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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沙特阿拉伯家族政治的合法性来源包括部族传统、 教俗

合一的政治体制ꎬ 以及麦吉里斯和舒拉原则ꎮ 在石油时代ꎬ 伴随着沙特

阿拉伯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ꎬ 家族政治呈现出法制化、 威权化和多元

化的演变趋势ꎮ 阿卜杜勒阿齐兹的直系子孙掌握国家核心政治权力、
瓦哈卜家族与沙特家族势力的此消彼长ꎬ 以及沙特家族内部的权力制

衡ꎬ 是当今沙特阿拉伯威权家族政治的重要表现ꎮ 基于沙特阿拉伯的历

史发展道路和现实发展水平ꎬ 该国家族政治尚具有一定的存在合理性和

现代化适应性ꎮ
关 键 词　 家族政治　 沙特阿拉伯　 威权政治　 王位继承

作者简介　 吴彦ꎬ 浙江大学世界历史研究所副教授 (杭州 　
３１００２８)ꎮ

家族政治表现为政治组织抑或政治利益集团成员之间的血缘色彩ꎬ 是传

统时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特征ꎬ 在现代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呈普遍衰退的趋势ꎮ
在当今世界ꎬ 家族政治延续的一个代表性地区是海湾诸国ꎬ 沙特阿拉伯则是

当今世界上最具 “家族政治” 色彩的国家ꎮ 近一个世纪以来ꎬ 王位在沙特家

族内部稳定而有序地传嬗ꎬ 沙特家族通过内部协商的方式维持家族的团结和

统一ꎬ 沙特家族成员把持着国家最重要的经济、 社会和政治权力ꎮ 中东变局

引发了中东地区长期的政治动荡ꎬ 然而ꎬ 沙特阿拉伯不仅始终维持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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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态而被视作 “中东稳定之锚”①ꎬ 更在此间历经王位继承人的多次变更、
顺利完成王位的和平交接ꎬ 并最终实现王位继承原则从兄终弟及向代际跨越

的成功转变ꎮ 沙特阿拉伯的家族政治在中东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有一定的典型

性和特殊性ꎮ
国际学界有关沙特家族及其王位继承问题的专著主要是对 ２０ 世纪沙特家

族的历史进行研究ꎮ② 对沙特家族统治的评价及其政治命运的分析ꎬ 国际学界

由于研究角度和评价标准的不同ꎬ 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ꎮ 一种观点基

于沙特阿拉伯王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和广泛实施的社会福利措施ꎬ 以及相对稳

定的政治氛围和与国际社会的广泛交往ꎬ 肯定沙特家族在经济、 社会、 政治、
宗教、 外交等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前ꎬ 这种观点在学界占

据主导地位ꎮ 至 ２０ 世纪末期ꎬ 颂扬沙特家族政权稳定性和适应性的著作和文

章已较少出现ꎬ 但仍有一些学者继续从积极视角评估沙特家族及其君主制度

的适应性ꎮ 另有一些学者对沙特阿拉伯的政治稳定和沙特家族的执政能力持消

极悲观的态度ꎬ 认为经济萧条、 社会问题激增和伊斯兰反对派的壮大埋下了沙

特家族衰落的种子ꎬ 并预测 ２１ 世纪沙特阿拉伯将出现国家和社会的严重破裂ꎬ
沙特家族将难以维持长期以来在国内外积极构建的安全和稳定的假象ꎮ③ 总体来

看ꎬ 学界对 ２１ 世纪以来沙特家族近况的考察还不够深入ꎮ④ 学界普遍强调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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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清风等: «沙特: 动荡中东的 “稳定之锚”»ꎬ 载 «环球时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４ 日ꎮ
国际学界研究 ２０ 世纪沙特家族历史和继承问题的重要著作包括: 亚历山大布莱的 «从亲王

到国王: 二十世纪沙特家族的王位继承»、 威廉鲍威尔的 «沙特阿拉伯和他的王室家族»、 萨拉伊

兹拉里的 «沙特阿拉伯的重建»、 易卜拉欣拉希德的 «两个亲王之间的斗争» 和约瑟夫克其谦的

«沙特阿拉伯的继承权» 等ꎬ 国王沙特和国王费萨尔时期是研究的重点ꎮ
实际上ꎬ 这种对于沙特阿拉伯的政治稳定和沙特家族的政治命运的不同看法始自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期ꎬ 大卫霍顿的 «沙特家族» 以麦加圣寺骚乱为结尾ꎬ 对沙特家族的统治持忧虑态度ꎮ 赛义

德阿布瑞希的 «沙特家族的兴起、 腐败和即将倒台» 以及彼得威尔逊和道格拉斯格雷厄姆的著

作 «沙特阿拉伯: 即将到来的风暴» 是这类观点的主要代表ꎬ 明确提出沙特家族必将面临一场巨大的

社会变革或革命ꎬ 政治混乱将代替以前沙特民众的顺从和沙特社会的繁荣ꎮ
约瑟夫克其谦的 «阿拉伯君主国的权力和继承»、 马克维斯顿的 «先知和亲王: 沙特阿

拉伯从穆罕默德到现在» 和斯蒂格斯丁斯里的 «沙特阿拉伯的政权稳定: 继承的挑战» 是研究沙特

家族统治的最新著作ꎬ 对 ２１ 世纪初沙特家族的统治和继承问题有所涉及ꎬ 但缺乏深入考察和分析ꎬ 结

论尚且处于不确定的状态ꎮ 中国学者对沙特阿拉伯历史的研究起步较晚ꎬ 且相比对中东其他大国如伊

朗、 土耳其等的研究也比较薄弱ꎮ 目前ꎬ 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落后于西方学界ꎬ 赵国忠的 «沙特家族

化治国模式»、 毕健康的 «沙特阿拉伯国家构建与王位继承» 和 «沙特阿拉伯王位继承问题刍论»、 吴

彦的 «沙特阿拉伯政治现代化进程研究» 的部分章节曾对世纪之交沙特家族的统治和继承问题有过论

述ꎬ 尚存在系统梳理和深入考察的巨大空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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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家族政治的传统性和宗教性ꎬ① 对现代化背景下沙特家族政治的演变趋

势及其对沙特阿拉伯现代化进程之影响的认识相对不足ꎮ 本文试图结合沙

特阿拉伯家族政治的合法性来源ꎬ 即部族传统、 教俗合一的政治体制ꎬ 以

及麦吉里斯和舒拉原则ꎬ 考察沙特阿拉伯家族政治 ３ 个方面的演变特征ꎬ
即法制化、 威权化和多元化ꎬ 进而探讨沙特家族政治的现状及其发展

趋势ꎮ

家族政治的法制化

１８ 世纪初ꎬ 广大的游牧部族和微小的绿洲定居点构成阿拉伯半岛腹地纳

季德地区的主要政治势力ꎬ 各种形式的部族酋长国是这一地区最普遍的政治

组织形态ꎮ② 纳季德地区主要的定居点都是相对独立的政治实体ꎬ 部族属性和

分裂割据是纳季德定居点政治体制的主要特征ꎮ 酋长家族因其祖先建立了该

定居点或者因其强大而从定居点建立者后裔的手中夺取了酋长职位ꎬ 从而获

得对该定居点的所有权和统治权ꎮ 酋长所在的部族具有维持酋长国国内秩序、
保护民众、 对外敌作战的责任和权威ꎮ 酋长国没有明确的国界ꎬ 它的领土与

它属下的部族在某一特定时期放牧的地域相对应ꎮ 酋长国的统治依赖于不牢

固的私人协约或临时约定ꎬ 各部族根据它们的需求和利益随时加入或离开酋

长国ꎮ
沙特家族政权起源于德拉伊叶酋长国家ꎬ 部族传统构成沙特阿拉伯家族

政治的历史合法性来源ꎮ 沙特家族通常被视作阿拉伯半岛北部因饲养骆驼而

著名的阿纳宰游牧部族的分支ꎮ １８ 世纪初ꎬ 沙特本穆罕默德本米克

０５

①

②

学界普遍认为ꎬ 沙特家族政权的稳定依赖于一种传统的权威、 经济的繁荣和鼓励顺从统治者的

伊斯兰传统的结合ꎮ 这种观点在艾曼亚斯尼的 «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宗教和国家»、 赫尔布的 «家族就

