理上的隔绝ꎬ 以及统

一的民族国家构建仍在进行中ꎬ 地方部落的权威往往胜于中央政府ꎬ 影响力

更为贴近普通大众ꎬ 民众对部族的认同、 忠诚和归属感可谓异常强烈ꎮ 特别

是那些民住在相对偏远地区的部落民众ꎬ 他们对国家事务的关心程度远远低

于对部落内部事务的关注ꎮ 部落成员对本部落的认同和效忠ꎬ 抑或言之ꎬ 在

很大程度上对本部落首领的效忠ꎬ 远胜于对国家和军队的认同与忠诚ꎮ 原因

在于ꎬ 他们把忠于部落看得高于一切!②

像也门、 利比亚这样的阿拉伯国家ꎬ 其部落势力极其强大ꎮ 传统部落就

是这些国家基本的社会形态ꎮ 部落亦有自己的传统领地范围和武装力量ꎬ 有

的部落联盟能够动员多达十几万甚至几十万规模的武装力量ꎬ 这些部落往往

保持着一定的相对于本国中央政府的独立性ꎮ 在部落成员的身份认同排序中ꎬ
国家认同是位居家族和部落认同之后的ꎮ 他们对家族和部落的认同占据着主

导性的地位ꎬ 对国家、 政党的忠诚度很低ꎮ 正因如此ꎬ 部落与政治集团间的

联盟大多是权宜之计ꎬ 并不牢固ꎬ 自然亦难持久ꎮ 在这些部落中ꎬ 集中统一

的民族意识尚未觉醒和形成ꎮ 正因为缺少形成国家意识的机制ꎬ 对内难以形

成基于国家认同的凝聚力ꎬ 所以对外亦难以形成反抗外侵的有效力量ꎮ
在这些国家ꎬ 部落是各派政治力量尤其是中央政府倚重的对象ꎮ 为维护

国家形式上的统一ꎬ 中央政府都十分注重同各部落之间的关系ꎬ 在议会组成、
政府阁员、 政治权力的分配上ꎬ 不得不把部落首领引入其中ꎬ 如此现象亦导

致政府权力受制于部落首领ꎮ 这种部族势力强大、 部落利益至上、 国家意识

淡薄的状态ꎬ 无疑是也门、 利比亚等阿拉伯国家乱局的重要成因ꎮ
毫无疑问ꎬ 这种部落宗派主义不仅会损害国家的法律与制度ꎬ 而且会阻

碍一国的公民社会建设ꎬ 是目前一些阿拉伯国家社会内部面临的颇为严重的

问题之一ꎬ 为外部的干涉提供了便利条件ꎮ 例如ꎬ 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意大利

殖民者征服利比亚的过程中ꎬ 格拉齐亚尼的政治官员利用该国部落间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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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ꎬ 很快就使他们进行了一场被赛努西徒众谴责为 “自相残杀” 的内战ꎮ
柏柏尔人、 米沙沙人、 里埃纳人以及有些乌拉德—布塞弗族人成为意大利的

同盟者ꎮ 他们与意大利殖民者共同对抗同属利比亚的津坦人ꎮ①

伊斯兰教产生之前阿拉伯半岛的自然环境、 社会生态环境与社会结构状

况孕育出了阿拉伯人与之相适应的部落文化属性与价值观念ꎮ 部落文化和价

值观念尽管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中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ꎬ 但其狭隘

短视、 鲁莽冲动、 反复无常、 无拘无束、 宗派主义、 个人主义、 部落利益至

上、 国家意识淡薄等特性ꎬ 在特定条件和环境下ꎬ 如相关国家的中央政府政

策有失公允ꎬ 甚至出现明显失当ꎬ 抑或面临外部干涉ꎬ 民族分离主义思潮泛

滥ꎬ 部落文化中的上述特性易加剧社会不稳定ꎮ

四　 对宗教文化的某些误读和曲解易致动荡

在穆斯林看来ꎬ 作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核心ꎬ 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

教信仰ꎬ 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ꎬ 即宗教就是生活ꎬ 生活就是宗教ꎮ 这意味着ꎬ
在阿拉伯世界ꎬ 宗教和世俗之间的界限常常会模糊不清ꎬ 甚至互相冲突ꎮ 这

并非阿拉伯世界所独有ꎮ 事实上ꎬ 当今世界ꎬ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

家ꎬ 在国家治理中均面临着一个待解的难题ꎬ 即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的边界

问题ꎮ② 在阿拉伯世界ꎬ 情况则更加复杂ꎬ 因为国家身份通常还会与宗教、 宗

派和部落身份相冲突ꎬ 并且往往会被后三者压制ꎬ 从而造成结构性困境ꎮ 这

种结构性困境与地缘政治、 区域权力角逐结合ꎬ 往往会催生地区危机ꎬ 甚至

是地区动荡ꎮ 当下的伊拉克和也门就是这方面的典型ꎮ
作为一个包罗万象的社会、 经济和文化体系ꎬ 伊斯兰教对广大穆斯林的

价值观念、 道德规范和生活习俗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ꎮ 客观、 准确地认知和

理解伊斯兰教显然有助于阿拉伯社会的和平、 稳定、 发展ꎮ 然而不是所有人

都能做到ꎬ 有些人依旧停留在中世纪的意识和思维观念之中ꎮ 他们忽视了

«古兰经» 产生的历史与文化背景ꎬ 对经文的理解亦不够全面、 客观和系统ꎬ
甚至存在断章取义、 牵强附会的情况ꎮ 以 “圣战” 一词为例ꎬ 有学者就指出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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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极端分子使用的 “圣战” 概念很难被称为伊斯兰的ꎬ 而是表达了一种

战争神学传统ꎬ 旨在为统治者实现其政治目标而采取的暴力行为进行辩护ꎮ①

“基地” 组织及其在中东、 非洲的各个分支在一定意义上是符合这一逻辑的ꎮ
即便是在伊斯兰教语境下ꎬ 一些宗教极端组织对 “圣战” ( “杰哈德”ꎬ

Ｊｉｈａｄ) 一词亦存在误读情况ꎮ 事实上ꎬ 从始于七世纪的将任何教义妥协都视

为错误的哈瓦利吉派群体ꎬ 到 ２１ 世纪的宗教狂热分子ꎬ 都误读了 “圣战” 一

词ꎮ 根据早期的 “圣训”ꎬ 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将 “圣战” 分为两种:
“大圣战” 与 “小圣战”ꎮ② “大圣战”ꎬ 亦即穆斯林个体为过上更圣洁的生活

而进行自我的内心斗争ꎬ 换言之ꎬ 就是内省ꎮ 而 “小圣战”ꎬ 亦即以真主的名

义反对异教徒的行动ꎮ 为了保护 “温麦”ꎬ 穆斯林必须首先清除他们灵魂深处

的错误、 骄傲和健忘ꎮ③ 如此ꎬ “圣战” 一词对不同的穆斯林就意味着不同的

涵义ꎬ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ꎬ 其意义也在发生变化ꎮ 可以说ꎬ “圣战” 概念已

经成为有关 “伊斯兰教真正是什么” 这一辩论的 “政治足球”ꎮ 那些将伊斯

兰教捍卫为真正的和平宗教的人士有一种解释ꎬ 而那些对西方异教徒宣战的

人ꎬ 以及那些没有他们自己观点的穆斯林ꎬ 会以非常不同的方式来解释这个

词ꎬ 将之等同于暴力ꎮ 在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早期阶段ꎬ “圣战” 一词的普遍

含义就是其原初意涵———以真主的名义进行战争ꎬ 开疆拓土ꎬ 但绝非滥杀无

辜ꎮ 然而ꎬ 随着时间的推移ꎬ 包括许多穆斯林人士逐渐清楚地认识到ꎬ “大圣

战” 亦即非暴力的内心斗争抑或自省ꎬ 才是这个词最为基本的真正含义ꎮ④

因此ꎬ 在承认和肯定伊斯兰教对阿拉伯社会稳定和谐所具有的积极价值

和作用这一前提下ꎬ 亦需要指出的是ꎬ 对伊斯兰教某些教义的片面理解和误

读ꎬ 甚至是曲解ꎬ 不仅为少数宗教极端分子提供了思想的温床ꎬ 进而滋生了

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ꎬ 成为阿拉伯世界动荡的重要驱动因素ꎬ 而且还会

妨碍一些穆斯林民众理性、 全面地认识其宗教信仰及其所处的现实世界ꎮ “伊
斯兰国” 的出现及其导致的动荡和冲突就是这方面的典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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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ꎬ 在宗教信仰和教义的理解上ꎬ 如果不能做到与时俱进ꎬ 没有发展