是一切: 中东君主国的绝对主义、 革命和民主» 和高斯的论文 «阿拉伯半岛君主制的留存: 一种比较分

析» 中得到详细的论述ꎮ 斯蒂芬施瓦兹的 «伊斯兰教的两面: 沙特家族从传统到恐怖» 通过对沙特家

族政权与伊斯兰教之间关系的论述ꎬ 将沙特家族政权定义为 “独裁政治”ꎮ 马蒙芬迪的 «沙特阿拉伯

和政见分歧» 将沙特家族政权定义为一种 “伊斯兰家族主义的霸权”ꎮ 沙特阿拉伯教俗合一的政治体制

是国内学界研究的主要课题ꎬ 相关的论文主要包括: 王铁铮的 «论沙特阿拉伯的政教联盟»、 王彤的

«沙特阿拉伯王国君主制的伊斯兰特征»、 吕翊欣的 «浅谈瓦哈比教与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政权的互动»、
马小红的 «沙特王族君主制的伊斯兰性» 和 «乌里玛与保持君主制的伊斯兰性»ꎮ 这些论文认为沙特家

族通过教俗合一的政治制度维持了王国的长治久安ꎬ 并且推动了王国的政治发展和现代化进程ꎮ
Ｊｏｓｅｐｈ Ｋｏｓｔｉｎｅｒꎬ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１９１６ － １９３６ ):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ｅｆｔａｉｎｃｙ ｔｏ Ｍｏｎ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３ꎬ ｐ ４



沙特阿拉伯家族政治的演变特征　

林出任德拉伊叶埃米尔ꎬ 沙特家族政权由此发端ꎮ① 德拉伊叶是纳季德中部的

一个小型定居点ꎬ 由邻近的几个村庄所组成ꎬ 居民总数不超过 ７０ 户ꎮ② 沙特

家族埃米尔行使对德拉伊叶定居点的政治领导权并向其居民征收贡赋ꎬ 同时

肩负着保护定居点免受外敌攻击的责任ꎬ 绿洲居民则承担缴纳贡赋和为埃米

尔提供军事力量的义务ꎮ 沙特家族的统治长期延续部族政权的传统形式ꎬ 即

使是在第一沙特国③的鼎盛时期ꎬ 沙特家族政权虽已基本统一了纳季德地区ꎬ
然而纳季德各地原有的部族首领仍旧控制各自的绿洲和牧场ꎬ 战利品的劫掠

和分享构成联结沙特家族政权与众多部族群体的纽带ꎮ 一旦沙特家族政权的

扩张停止ꎬ 贝都因部族就各行其是ꎮ 阿卜杜勒阿齐兹本阿卜杜勒拉

赫曼重建沙特家族政权以后ꎬ 沿袭纳季德地区的酋长国传统ꎬ 采用埃米尔的

政治称谓ꎮ 沙特国家共包含大约 ５０ 个地位较高的部族埃米尔和几百个次要的

部族及其分支的谢赫④ꎮ 沙特家族以联姻为手段ꎬ 将有重大影响力的部族势力

纳入沙特家族的权力集团ꎮ 沙特酋长国统治的实质是建立在各主要部族联合

之基础上的家族政治ꎮ 阿拉伯部族承认沙特家族统治者的政治权力在部族组

织之上ꎬ 但他们 “对国家的忠诚并非国家主义的ꎬ 而是对沙特家族的忠

诚”⑤ꎬ 家族政治与部族政治合二为一ꎮ
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君主制的强化是沙特家族政权克服血缘传统、 部族结

构和地域差异的政治手段ꎮ 阿卜杜勒阿齐兹征服希贾兹地区以后ꎬ 延续当

地的君主制传统ꎬ 于 １９２６ 年 １ 月 ８ 日在麦加就任 “希贾兹的国王” 并获得效

忠ꎮ⑥ １９２６ 年 ８ 月 ３１ 日ꎬ 阿卜杜勒阿齐兹颁布 «希贾兹王国约法»ꎬ 规定

“希贾兹王国是具有明确边界线的整体ꎬ 不能以任何方式加以分割ꎮ 希贾兹王

国是设有咨议机构的君主国和伊斯兰国家ꎬ 在内外事务上具有独立自主的权

１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Ｍａｒｋ Ｗｅｓｔｏｎꎬ Ｐｒｏｐｈｅ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ｅｓ: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ｆｒｏｍ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ꎬ Ｊｏｈｎ Ｗｉｌｅｙ ＆
Ｓｏｎｓꎬ Ｉｎｃ 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９１

Ｍａｄａｗｉ Ａｌ － Ｒａｓｈｅｅｄꎬ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２ꎬ
ｐ １５

沙特阿拉伯的历史共分为 ３ 个阶段: 第一沙特国 (１７２６ ~ １８１８ 年)、 第二沙特国 (１８２４ ~
１８９１ 年) 和第三沙特国 (１９０２ 年至今)ꎮ

Ｍｏｒｄｅｃｈａｉ Ａｂｉｒꎬ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ａｎｄ ｔｈｅ Ｇｕｌｆ Ｃｒｉｓｉｓ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１９９３ꎬ ｐ ５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Ｎａｔａｓｈａꎬ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Ｇｕｉｄｅ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 Ｄ Ｃ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ꎬ １９９９ꎬ ｐｐ ７４ － ７５

Ａｓｋａｒ Ｈ ａｌ － Ｅｎａｚｙꎬ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Ｉｂｎ Ｓａｕｄ ａｎｄ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Ｐｏｌｉｃｙꎬ １９１４ －
１９２７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０ꎬ ｐ 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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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ꎮ 希贾兹王国受到阿布杜勒阿齐兹本沙特国王陛下的全权管辖ꎬ 国

王陛下受到沙里亚法的约束”①ꎮ «希贾兹王国约法» 是沙特阿拉伯第一份规

定国家政体和君主权力的法律文件ꎮ １９２７ 年 ５ 月 ２０ 日ꎬ 阿卜杜勒阿齐兹与

英国签订 «吉达条约»ꎬ 英国承认阿卜杜勒阿齐兹占有地区的 “完全和绝对

的独立”②ꎬ 沙特阿拉伯成为独立的民族国家ꎮ １９３２ 年 ９ 月 １８ 日ꎬ 阿卜杜

勒阿齐兹颁布第 ２ ７１６ 号国王敕令: “希贾兹、 纳季德王国及其归属地区改

名为 ‘沙特阿拉伯王国’ꎬ 我的称号为 ‘沙特阿拉伯王国国王’”③ꎬ 这一敕令

标志着沙特阿拉伯王国中央集权政治及其君主制度的正式建立ꎮ
在石油时代ꎬ 伴随着沙特阿拉伯的政治改革进程ꎬ 关于君主制和王位继

承的法律规定逐步建立ꎮ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ꎬ 沙特家族内部的 “自由亲王”
集团提倡宪政改革ꎬ 曾向国王沙特提交一份宪法草案ꎬ 包含 “沙特阿拉伯是