的眼光ꎬ 还可能使社会文化日渐趋向保守和僵化ꎬ 让倾向于借助宗教来消解

现实生活种种苦难的普通大众在思想上、 行动上变得因循守旧ꎬ 慢慢失去改

变现实处境而奋斗的信心和决心ꎮ 这势必会降低通过发展来应对和解决阿拉

伯世界动荡、 增进地区和平稳定的可能性ꎮ

五　 依附文化为外部干涉提供了可能

在阿拉伯世界ꎬ 依附文化有其生存的土壤和根基ꎮ 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前ꎬ

人们依附于部落ꎬ 依附于酋长ꎮ 同一部落的人只服从于一个领袖即部落酋长

的权威ꎮ 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后ꎬ 宗教对于阿拉伯信仰者而言ꎬ 就是生活ꎬ 就

是一切ꎮ 人们依附于宗教ꎬ 依附于长老ꎮ① 阿拉伯信众对伊斯兰教长老发布的

教令自然深信不疑ꎬ 将之视为不容更易的安拉的意志的体现ꎮ 信众原本应该

具有的驱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思辨、 理性和审慎等特质在对长老无条件的盲

从面前黯然失色ꎬ 这显然无益于阿拉伯社会的稳定和发展ꎮ
在以父权制为典型特征的传统阿拉伯社会里ꎬ 人们尊重父权ꎬ 依赖父兄ꎮ

父亲在家庭中如同部落里的族长一样ꎬ 同样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ꎮ 对父亲的

绝对权威的信仰ꎬ 往往会助长对父亲权威的顺从ꎮ 而对权威的顺从与顶礼膜

拜毫无疑问为专制主义在阿拉伯社会大行其道提供了沃土ꎮ 而专制主义统治

力量与宗教极端主义势力间的结盟ꎬ 加深了社会危机与人民大众的不幸ꎮ②

近代以来ꎬ 西方列强长期的殖民掠夺、 压榨和剥削造成了阿拉伯世界的

普遍贫穷和落后ꎬ 从而导致其社会发展进程更为迟缓、 艰难ꎮ 而被纳入到西

方殖民体系中的阿拉伯国家又不得不在屈从并服务于各宗主国殖民权益的前

提下ꎬ 制定和实施自身的社会、 政治、 经济、 外交和文化政策ꎮ 凡此种种造

就了阿拉伯国家制定的相关政策普遍带有明显的殖民依附色彩ꎮ 例如ꎬ 印度

洋上的阿拉伯岛国科摩罗曾是法国的殖民地ꎮ 该国的许多现代政治和法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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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长老一开始时称为 “首都穆夫提” 或者 “大穆夫提”ꎮ １４５３ 年穆罕默德二世攻克君

士坦丁堡之后ꎬ “首都穆夫提” 就改称 “伊斯兰教长老”ꎮ 伊斯兰教长老由奥斯曼帝国苏丹在各地穆夫

提中遴选产生ꎬ 后来亦从声誉显赫的教法人员中挑选ꎬ 负责发布教令ꎮ 引自金宜久主编: «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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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均为殖民统治时期对法国的制度复制和移植ꎮ 正因如此ꎬ 一位科摩罗律师

曾言: “科摩罗国家是从法国复制而来的ꎬ 它是复制件ꎮ” 又如ꎬ 在北非国家

摩洛哥ꎬ 法国殖民者为了方便殖民地的行政管理ꎬ 在弱化阿拉伯语、 扶持阿

马齐格语等本土语言的同时ꎬ 引入法语作为经贸与行政语言ꎬ 并开办了大量

使用法语教学的新式教育机构ꎬ 推广在他们看来比摩洛哥原生的阿拉伯—柏

柏尔文化更为 “先进” 的法国文化ꎬ 以此对摩洛哥人实施文化植入和文化殖

民ꎬ 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ꎬ 达到暗中同化的效果ꎮ① 西方的文化殖民的确产生

了效果ꎮ 在摩洛哥等一些阿拉伯国家ꎬ 不少人仍以讲殖民国家语言比讲阿拉

伯语流利而显耀、 自豪ꎮ
依附文化中这种崇拜权威、 盲目服从、 专制主义、 崇洋媚外、 缺乏独立

性、 自主性等特质不仅影响到了阿拉伯社会的正常发展与进步ꎬ 而且易为外

来的干涉提供可乘之机ꎮ 历史已经表明ꎬ 外部力量对阿拉伯世界的干涉与阿

拉伯世界的动荡密不可分ꎮ 例如ꎬ 在 １９９０ 年海湾战争中ꎬ 沙特等国引入和支

持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来解决阿拉伯世界的内部冲突ꎮ 又如ꎬ ２０１１ 年西亚北

非动荡之际ꎬ 一些利比亚人对北约的武装干涉表示认同ꎬ 然而十余年后的利

比亚依然深陷内部动荡与纷争之中ꎮ

六　 过度 “尊古” 不利稳定和发展

在人类社会所有族群的文化中ꎬ 均存在程度各异的 “尊古” 传统和特质ꎮ

“尊古” 文化ꎬ 顾名思义ꎬ 就是对过往历史上的辉煌时刻的记忆和回望ꎬ 而且

是念念不忘ꎮ 然而ꎬ 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角度言之ꎬ 包括制度、 文

化在内的万事万物ꎬ 均因时因势而生ꎬ 而且一直处于不断地变化和发展进程

中ꎮ 历史上曾经辉煌一时、 非常合时宜的制度和文化未必依然适宜于当下ꎮ
因为世易时移ꎬ 人类需要秉持扬弃之理念ꎬ 与时俱进地改革和创新ꎬ 才能够

实现可持续的稳定、 发展、 繁荣和进步ꎮ
就以扬弃之理念待 “古” 而言ꎬ 即对历史上造就辉煌成就的优秀制度和

文化的选择性继承和发扬ꎮ 这是因为ꎬ 传统文化有其特有的价值和意义ꎮ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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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是该民族内在的灵魂和血脉ꎬ 是该民族的身份证明ꎬ
是维系民族国家团结和统一的精神纽带ꎬ 是这个民族国家各个成员和睦相处、
携手发展的共同的精神家园ꎬ 是这个国家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ꎬ
是这个民族生生不息的不竭动力ꎮ① 显然ꎬ 如果一个民族不尊重本民族的古人