大阿拉伯民族范围内的一个领土不可分割的伊斯兰教主权国家ꎻ 国家实行立

宪君主制ꎬ 限制国王的权力ꎬ 扩大大臣会议的权限ꎻ 沙特王位继承人应从先

王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家族成员中遴选”④ 等内容ꎬ 却终未获得批准ꎮ 历经国

王费萨尔、 哈立德和法赫德时期的现代化进程ꎬ 国王法赫德于 １９９２ 年颁布

«政府基本法»ꎬ 在法制层面明确规定: “沙特阿拉伯实行君主制的政治制度ꎬ
国家的统治者出自开国君主阿卜杜勒阿齐兹本阿卜杜勒拉赫曼费

萨尔沙特的儿子及其后裔ꎬ 他们之中最正直的人将按照 «古兰经» 和先知

的逊奈获得效忠”⑤ꎮ «政府基本法» 的规定在沙特阿拉伯家族政治的发展史

上开创了 ３ 个法制性的先例ꎬ 即 “国王有权颁布王室法令指定和免职王储”⑥、
承认 “至少 ６０ 个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孙辈是合法的王权继承人”⑦ꎬ 以及将非

阿卜杜勒阿齐兹直系子孙的旁系家族成员排除在王位继承权之外ꎮ «政府基

２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Ａｌｅｘｅｉ Ｖａｓｓｉｌｉｅｖꎬ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０ꎬ
ｐ ２９５

Ｉｂｉｄ ꎬ ｐ ２７５
Ｗｉｌｌａｒｄ Ａ Ｂｅｌｉｎｇꎬ Ｋｉｎｇ Ｆａｉｓ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Ｃｒｏｏｍ Ｈｅｌｍꎬ

１９８０ꎬ ｐ ３０
Ｐｅｔｅｒ Ｗ Ｗｉｌｓｏｎ ａｎｄ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Ｆ Ｇｒａｈａｍꎬ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Ｔｈｅ Ｃｏｍｉｎｇ Ｓｔｏｒｍꎬ Ａｒｍｏｎｋꎬ Ｎ Ｙ :

Ｍ Ｅ Ｓｈａｒｐｅꎬ １９９４ꎬ ｐｐ ５０ － ５１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Ｌａｗ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５ꎬ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ｂꎬ ｉｎ Ｊｏｓｅｐｈ Ａ Ｋｅｃｈｉｃｈｉａｎꎬ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ꎬ ２００１ꎬ ｐ ２１０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Ｌａｗ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ꎬ Ａｒｔｉｃｌｅ ５ꎬ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ꎬ ｉｎ Ｊｏｓｅｐｈ Ａ Ｋｅｃｈｉｃｈｉａｎ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２１０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Ｎａｔａｓｈａ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８３



沙特阿拉伯家族政治的演变特征　

本法» 规定王位继承人的挑选原则是个人的能力和品行ꎬ 而非年龄和资历ꎮ
«政府基本法» 规定权位传承的具体法律程序是 “国王死后王储将接管所有的

王权直至他获得效忠”①ꎬ 即王储在国王死后并非自动继位ꎬ 而只是作为临时

的统治者ꎬ 直到获得家族的承认和效忠并被拥立为国王ꎮ 王位继承权属于阿

卜杜勒阿齐兹的直系子孙、 非长子继承的制度和沙特家族拥有王位继承人

的最终决定权是维持沙特家族政治的必要条件ꎬ «政府基本法» 关于君主制和

王位继承制度的规定是沙特家族政治法制化的重要成果ꎮ
国王阿卜杜拉 ２００６ 年颁布的 «效忠委员会法» 进一步完善了沙特阿拉伯

家族政治的法律框架ꎮ 该法律规定成立 “效忠委员会”ꎬ “由国王伊本沙

特②的儿子和孙子组成”③ꎮ 关于王储的选择ꎬ «效忠委员会法» 规定: “国王

在与效忠委员会成员商议后ꎬ 选择 １ ~ ３ 名王储候选人并提交给效忠委员会ꎬ
由效忠委员会指定其中一人或者另选他人作为王储”④ꎻ “国王可以在任何时

候要求效忠委员会指定一名王储候选人ꎻ 若国王否决了委员会的提名ꎬ 委员

会将对国王提名的人选和委员会提名的人选进行投票选举ꎬ 获多数票的候选

人将成为王储”⑤ꎮ «效忠委员会法» 还规定ꎬ 效忠委员会有权根据医疗委员

会报告的国王健康状况ꎬ 批准王储暂时替代国王执政或是取代国王继承王

位ꎮ⑥ 当医疗委员会报告国王和王储均因健康状况暂时失去执政能力时ꎬ 效忠

委员会就会组建 “临时王室议会” 暂行国家权力ꎬ 直至国王和王储中的一人

恢复健康ꎮ⑦ 当医疗委员会报告国王和王储均因健康状况永久失去执政能力或

者同时死亡的时候ꎬ 就会由 “临时王室议会” 暂时管理国家ꎬ 效忠委员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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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国王伊本沙特的子孙中挑选一人继任王位ꎮ① «效忠委员会法» 以法律的

形式确定沙特家族政治机构 “效忠委员会” 拥有决定王储人选甚至废立国王

的最高政治权力ꎮ 在 «政府基本法» 规定沙特阿拉伯王位继承权属于国王阿

卜杜勒阿齐兹直系子孙的基础上ꎬ «效忠委员会法» 进一步规定王位继承人

的决定权属于由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直系子孙组成的 “效忠委员会”ꎬ 这项

规定最终以法律的形式将沙特家族非阿卜杜勒阿齐兹系的成员排除在国家

核心政治权力之外ꎮ
综上ꎬ 从沙特家族政治的缘起、 发展乃至法制化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

沙特阿拉伯家族政治缘起于根深蒂固的部族传统ꎬ 与阿拉伯半岛闭塞的地理

位置和恶劣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ꎬ 亦是纳季德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长期相对

停滞的历史产物ꎮ 酋长国时代阿拉伯半岛上的阿拉伯人分别属于各自的部族ꎬ
血缘关系及共同的经济利益ꎬ 特别是土地和水源的共有权构成维系部族制度

的基本纽带ꎮ 每个部族按照父系的原则划分为若干家族居住区ꎬ 家族构成财

产占有的基本单位ꎮ 部族社会中个体成员的生存、 认同和福利都与其部族和

家族密切联系在一起ꎮ② 个体成员的婚姻关系、 社会地位及其他的社会关系ꎬ
大体上由其部族和家族的归属所决定ꎮ 前石油时代ꎬ 根源于部族传统的广泛

存在和中央集权政治的缺乏ꎬ 沙特阿拉伯家族政治以埃米尔制和苏丹制为外

在形式长期延续ꎮ 石油时代以来ꎬ 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

提供了政治权力国家化的历史基础ꎬ 以君主制为核心的家族政治构成政治权

力国家化的重要载体ꎮ 家族政治在法制化进程中对君主制度、 王权归属和王

权继承原则的规定和逐步完善ꎬ 是政治权力国家化的客观需要ꎬ 同时也是维

持沙特家族经济、 社会和政治权力的重要保障ꎮ

家族政治的威权化

前瓦哈比时代ꎬ 德拉伊叶的沙特家族政权与纳季德其他定居点的政权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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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差别ꎮ １７４４ 年ꎬ 沙特家族的埃米尔穆罕默德本沙特与伊斯兰教瓦哈比