和传统ꎬ 该民族不可能健康地存在ꎬ 也不可能赢得其他民族的尊重ꎮ
正因如此ꎬ 阿拉伯人十分尊重自己的传统文化ꎬ 这一点非常值得肯定ꎮ

不过ꎬ 阿拉伯文化中的这种 “尊古” 有过犹不及之感! 许多现当代的阿拉伯

知识分子亦承认这一点ꎮ 对于阿拉伯文化中这种 “尊古” 的 “度”ꎬ 有阿拉

伯学者亦给出了自己判断: “就受过去的影响而言ꎬ 阿拉伯民族远甚于世界上

任何其他的民族人们对过去顶礼膜拜ꎬ 把过往视为未来的最佳典范ꎮ”②

在人类社会不断趋向现代化的进程中ꎬ 阿拉伯人这种过于 “尊古” 的传统并

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观ꎮ 正如有阿拉伯学者所言: “在阿拉伯伊斯兰思想领

域ꎬ 因袭前人、 因循守旧的思想仍然在排斥理性思维ꎬ 阻碍创新的仿效依然

存在ꎬ 古旧依然在同现代进行搏斗ꎮ”③

如果我们自满于传统ꎬ 认为传统是过去和未来的一切ꎬ 是无上的骄傲和

荣光ꎬ 应该以祖辈的文化遗产为据来解决今日所有的现实问题ꎻ 如果我们认

为最好的时代就是过去的时代ꎬ 只有这个民族的先贤才能拯救这个民族的当

下ꎬ 塑造这个民族的未来ꎬ 这显然有悖事实ꎮ 这种故步自封实际上也有违与

时俱进这一哲学的内在逻辑ꎮ
在当代阿拉伯—伊斯兰思想界、 文化界的杰出学者哈桑哈乃斐看来ꎬ

阿拉伯人的这种过于 “尊古” 的态度有三大特点: 伪善、 无能、 自恋ꎮ④ 他进

而深刻地指出: “传统并非是对过去的怀念和凭吊ꎬ 并非用对前人功绩的自豪与

骄傲来补偿我们在当下所受的失败之苦痛和沮丧ꎬ 进而使我们逃避现实ꎮ 对一

个民族而言ꎬ 传统的价值和意义绝非自满于过去的辉煌ꎬ 并因此衍生出极端的

民族主义情绪ꎮ”⑤ 由此ꎬ 如果一味强调过往ꎬ 过于尊古ꎬ 过于看重历史上的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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煌时期ꎬ 会弱化改革、 发展的动力和开拓创新之精神ꎮ 往往前进受阻就往后退ꎬ
走回头路ꎬ 走过往的老路ꎮ 这其实就是对现实的逃避ꎬ 是自尊和自卑双重性格

的表现ꎮ 客观而言ꎬ 任何传统文化都有其不容回避的缺陷ꎬ 都有其让人诟病的

糟粕ꎮ 阿拉伯传统文化中的封建专制思想、 等级尊卑观念、 保守僵化、 不善开

拓ꎬ 极端主义等消极成分与阿拉伯世界目前的状态不无关联ꎬ 应予以摒弃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ꎬ “基地” 组织伊拉克分支的领导人巴格达迪在伊拉克

北部重镇摩苏尔公然宣布建立 “伊斯兰国”ꎬ 并自封为 “哈里发”ꎬ 要求全世

界的穆斯林向他表示服从和效忠ꎮ① 显然ꎬ 巴格达迪企图将奥斯曼帝国覆亡后

被废止的政教合一的 “哈里发” 制度 “再度复活”ꎮ 这是阿拉伯文化中过于

尊古及其负面影响的例证ꎮ 因为 “伊斯兰国” 在教义上ꎬ 遵循的是萨拉菲主

义的逊尼派ꎻ 在信念上ꎬ 是让文明重新回到公元七世纪时的教法环境下ꎻ 在

教俗关系上ꎬ 不仅嘲弄现代ꎬ 而且反对世俗ꎬ 认为世俗化代表了社会和道德

的沦丧ꎻ 在路径上ꎬ 认为 “圣战” 的运用是合法的、 必须的ꎬ 只有 “圣战”
才能挽救伊斯兰教ꎮ 概而言之ꎬ “伊斯兰国” 的宗教信条就是要建立一个排他

的、 复古的、 一切按照它所理解的宗教信条进行统治的世界ꎮ 从本质上讲ꎬ
“伊斯兰国” 就是要用 “国家” 这一外在的形式实施复古性的统治ꎮ

任何一种文化ꎬ 如果无视其不合时宜的内容和缺陷ꎬ 则易陷入故步自封

而难以创新发展的困境之中ꎮ 对待任何传统文化ꎬ 惟有坚持 “扬弃” 之精神ꎬ
才能够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价值ꎮ 正视并批评缺点ꎬ 其目的在于取其精华ꎬ 去

其糟粕ꎮ 传统也是可以改变的ꎬ 因为改变是为了立足时代ꎬ 古为今用ꎬ 古今

结合ꎬ 推陈出新ꎮ②

就阿拉伯社会显现的某些需要改进之处ꎬ 观念与思想的落伍是其重要方

面ꎮ 滞阻阿拉伯民族走向更美好的未来的传统文化方面的弊端不能不提ꎮ 科

威特 «阿拉伯人» 杂志主编苏莱曼易卜拉欣阿斯凯里之言可谓一语中的:
“其实所谓改革ꎬ 就是要改革阿拉伯人对自身文化和宗教的理解偏差ꎬ 并非要

改革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教本身ꎮ 问题不是出在宗教信仰本身ꎬ 而是出在现

在人类对所信宗教的理解和态度上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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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俊: «美反恐陷入死循环»ꎬ 载 «光明日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８ 日ꎮ
张文珍: «传统文化须敬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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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阿拉伯—伊斯兰思想界、 文化界的杰出学者哈桑哈乃斐ꎬ 对传统

和更新亦即变革给出了自己的理解: “民族和文化责任的起点是传统ꎬ 根据时

代的需要对传统进行重新诠释则是更新ꎮ 传统是路径ꎬ 更新是目标ꎬ 功能在

于取得现实的发展ꎬ 解决其中的问题ꎬ 消除其中的障碍ꎬ 解除任何阻碍发展

的藩篱ꎮ”① 他在 «当前的阿拉伯危机» 一文中还指出ꎬ 我们的体制变得不合

时宜ꎬ 处在了历史的边缘ꎮ 当代阿拉伯世界最杰出的诗人、 思想家阿多尼斯

更是直言: “尽管全世界的穆斯林人数已超过 １５ 亿ꎬ 但今天我们却见不到有

哪一位现代伊斯兰哲学家能以他的思想和观点与西方哲学家媲美ꎮ 然而ꎬ 另

一方面ꎬ 我们却有成千上万的宗教学者ꎮ 他们没有任何改革和创新ꎬ 只知道

盲目地、 无知无觉地效仿古人ꎮ”② 西北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彭树智先生认为:
“对中东所有的穆斯林而言ꎬ 最重要的ꎬ 甚至可以说是第一位优先的课题ꎬ 就

是重新解释伊斯兰教古老纯朴的传统启示ꎬ 以决定在何种程度上、 以何种方

式去扬弃十四个世纪以来所积累的历史文化遗产ꎬ 从而适应现代化的社会发

展进程ꎮ”③

七　 结语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ꎬ 阿拉伯民族创造了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光

辉而灿烂的文化ꎮ 作为整个人类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阿拉伯文

化在积极塑造和推动阿拉伯民族更好发展的同时ꎬ 也为整个人类文化的发展、
多样化做出了重大贡献ꎮ 阿拉伯文化不仅曾在欧洲的古希腊—罗马文化与近

代文艺复兴文化之间发挥着传承作用ꎬ④ 而且从公元八世纪起ꎬ 以阿拉伯文化

为核心ꎬ 在吸收其他族群文化的相关元素的基础上形成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已经成为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文化形态ꎮ 阿拉伯字母的广泛使用在一定

程度上即是佐证ꎮ “除拉丁字母外ꎬ 阿拉伯字母是世界上使用最广的一套字

母ꎮ 使用这套字母的语言ꎬ 有波斯语、 阿富汗语、 乌尔都语和一部分突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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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柏尔语、 和马来语ꎮ”①除此之外ꎬ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传播的速度、 广度和持

续性也是其他文化难以企及的ꎮ 在这一文化中ꎬ 知识、 技术和艺术风格在广

阔的地域里反复传播ꎮ②

正如著名的美籍黎巴嫩裔阿拉伯问题学者希提所言ꎬ “在中世纪时代ꎬ 任

何民族对于人类进步的贡献ꎬ 都比不上阿拉比亚人和说阿拉伯话的各族人

民ꎮ”③ 希提所言非虚ꎬ 如下三点可一定程度上凸显这种成就和贡献的辉煌一

面: 一是阿拉伯人推动了人类贸易的进一步发展ꎮ 阿拔斯帝国时期ꎬ 阿拉伯

商人曾通过连接中国、 印度、 非洲和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国际市场ꎬ 推动来自

印度和东南亚的产品与来自西班牙和地中海地区的产品相互交换ꎮ 二是文化

的更广泛传播ꎮ 纸张为文化的更广泛传播提供了原动力ꎮ 中国的造纸术亦在

公元 ７５１ 年怛罗斯战役后进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ꎮ 到公元 ９００ 年ꎬ 纸张开始

出现在西班牙ꎬ 其时西方社会依然依赖莎草纸和羊皮纸ꎮ 在下一个世纪里ꎬ
造纸术已经传遍了整个伊斯兰世界ꎬ 生产中心位于中亚的撒马尔罕和西班牙

的巴伦西亚ꎮ④ 三是在前伊斯兰时代与定居农业无太大联系的阿拉伯人颇为罕

见地扮演了农业革命的催化剂ꎮ 八世纪初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扩张到信德后ꎬ
人类开始从属于亚热带气候的印度向肥沃新月地带、 埃及、 非洲和伊斯兰化