派的创始人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瓦哈卜缔结盟约: “穆罕默德本沙

特将对不信者圣战ꎻ 作为回报ꎬ 穆罕默德本沙特将成为穆斯林共同体的

领袖ꎬ 而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瓦哈卜将成为宗教事务的领导人”①ꎬ 教

俗合一的瓦哈比派沙特国家由此诞生ꎮ 新兴的瓦哈比派沙特政权强调宗教立

国和治国的政治原则ꎬ 提倡净化信仰的瓦哈比派宗教思想成为沙特家族政权

对外扩张的意识形态工具ꎬ 圣战与天课是沙特家族巩固统治和扩大影响的两

大支柱ꎮ １７９２ 年ꎬ 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去世ꎬ 沙特家族埃米尔阿卜杜

勒阿齐兹继任瓦哈比派伊玛目ꎬ 教俗合一政治体制正式确立ꎮ 从 １８０７ 年

起ꎬ 沙特家族统治者沙特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主持一年一度的麦加朝觐

仪式ꎮ 瓦哈比派穆斯林接受沙特家族作为 “合法的世袭的伊斯兰教统治

者”②ꎬ 宗教的顺从与政治的服从合二为一ꎮ 阿卜杜勒阿齐兹重建沙特国家

以后ꎬ 自任沙特国家的埃米尔并尊其父阿卜杜勒拉赫曼为瓦哈比派伊玛目ꎮ
阿卜杜勒拉赫曼去世以后ꎬ 阿卜杜勒阿齐兹身兼埃米尔和瓦哈比派伊玛

目双重职务ꎬ 再次确立了教俗合一的政治体制ꎮ “宗教消除了族群之间的互相

竞争和互相嫉妒ꎬ 把他们统一在信仰真理的大方向上”③ꎬ 沙特家族政治与纳

季德地区其他酋长国的统治从根本上区别开来ꎮ 教俗合一的政治体制为沙特

家族政治提供了区别于传统部族政治的宗教合法性来源ꎮ
在前石油时代ꎬ 沙特阿拉伯家族政治的重要特征是瓦哈卜家族与沙特家

族的权力分享ꎮ 瓦哈卜家族享有国家的最高宗教权威ꎬ 沙特家族则掌握着国

家的最高政治权力ꎮ 瓦哈比派沙特国家建立之初ꎬ 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

拥有绝对的宗教权威ꎬ 他既是宗教学者和宗教法官ꎬ 又是圣战的组织者和政

治生活的重要参与者ꎮ 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之子阿卜杜拉本穆罕默

德阿卜杜勒瓦哈卜继任沙特国家的宗教领导人以后ꎬ 写作了大量反对什

叶派信仰的宗教著述ꎬ 支持沙特家族的进一步扩张ꎮ 以瓦哈卜家族为首的瓦

哈比派欧莱玛的广泛政治参与构成第一沙特国的明显特征ꎮ １９ 世纪初穆罕默

德阿里征服阿拉伯半岛以后ꎬ 曾处死包括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的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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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尼斯] 伊本赫勒敦: «历史绪论»ꎬ 李振中译ꎬ 宁夏人民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版ꎬ 第 ２０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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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莱曼本阿卜杜拉在内的许多瓦哈卜家族重要成员ꎬ① 且将瓦哈卜家族的

一个重要分支整体放逐到埃ꎬ② 导致第二沙特国时期瓦哈卜家族的规模和势力

大为缩减ꎮ 第三沙特国建立初期ꎬ 阿卜杜勒阿齐兹恢复沙特家族与瓦哈卜

家族的联盟ꎬ 邀请瓦哈卜家族后裔阿卜杜拉本穆罕默德本阿卜杜
拉提夫谢赫领导国家的宗教活动ꎮ 阿卜杜勒阿齐兹和瓦哈卜家族宗教权威

共同倡导伊赫瓦尼运动ꎬ 致力于重建一种可以对抗部族认同的广泛的宗教认同ꎮ
伊赫瓦尼运动要求顺从埃米尔和伊玛目ꎬ 以此确立沙特家族政权的宗教政治合

法性ꎮ 与此同时ꎬ 以瓦哈卜家族为首的欧莱玛集团作为经训的诠释者和教法的

执行者ꎬ 构成联系国家与民众的中介和纽带ꎬ 具有广泛的政治影响ꎮ
瓦哈卜家族和沙特家族分别掌握国家的教权与俗权ꎬ 是沙特国家重要的

历史传统和政治原则ꎮ 瓦哈卜家族作为瓦哈比派伊斯兰教的精神支柱和沙特

国家的宗教权威ꎬ 在沙特阿拉伯的政治和社会中享有特殊的威望和地位ꎬ 是

沙特阿拉伯仅次于沙特家族的家族势力ꎮ 瓦哈卜家族的重要成员从沙特国家

建立起ꎬ 就一直辅佐沙特家族首领掌管国家的宗教生活ꎮ 从伊本阿卜杜

勒瓦哈卜到现在的大穆夫提阿卜杜勒阿齐兹本阿卜杜拉谢赫ꎬ 至

少有 １５ 位瓦哈卜家族成员担任过沙特阿拉伯宗教领导集团中最重要的职位ꎮ③

然而ꎬ 历经 ３ 个多世纪以来沙特国家的发展ꎬ 瓦哈卜家族与沙特家族的势力

呈现此消彼长的明显趋势ꎮ
首先ꎬ 瓦哈卜家族与沙特家族婚姻形态之区别导致家族政治的人口生态

出现较大差异ꎮ 在瓦哈比派沙特国家几个世纪的历史中ꎬ 瓦哈卜家族成员通

常只有一个妻子ꎬ 或者最多有两个妻子ꎮ④ 沙特家族成员则采用一夫四妻和边

娶边离的方式ꎬ 与沙特阿拉伯境内的众多部族联姻ꎮ 第三沙特国家建立者阿

卜杜勒阿齐兹曾与 ３０ 多个部族联姻ꎬ 沙特家族共包括 ３ ０００ 至 ５ ０００ 名亲

王ꎮ⑤ 婚姻形态之区别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瓦哈卜家族后代数量有限而沙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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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后裔人数众多ꎬ 沙特家族的庞大规模是其势力强大进而在教俗合一家族政

治中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重要因素ꎮ 婚姻形态之区别所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