的西班牙移栽农作物ꎮ 稻米等粮食作物、 甘蔗、 柠檬、 酸橙、 香蕉、 椰枣树、
菠菜、 茄子以及作为工业原材料的棉花均是由阿拉伯人从印度带到了伊拉克ꎬ
然后散播到从北非到西班牙和欧洲其他地区ꎮ 阿拉伯人开启的这场农业革命ꎬ
一方面对人们的衣着、 食物以及大多数人组织其生产生活的方式均产生了至

关重要的影响ꎻ 另一方面ꎬ 与之相关的文化亦扩展到所及之境ꎮ 不仅如此ꎬ
社会经济的发展亦促进了阿拉伯艺术科学和文化在其权力所及地区的繁荣和

传播ꎮ 除诗歌和装饰艺术外ꎬ 阿拉伯人亦对哲学、 数学、 天文、 医学和化学

发展与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ꎮ
在强调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辉煌以及其促进阿拉伯民族自身发展和繁荣、

对人类文化多样化做出不可或缺贡献的同时ꎬ 亦需承认ꎬ 阿拉伯文化中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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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世界动荡的文化解读　

在可以剔除的一些糟粕ꎮ 纵观阿拉伯民族抑或阿拉伯族群的历史演进与发展

过程ꎬ 可以看到ꎬ 在作为群体存在的阿拉伯族群内部ꎬ 存在不团结甚至纷争

现象ꎮ 纳忠先生亦指明ꎬ 在阿拉伯人中间ꎬ 互相侵犯袭击之事层出不穷ꎮ 就

早期阿拉伯人的历史发展而言ꎬ 在阿拉伯人中占多数的游牧人群体ꎬ 即贝都

因人中间ꎬ 不时出现部落之间甚至部落内部的相互攫掠行为、 纷争与火并之

举ꎮ① 再如ꎬ 倭马亚族和哈希姆族的世仇根深蒂固ꎮ 早在伊斯兰教兴起前的百

余年ꎬ 两族即战祸相寻ꎬ 势不两立ꎮ② 而在伊斯兰教出现之后ꎬ 尤其是在哈里

发奥斯曼遇刺后ꎬ 在其继承人问题上ꎬ 阿拉伯人内部存在的结构性分歧ꎬ 逐

渐演变为不同部落派别间的争斗与分裂ꎬ 并最终演化为伊斯兰教内部教派间

的分化ꎮ 当下ꎬ 阿拉伯内部不同国家间战火不断ꎬ 如沙特等国在也门的军事

行动ꎬ 甚至同一国家内部不同派别间的冲突持续不断ꎬ 如利比亚内战ꎮ
不团结只是阿拉伯文化中需要扬弃的其中一个方面ꎮ 除此之外ꎬ 沙漠与

游牧文化、 部落文化、 宗教文化、 依附文化、 尊古文化中亦存在需要扬弃之

处ꎮ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ꎬ 文化方面宜剔除的糟粕绝非驱动阿拉伯世界动荡的

内在因素的全部ꎬ 有些因素甚至仅仅是最终导致动荡的潜在条件且不会必然

导致动荡情势ꎬ 亦非表明外部因素无足轻重ꎬ 更不意味着对阿拉伯伊斯兰文

化的伟大和辉煌的否定或质疑ꎬ 而是基于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热爱和崇敬

的基础上ꎬ 力图更加客观、 辩证、 理性地分析阿拉伯世界长期动荡过程中文

化在其中的角色和作用ꎬ 从而更加客观、 理性地看待和审视阿拉伯世界的传

统与现代、 历史和现实问题ꎬ 更精准地确定导致其动荡频发的内外因素ꎬ 进

而更好地促进阿拉伯世界的团结和统一ꎮ
从阿拉伯世界动荡教训可知ꎬ ２１ 世纪阿拉伯世界要实现团结、 稳定和繁

荣ꎬ 需要有一种更包容、 开放且与时俱进的阿拉伯文化ꎮ 一个团结、 统一、
稳定、 发展、 繁荣的阿拉伯世界不仅有利于阿拉伯各国人民ꎬ 也有利于我们

更好地推进中阿双方的友好合作、 共同发展ꎬ 更好地推进中阿命运共同体这

一伟大实践ꎬ 同时ꎬ 也有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 稳定、 发展和繁荣ꎮ

(责任编辑: 樊小红　 责任校对: 詹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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