沙特家族通过联姻的方式与国内重要的部族建立起广泛的血缘联系ꎬ 进而成

为一个拥有诸多重要支系的庞大的血缘集团ꎮ 沙特家族通过联姻和血亲关系

缔结的政治盟友远远超越了瓦哈卜家族的范围ꎬ 瓦哈卜家族在家族政治模式

中的地位下降ꎮ 吉鲁维和苏德里等众多部族成为沙特家族政权的重要支柱ꎬ
沙特阿拉伯家族政治的世俗色彩日益增强ꎮ

其次ꎬ 瓦哈卜家族成员的职业变化是教俗合一政治体制中瓦哈卜家族势

力逐渐缩小的重要因素ꎮ 传统上ꎬ 瓦哈卜家族成员通过父子相传的宗教教育ꎬ
对瓦哈卜派伊斯兰教和罕百里派教法学原则有精深的研究ꎬ 主要从事与宗教

和法律相关的职业ꎮ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开放ꎬ 瓦哈卜家族成员的职业构成和

生存方式有所改变ꎬ 一些瓦哈卜家族成员选择了宗教职业之外的个人发展前

景ꎮ 例如ꎬ 阿卜杜拉赫曼谢赫是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具有极端倾向的政治家ꎬ
阿卜杜拉本阿卜杜拉赫曼谢赫担任沙特阿拉伯的将军ꎮ 从 ２０ 世纪三

四十年代开始ꎬ 沙特阿拉伯的高级宗教职位不再由瓦哈卜家族所垄断ꎮ １９５７
到 １９６２ 年沙特阿拉伯的 １２ 名欧莱玛领导人中ꎬ 只有 ３ 人是瓦哈卜家族成员ꎮ
１９７０ 年大穆夫提穆罕默德本易卜拉欣本阿卜杜拉提夫谢赫去世

以后ꎬ 瓦哈卜家族成员担任宗教权威者的数量进一步减少ꎮ
事实上ꎬ 沙特家族政治威权化的特点与该国独特的政治体制有密切关系ꎮ

沙特以 «古兰经» 为宪法ꎬ «政府基本法» 亦明确规定沙特家族的政治权力

来源于 «古兰经» 和 “圣训”ꎬ 瓦哈比派信仰和伊斯兰教法构成教俗合一家

族政治的法理基础ꎮ 沙特家族以 “保护伊斯兰教和保卫圣城ꎬ 维护伊斯兰教

法的神圣地位” 为名进行统治ꎬ 以瓦哈卜家族为首的欧莱玛集团是沙特家族

宗教政治合法性的主要维护者ꎮ 然而ꎬ 沙特阿拉伯的家族政治无疑包含宗教

与世俗的双重元素ꎮ 伊赫瓦尼运动的转向及其对沙特家族权力的挑战ꎬ 深刻

地影响了教俗合一家族政治的性质和基调ꎮ① 瓦哈比派在信仰和行动层面实际

上分裂为官方与民间两大阵营ꎮ 伊赫瓦尼叛乱的失败在实际上确立了沙特阿

拉伯教俗合一体制中俗权凌驾于教权之上的政治原则ꎮ 伊赫瓦尼叛乱被成功

７５

① 关于伊赫瓦尼运动的内容ꎬ 详见吴彦: «沙特阿拉伯伊赫瓦尼运动初探»ꎬ 载 «世界宗教研

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４７ ~ １５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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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压以后ꎬ 沙特家族表现出控制宗教权力的强烈倾向ꎮ 瓦哈卜家族为首的欧

莱玛集团丧失了他们曾经享有的有限自主权ꎬ 其权力局限于对有关伊斯兰宗

教仪式和技术革新的事务发表意见ꎮ
沙特阿拉伯王国建立以后ꎬ 加强中央集权和促进社会整合成为沙特政权

首要的历史任务ꎬ 政府机构的完善和官僚政治的发展则是强化君主制度和整

合社会的重要手段ꎮ 至 １９５３ 年底ꎬ 沙特阿拉伯的政府体系基本建立ꎬ 中央机

构和地方政府的关键职位完全掌握在沙特家族手中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大臣会

议由 ９ 人组成ꎬ 其中 ８ 人出自沙特家族ꎮ① 在费萨尔时代ꎬ 沙特行政机构改革

的历史后果之一是宗教机构的官方化和欧莱玛的官僚化ꎬ 瓦哈比派宗教权威

的独立地位和自主权限日渐丧失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ꎬ 朝觐与瓦克夫事务部成

立ꎻ １９７０ 年ꎬ 司法部成立ꎻ １９７５ 年ꎬ 高等教育部成立ꎮ 传统上由宗教势力掌

管的朝觐、 教产、 司法和教育等领域陆续被纳入中央政府机构的管辖ꎬ 受到

沙特家族的直接控制ꎮ 世俗法律的引进和世俗教育的开展更加侵蚀了宗教权

威执行司法权力和掌控教育事务的范围ꎮ 大穆夫提是沙特阿拉伯最高的宗教

和法律权威ꎬ 历来由瓦哈卜家族成员出任ꎬ 其权力和影响在教俗合一政治体

制中仅次于国王ꎮ 沙特阿拉伯王国建立初期ꎬ 大穆夫提领导着一个由１０ ~ １５
名欧莱玛组成的非正式机构ꎬ 在利雅得帮助国王治理国家ꎮ② １９７０ 年ꎬ 大穆

夫提穆罕默德本易卜拉欣谢赫去世ꎬ 国王费萨尔借机废除大穆夫提职

位并创建一系列重要的宗教机构ꎬ 意在分散浓缩于大穆夫提之手的欧莱玛集

团的权力ꎮ １９７１ 年ꎬ 国王费萨尔建立 “欧莱玛长老委员会” 作为官方瓦哈比

派的最高宗教机构和沙特阿拉伯伊斯兰法的最高权威ꎬ 任命非瓦哈卜家族的

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拉本巴兹担任领导ꎮ １９９３ 年ꎬ 国王法赫

德恢复大穆夫提职位ꎬ 任命非瓦哈卜家族的阿布杜勒阿齐兹本阿布杜

拉本巴兹担任该职并以部长的身份加入大臣会议ꎬ 宗教领袖正式并入王

国的行政体制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尽管沙特家族重新任命瓦哈卜家族成员担任大穆夫

提ꎬ 但两个家族的权力分割和权势对比与瓦哈卜时代已有根本之区别ꎮ “伊
本阿卜杜勒瓦哈卜去世两个世纪之后ꎬ 他的后裔瓦哈卜家族成为君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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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辩护人”①ꎮ 欧莱玛虽继续享有沙特家族政治权威对他们形式上的尊敬ꎬ
但在政治决策进程中的地位逐步被边缘化ꎬ 对沙特家族有悖于沙里亚的法规

和行为亦视而不见ꎮ
总之ꎬ 在石油时代ꎬ 沙特阿拉伯家族政治呈现出威权化的演变特征ꎬ 即

从传统部族政治向 “发展的独裁模式” 之家族威权政治逐步发展ꎬ 主要表现

为瓦哈卜家族与沙特家族的权力分享向沙特家族权力独大的发展趋势ꎬ 以及

政府机构改革进程中沙特家族的教俗权力垄断趋势ꎮ 石油财富的膨胀和经济

社会现代化的发展ꎬ 为沙特家族政治威权化提供了历史条件与基础ꎮ 政府职

能的强化和官僚政治的完善ꎬ 构成沙特阿拉伯家族政治威权化的现实途径ꎮ
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中公共权力的角逐和演变ꎬ 瓦哈卜家族与沙特家族的权势

差异日趋显见ꎬ 欧莱玛集团在教俗合一政治体制中的地位亦逐渐下降ꎮ

家族政治的多元化

在阿拉伯半岛的传统历史环境中ꎬ 家族是阿拉伯部族社会内部更加紧密

且牢固的政治单元ꎬ 部族领导权实际上属于具有特殊谱系和血统的核心家族ꎬ
部族酋长 (或埃米尔) 由核心家族的谢赫 (长老) 出任ꎮ 在部族内部ꎬ 酋长

是家长式的首领和经济社会活动的组织者ꎬ 具有决定部族迁徙、 分配牧场和

水源及各个家族宿营地的职责ꎮ 同时ꎬ 酋长也是部族内部各家族之间矛盾纠

纷的仲裁者ꎬ 是执行部族习俗的监督者ꎮ 酋长职位的继承权通常属于酋长的

长子ꎬ 然而其他幼子甚至是酋长的远房侄子也可以获得继承权ꎮ② 酋长职位继

承权和继承程序的不确定性是大部分纳季德定居点中酋长家族不同分支之间

权力争斗频繁发生的重要原因ꎮ 这种争夺权力的家族内讧从一开始就与沙特

家族政权相伴ꎬ 第二任德拉伊叶埃米尔栽德本马卡姆就因家族内部的斗

争而被谋杀ꎮ③ 第一沙特国时期ꎬ 父死子继和长子继承的原则保障了埃米尔职

位在沙特家族内部传承的有序和稳定ꎮ 然而ꎬ 第二沙特国时期ꎬ 因沙特家族

不同分支的亲王或同父异母的兄弟相互争斗ꎬ 埃米尔权位继承呈无序状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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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５ꎬ ｐ １４７

Ｕｗａｉｄａｈ Ｍｅｔａｉｒｅｅｋ Ａｌ － Ｊｕｈａｎｙ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７６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ｏｗｅｌｌꎬ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ｏｙａｌ Ｆａｍｉｌｙꎬ Ｌｙｌｅ Ｓｔｕａｒｔ Ｉｎｃ ꎬ １９８２ꎬ ｐ 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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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曼帝国、 英国和杰贝勒沙马尔国等外部势力趁机插手ꎬ 家族内讧导致第

二沙特国陷于长期动荡直至崩溃ꎮ 沙特阿拉伯王国建立后ꎬ 阿卜杜勒阿齐

兹指定他在世的最年长的儿子沙特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为继承人ꎬ 而他

的兄弟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则提名自己的儿子哈立德本穆

罕默德为候选人ꎬ 并对阿卜杜勒阿齐兹企图将王位继承权限制在他自己后

代中的行为感到愤怒ꎮ① 哈立德本穆罕默德 １９３９ 年死于一场车祸ꎬ 穆罕

默德本阿卜杜勒拉赫曼于 １９４３ 年 ７ 月去世以后ꎬ 沙特家族旁系支族已

无力挑战阿卜杜勒阿齐兹后裔的继承权ꎮ
阿卜杜勒阿齐兹的直系男性后裔约有 ４００ 人ꎮ② 沙特王国的王位继承采

取王储制ꎬ 协商和公议是家族政治的程序合法性来源ꎮ 沙特家族政权的政治协

商具有双重历史基础ꎬ 即阿拉伯部族社会的麦吉里斯和伊斯兰传统的舒拉原则ꎮ
在漫长的中世纪ꎬ 尽管部族首领谢赫具有家长式权威ꎬ 然而其所做的所有重要

决定必须获得部族长老会议 “麦吉里斯” 的支持ꎬ 部族成员有权在麦吉里斯发

表意见ꎮ 舒拉原则是伊斯兰政治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古兰经» 第 ４２ 章专以

“舒拉” 为题ꎬ 规定 “他们的事务ꎬ 是由协商而决定的” (４２ ﹕ ３８)③ꎮ «古兰

经» 明确要求先知穆罕默德 “当与他们商议公事” (３ ﹕ １５９)④ꎬ 麦地那诸哈

里发亦通过舒拉的方式继承权位和决定温麦内部的重大事务ꎮ 沙特家族政治

以部族政权为历史起点ꎬ 部族之间的协商和家族内部的协商构成沙特国家重

要的政治原则ꎮ 沙特国家强调伊斯兰传统的舒拉原则ꎬ 瓦哈卜家族领导的瓦

哈比派欧莱玛长期享有广泛的政治参与ꎬ 家族内部以及家族之间的协商成为

舒拉原则的延伸和表征ꎮ
沙特家族协商机构的发展经历了多元化的历史进程ꎮ 在国王沙特与王储

费萨尔权力之争的危急时刻ꎬ 沙特阿拉伯首先诞生的协商机构是 “王室长老

委员会”ꎮ “王室长老委员会” 由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儿子、 少数沙特家族次

要分支ꎬ 以及重要部族的代表所组成ꎬ 具体的成员和人数不定ꎬ 无常设机构

和固定会期ꎮ “王室长老委员会” 按照协商和公议的原则实施沙特家族的 “集

０６

①

②
③
④

Ｔａｌａｌ Ｋａｐｏｏｒꎬ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Ｐａｒｔ ｏｎｅ)”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ａｔａｒａｂｉａ
ｃｏｍ / ｒｏｙａｌｓ / ｖｉｅｗ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ｄｏ? ｉｄ ＝ ６１９ꎬ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０３

Ａｂｂａｓ Ｋｅｌｉｄａｒ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２４
«古兰经»ꎬ 马坚译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１９８１ 年版ꎬ 第 ３７５ 页ꎮ
同上书ꎬ 第 ５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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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领导权”ꎬ 对国王废立、 王储遴选、 王室矛盾调解以及其他关系到家族、 国

家命运的诸多重大决策起着关键性作用ꎮ① 在国王费萨尔统治时期ꎬ 他通过国

王定期与非正式的王室长老委员会商议的方式ꎬ 加强了沙特家族资深成员在

政治决策中的核心地位ꎮ 国王哈立德统治时期和国王法赫德统治初期ꎬ 王室

长老委员会在协调 “吉鲁维 －沙马尔系” 与 “苏德里系” 的权力斗争方面发

挥了积极作用ꎮ 然而ꎬ 随着沙特家族老一代资深成员年事已高或相继离世ꎬ
沙特家族内部的权力和人事结构已发生变化ꎬ 单一的非正式的家族协商机构

已无法满足解决家族内部问题的需要ꎮ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ꎬ “沙特家族委员会” 成

立ꎬ 由 １８ 名分别代表沙特家族主要分支的亲王所组成ꎬ 王储阿卜杜拉担任主

席ꎮ② “沙特家族委员会” 作为一个正式的机构ꎬ 其职责是管理沙特家族的福

利、 教育和婚姻等重要事务ꎬ 以及组织沙特家族不同分支随时就家族内部的

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和协商ꎮ “沙特家族委员会” 并非一个决策性实体ꎬ 但它的

成立将沙特家族内部协商和公议的原则制度化ꎮ “沙特家族委员会” 采取行动

清除王族内部的腐败ꎬ 并通过商议放宽了沙特家族女性成员联姻的范围ꎮ③

“沙特家族委员会” 包括 ８ 名非阿卜杜勒阿齐兹系的旁系支族成员ꎬ④ 而不

仅局限于家族的核心势力ꎬ 家族内部行使协商和监督权力的范围亦由此扩大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国王阿卜杜拉成立 “效忠委员会”ꎬ 任命米沙尔本阿卜杜勒
阿齐兹担任主席ꎬ 其成员包括 １５ 名伊本沙特的儿子和 １９ 名伊本沙特的

孙子ꎬ⑤ 分别代表拥有王位继承权的家族分支ꎮ “效忠委员会” 的主要职责是

通过家族核心成员的协商和公议ꎬ 选举沙特王位继承人ꎬ 并在国王和王储都

无法行使统治的特殊时刻ꎬ 建立由 ５ 名亲王组成的过渡权力机构统治国家ꎮ⑥

协商和公议原则是维持沙特家族内部和谐的重要保障ꎬ 多元的权力制衡

１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Ｂｌｉｇｈꎬ Ｆｒｏｍ Ｐｒｉｎｃｅ ｔｏ Ｋｉｎｇ: Ｒｏｙａｌ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Ｓａｕ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ｉｅ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４ꎬ ｐ ７９

Ｓｔｉｇ Ｓｔｅｎｓｌｉｅꎬ Ｒｅｇｉｍｅ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Ｔｈｅ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 ｏｆ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２ꎬ ｐ ３６

Ｔａｌａｌ Ｋａｐｏｏｒꎬ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Ｓａｕｄｉ Ａｒａｂｉａ (Ｐａｒｔ ｆｏｕｒ)”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ａｔａｒａｂ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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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ｉｎｇ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Ｎａｍｅｓ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ｌｌｅｇｉａｎｃ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ａｕｄｉｅｍｂａｓｓｙ ｎｅｔ /
ｌａｔｅｓｔ＿ ｎｅｗｓ / ｎｅｗｓ１２１００８０１ ａｓｐｘꎬ ２０１５ － １２ － １４

“ Ｔｈｅ Ａｌｌｅｇｉａｎｃ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Ａｒａｂ Ｐｒｅｓ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Ｄｉｐｌｏｍａｔ Ｎｅｗｓ Ｓｅｒｖｉｃｅ ”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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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是避免内部力量极化发展的重要手段ꎮ 沙特家族在内部的多元权力集团之

间适当分权ꎬ 诸重要派系在权力、 影响和财富方面维持了一定的平衡ꎮ 诸多

派系间潜在的权力制衡和斗争阻止了任何单独的集团垄断家族和国家的权力ꎬ
从而避免家族政治从内部瓦解ꎮ 国王费萨尔统治时期ꎬ 曾积极支持费萨尔获

得王位的 “吉鲁维 －沙马尔系” 和 “苏德里系” 诸亲王以及国王费萨尔诸子

逐渐获取重要的领导职位ꎬ 成为沙特家族内部举足轻重的政治派系ꎮ “吉鲁

维 －沙马尔系” 的核心人物是母亲为吉鲁维部族成员加瓦拉宾特穆萨伊

德本吉鲁维的同胞兄弟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勒阿齐兹和哈立德
本阿卜杜勒阿齐兹ꎬ 以及具有沙马尔部族母系背景同时与吉鲁维部族联

姻的阿卜杜拉本阿卜杜勒阿齐兹ꎮ “吉鲁维 －沙马尔系” 亲王因其虔诚

和务实而得到沙特阿拉伯国内部族和宗教势力的支持ꎬ 该系成员担任国家石

油和经济方面的诸多重要职位ꎬ 统领起源于部族 － 宗教势力的国民卫队ꎬ 北

方省区是该系的主要势力范围ꎮ “苏德里系” 的核心成员是母亲同为哈萨宾

特艾赫迈德苏德里的 ７ 个同胞兄弟ꎬ 该系成员长期掌控内政部和正规军ꎬ
且因其开放和反恐的姿态深受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信任ꎬ 利雅得为核心的

中部省区是其主要的势力范围ꎮ “费萨尔系” 诸王拥有瓦哈卜家族的血统ꎬ 且

大都拥有现代西方教育的背景和较高的文化水平ꎬ 得到国际社会的好评和沙

特国内宗教势力的支持ꎬ 构成 “王室技术官僚”① 的重要力量ꎮ 该系成员主要

掌控外交部和石油投资部门ꎬ 以阿西尔和麦加等西南部省份为其主要势力范围ꎮ
沙特阿拉伯家族政治多元化的重要表现是国王、 王储和副王储的继承序

位及其权力分割ꎮ 费萨尔继任国王以后ꎬ 任命吉鲁维系亲王哈立德本阿

卜杜勒阿齐兹为王储ꎬ 苏德里系亲王法赫德本阿卜杜勒阿齐兹为第

二继承人ꎮ 哈立德和法赫德的继承权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家族内部势力集团博

弈的产物ꎮ② 国王哈立德统治时期ꎬ “苏德里系” 亲王法赫德担任王储ꎬ “吉
鲁维 －沙马尔系” 亲王阿卜杜拉出任副王储ꎮ 从此ꎬ “吉鲁维 －沙马尔系” 与

“苏德里系” 以隔代相传的方式角逐王权ꎬ 开始了长达 ４０ 年的明争暗斗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 ８０ 年代前期ꎬ 苏德里系势力一度膨胀ꎬ 阿卜杜拉的权位岌

岌可危ꎮ “苏德里系” 诸王试图取代阿卜杜拉的副王储资格及其国民卫队掌控

２６

①
②

Ａｌｅｘｅｉ Ｖａｓｓｉｌｉｅｖ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４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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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ꎬ 阿卜杜拉则广泛联合王族内部非苏德里系势力与苏德里系抗衡ꎮ 二者的

对抗甚至引发了王族内部数百名亲王的分野和争论ꎮ 国王法赫德继位以后ꎬ
阿卜杜拉出任王储ꎬ 苏德里系亲王苏勒坦任副王储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国王法赫德身

体欠佳ꎬ 阿卜杜拉日渐掌握实权并继续加强非苏德里系势力的联合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国王法赫德去世ꎬ 阿卜杜拉继任国王ꎬ 苏德里系亲王苏勒坦出任王储ꎬ 副王

储的职位因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而长期空缺ꎮ 在第二代亲王日益老龄化的沙特

政坛ꎬ 副王储的角色和地位变得日益重要ꎮ 当国王和王储同时因健康问题而

无法进行有效统治时ꎬ 副王储拥有暂时领导国家甚至直接继承王位的重大权

力ꎮ 经过长期的博弈ꎬ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ꎬ “苏德里系” 亲王纳耶夫被任命为副王

储ꎮ ２０１１ 年王储苏勒坦去世ꎬ 纳耶夫继任王储仅 ８ 个月后亦离开人世ꎬ 苏德

里七兄弟中最年轻的亲王萨勒曼成为王储ꎬ 副王储职位再次空缺ꎮ ２０１４ 年ꎬ
国王阿卜杜拉不顾部分王室成员的反对ꎬ 突然宣布将最年轻的第二代亲王穆

克林本阿卜杜勒阿齐兹立为副王储ꎮ 国王阿卜杜拉时期ꎬ 由于苏德里

兄弟的接连去世和非苏德里系势力的广泛联合ꎬ 沙特政坛一度出现苏德里系

势力下降和阿卜杜拉势力膨胀的局面ꎮ
总体看ꎬ 在石油时代ꎬ 沙特家族政治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特征ꎬ 它既表

现为沙特家族内部建立起不同层次的协商团体和渠道ꎬ 也表现为家族内部多

元权力集团之间的权力分享和权力制衡ꎮ 家族政治多元化趋势的深层次背景

是石油时代沙特阿拉伯经济、 社会和政治的发展ꎬ 以及沙特家族的权力垄断ꎮ
沙特家族通过垄断国家权力ꎬ 进而实现对石油财富的占有和社会势力的控制ꎮ
有权势的亲王或家族分支的 “封地” 整合了一定的政府部门、 安全机构、 社

会机构或文化机构ꎬ 其亲属长期把持 “封地” 内的重要职位并培育广泛的权

力根基ꎮ① 许多亲王的势力范围还超出了政府机构ꎬ 在经济和社会的子系统中

拓展他们的权力基础ꎮ 沙特家族内部的权力集团与沙特社会中的部族、 欧莱

玛、 技术官僚、 专业人员和民众建立起复杂的关系网ꎬ 进而在沙特社会中形

成多元的利益集团ꎮ 家族政治的多元化趋势相比传统时代的部落长老政治ꎬ
实为历史的进步ꎮ 然而ꎬ 沙特家族政治的多元化只是国家政治多元化之初级

阶段的表现ꎮ 家族内部权力集团之间虽然存在利益差异和派系斗争ꎬ 但其维

护沙特家族统治地位和权力的政治立场尚无明显差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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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论

综上所述ꎬ 沙特的家族政治植根于前石油时代阿拉伯半岛特殊的历史环

境ꎬ 其政治合法性来源于部族传统、 教俗合一的政治体制ꎬ 以及麦吉里斯和

舒拉原则ꎮ 进入石油时代ꎬ 伴随着沙特经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ꎬ 家族政治亦

步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ꎬ 表现为法制化、 威权化和多元化的演变特征ꎮ 通过

立法以明确阿卜杜勒阿齐兹的直系子孙掌握国家核心政治权力、 瓦哈卜家

族为首的宗教权威与沙特家族势力的此消彼长ꎬ 以及沙特家族内部的多元协

商机构和政治派系ꎬ 是石油时代沙特家族政治发展的重要表现ꎮ 法制化进程

中家族权力的国家化趋势、 威权化进程中家族权力的意识形态官方化趋势ꎬ
以及多元化进程中家族权力的制衡化趋势ꎬ 塑造了当今沙特家族政治之超越

传统部族政治和传统宗教政治的现代要素ꎮ
家族政治广泛存在于传统文明的历史阶段ꎬ 是与君主政治长期伴生的历

史现象ꎮ 在传统文明的不同历史时期ꎬ 家族政治与君主政治之间经历了相互

依存却又此消彼长的发展道路ꎮ 近现代初期ꎬ 欧洲诸国在重商主义经济蓬勃

发展的基础之上ꎬ 采用君权神授和朕即国家的宗教政治理念ꎬ 建立起超越家

族政治、 贵族政治和宗教政治的 “绝对君主制”ꎮ 纵观石油时代的政治发展历

程ꎬ 虽然沙特常被定义为 “绝对君主制”① 国家ꎬ 但君主政治无疑只是家族

政治的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ꎬ 威权家族政治才是石油时代沙特 “绝对君主制”
的历史内涵和实质所在ꎮ 沙特的君主政治在诸多方面受到家族政治的制约ꎬ
表现在王位继承由 “效忠委员会” 通过家族内部协商和公议的方式确定、 国

王做出的所有重大决定都须与沙特家族重要成员商议ꎬ 国家的法律和决策也

以王室法令的形式颁布ꎮ
相比当今世界主流的共和政治和政党政治ꎬ 家族政治的血缘基础无疑呈

现相当的传统性质ꎮ 国家权力垄断于家族之手、 公共财富的不合理分配及使

用、 社会地位的等级差异ꎬ 以及民众政治参与的普遍缺乏ꎬ 是沙特威权家族

政治之传统性质的重要表现ꎮ 然而ꎬ 结合沙特阿拉伯的历史发展道路和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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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水平ꎬ 家族政治尚具有一定的存在合理性和现代化适应性ꎮ 沙特家族通

过控制石油经济而间接地控制社会变动ꎬ 以高福利的社会政策和广泛的社会

补贴换取民众的忠诚和顺从ꎬ 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确保政治稳定和巩固政治

霸权ꎮ 沙特家族成员因其长期享有的优越条件ꎬ 在教育背景、 管理才能和执

政经验等方面处于较高的水平ꎮ 未来ꎬ 结合家族政治的历史遗产ꎬ 借鉴议会

和选举的政治手段ꎬ 贯彻协商原则和扩大政治参与ꎬ 推进政治改革从王室向

精英和民众层面的延伸ꎬ 维持国家安定和提升社会福祉ꎬ 是关乎沙特家族政

治前景的重要因素ꎮ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３ 日ꎬ 国王阿卜杜拉逝世ꎬ 萨勒曼继任国王ꎮ 萨勒曼即位

后ꎬ 立即宣布苏德里系第三代亲王穆罕默德本纳耶夫为副王储ꎬ 并任命

他自己的儿子穆罕默德本萨勒曼为国防部长ꎮ 萨勒曼继任国王仅一周以

后ꎬ 就重新任命 ３１ 名内阁成员ꎬ 并解除前国王阿卜杜拉的 ３ 个儿子和一个外

甥担任的要职ꎮ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 ２９ 日ꎬ 萨勒曼颁布国王敕令ꎬ 宣布废黜穆克林的

王储及副首相职务ꎬ 任命穆罕默德本纳耶夫接任王储ꎬ 并任命穆罕默

德本萨勒曼为副王储ꎮ 据沙通社报道ꎬ 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继任副王

储一职得到效忠委员会 ３４ 名成员的 ２８ 票赞成、 ４ 票反对和 ２ 票弃权ꎬ 并且得

到前王储穆克林的宣誓效忠ꎮ① 国王萨勒曼任命第三代王子担任正副王储的行

动ꎬ 在沙特阿拉伯家族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ꎮ 王位向第三代

王子的传承是对半个多世纪以来兄终弟及王位继承原则的颠覆ꎬ 同时又是 ９０ 年

代初 «政府基本法» 法制化先例的具体实践ꎬ 是维持家族政治生命力的重要

举措ꎮ
正、 副王储均由苏德里系第三代王子出任ꎬ 是家族政治传统作用于近年

之偶然事件的历史结果ꎬ 同时也标志着沙特阿拉伯家族政治的全新发展趋势ꎮ
沙特家族拥有维持家族团结一致的政治文化ꎬ 包括尊重国王、 尊重长者、 在

家族内部解决争端ꎬ 以及综合考量背景和能力推选继承人的原则ꎮ 同时ꎬ 第

二代核心亲王阿卜杜拉与苏德里诸王的寿命长短无疑也是左右继承权流向的

重要因素ꎮ 继承权最终花落谁手ꎬ 对于阿卜杜拉父子和苏德里诸王无疑是利

益攸关之争ꎬ 然而ꎬ 对于沙特国家抑或当今国际世界而言ꎬ 并没有本质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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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ꎮ 多元权力制衡既是沙特家族政治发展的历史结果ꎬ 也是维持沙特家族统

治命运的现实需要ꎮ 非苏德里系与苏德里系之区别与苏德里系掌权以后该系

内部的派别分野ꎬ 在社会整合、 公众代言ꎬ 甚至大国角力等方面并无根本差

异ꎮ 不过ꎬ 君主政治与家族政治之间的博弈仍然是永恒存在的主题ꎬ 也将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沙特阿拉伯的未来ꎮ 副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最近在

国内外政治舞台上十分活跃ꎬ 一定程度上已构成对现任王储穆罕默德本
纳耶夫的威胁ꎮ 若沙特家族在接下来的王位继承中能保持家族政治的历史传

统ꎬ 国家稳定和社会和谐则更可期待ꎮ 一旦萨勒曼父子试图父终子继ꎬ 沙特

阿拉伯的政治稳定将面临重大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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