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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自 ２００２ 年具有伊斯兰主义背景的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

执政以来ꎬ 土耳其政教关系发生了一些新变化ꎮ 在埃尔多安时代ꎬ 这种

变化主要表现为: 一方面ꎬ 正发党作为一个政治伊斯兰力量长期执政ꎬ
借助政权的力量不断 “试水” 世俗主义ꎻ 另一方面ꎬ 在正发党的控制

下ꎬ 土耳其宗教事务部日趋 “伊斯兰化”ꎮ 当下ꎬ 土耳其政教关系的发

展状况与其历史发展一脉相承ꎮ 从土耳其现代史的长时段视野来看ꎬ 埃

尔多安和正发党并没有提供全新的东西ꎬ 它们所体现的是政治伊斯兰在

土耳其的历史延续性ꎮ 即使正发党在牢固地掌握权力之后ꎬ 也并未寻求

完全颠覆土耳其的世俗主义政体ꎬ 土耳其既有的政教关系尚未发生实质

性的改变ꎮ 作为国家和社会共同拥有的意识形态ꎬ 凯末尔主义的世俗主

义虽然不断面临挑战ꎬ 但在土耳其仍具有相当的基础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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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曾被视为一个榜样———在伊斯兰国家成功建立了世俗 － 民主制ꎮ①

世俗主义或世俗化是凯末尔主义的现代化留给土耳其的重要遗产ꎮ 自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土耳其实行西式多党民主制以来ꎬ 尽管也曾出现伊斯兰主义复兴的势

１３

∗

①

本文系 “霍英东基金” 基础性研究课题 “土耳其历史上的欧亚主义思潮及其当代影响研究”
(１５１１００) 的阶段性成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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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ꎬ 但以军方为代表的、 根深蒂固的土耳其世俗建制足够强大ꎬ 所以该国的

世俗体制在 ２０ 世纪末仍未受到实质性挑战ꎮ 进入 ２１ 世纪ꎬ 埃尔多安等人创

立和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 (ＡＫＰꎬ 简称 “正发党”) 一党独大、 长期执政ꎬ 取

得了空前的政治成功ꎮ① 正发党是土耳其伊斯兰主义的政治力量ꎮ 种种迹象表

明ꎬ 过去十几年ꎬ 土耳其的宗教与世俗之争愈演愈烈ꎬ 世俗主义不断遭到不

同形式的挑战ꎬ 军方很可能也已被正发党 “驯服”ꎮ 自 ２０１６ 年土耳其发生

“七一五” 未遂政变以来ꎬ 埃尔多安的权力日趋巩固ꎬ 这成为观察该国政教

关系的重要历史事件ꎮ 因此ꎬ 讨论和分析埃尔多安执政以来的当代土耳其政

教关系ꎬ 对于理解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变化以及所谓的 “文明的冲突” 具有重

要意义ꎮ②

本文的核心是讨论当代土耳其的政教关系ꎬ 那么ꎬ 这个 “当下时代” 是

怎么来的? 它与之前的时代有何继承性 (延续性) 及差异性? 也就是说ꎬ 土

耳其的政教关系在过去和现在有什么特点? 在全球伊斯兰复兴的时代背景下

讨论土耳其的政教关系ꎬ 就无法避免一个疑问ꎬ 那就是土耳其世俗主义的危

机ꎬ 亦即: 当代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政治是不是已经改变了土耳其原有的政

教关系ꎬ 从而已经制造了实质性的世俗主义的危机ꎬ 或者还没有达到实质性

危机的程度ꎬ 而只是存在某种潜在的令人担忧的危机? 本文拟结合土耳其历

史尝试在规范性的意义上初步地回答这些问题ꎮ

理论框架与研究综述

在现代化、 全球化时代的伊斯兰社会变迁的不同研究题域中ꎬ 土耳其的

现代社会转型一直是国际学界关注的重点研究对象ꎬ 尤其是关注土耳其的世

俗化 /世俗主义、 伊斯兰主义思想与运动等议题ꎮ

２３

①

②

早在 ２００７ 年第二次赢得大选时ꎬ 正发党在土耳其俨然就已 “将自身塑造为代表土耳其大多数

民意的政党”ꎬ 参见昝涛: «变动不居的道路?»ꎬ 载 «读书» 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１ 期ꎬ 第 ６１ ~ ５８ 页ꎻ “正发党

代表的就是温和的伊斯兰主义在某种程度上ꎬ 对凯末尔主义的民族主义的挑战已经在土耳其取得

了胜利”ꎬ 参见昝涛: «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２０ 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ꎬ 北京三联书店ꎬ
２０１１ 年版ꎬ 第 ３９２ 页ꎮ

土耳其前总理、 当代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阿赫迈特达武特奥卢曾在发表于 １９９９ 年的访谈中

指出ꎬ 在当代ꎬ 对西方文明最严肃的、 在哲学、 理论和历史上的反应ꎬ 也是最重要的可替代性选项ꎬ
就是伊斯兰文明ꎬ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ꎬ 土耳其在与西方的关系上出现了冲突状况ꎮ Ａｈｍｅｔ Ｄａｖｕｔｏｇｌｕꎬ
Ｋüｒｅｓｅｌ Ｂｕｎａｌıｍꎬ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 Ｋüｒｅｌ Ｙａｙıｎｌａｒıꎬ ２００６ꎬ ｐ ２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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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概念与理论

本文论及的政教关系涉及社会科学中两个相互区别又有密切关系的重要

概念ꎬ 即世俗主义与世俗化ꎮ 由于世俗主义的核心是政教关系ꎬ 本文所讨论

的政教关系这一主题实际上主要就是与土耳其的 “世俗主义” 最为相关 (甚
至高度重合) 的问题ꎮ 本文不以世俗化作为讨论的主题ꎬ 主要是因为世俗化

牵涉的方面更广泛ꎬ 而政教关系只是世俗化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ꎮ①

历史地看ꎬ 世俗主义曾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ꎮ 中国台湾版的 «大美百科

全书» 中的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 被译成了 “现世主义”: “一种建立在自然道德原则

基础上ꎬ 并独立于启示宗教或超自然主义之外的伦理体验ꎮ 这个概念首先由

英格兰霍利约克 (Ｇｅｏｒｇｅ Ｊ Ｈｏｌｙｏａｋｅ) 于 １８４６ 年作为一种正式哲学体系提出ꎮ
其第一主张是思想自由ꎬ 即每个人为自己思考的权利现世主义坚持现存

生活的善是一种真实的善加入物质生活乃是一种智慧、 慈善和责任ꎮ”②

尽管说法颇多ꎬ 但在笔者看来ꎬ 世俗主义的定义可以概括为: 是一种要求摆

脱基督教全面控制的社会运动和意识形态体系ꎻ 强调以人为本ꎬ 反对以神为

本ꎬ 强调此岸的价值ꎬ 忽视彼岸的重要性ꎻ 是历史地产生的一个现代事物ꎬ
其活动与影响至今不衰ꎻ 是现代性的重要维度之一ꎻ 它的出现促进了基督教

自身的变革ꎮ③

随着历史的发展ꎬ 世俗主义日益将政教分离作为其核心观念ꎮ “在 ２０ 世

纪ꎬ 世俗主义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ꎬ 宣扬在政治、 社会和教育机构中

根除宗教的影响ꎮ 作为一种世界观ꎬ 世俗主义普遍强调宗教和政治领域的分

离ꎮ”④ 仅从政教分离的角度来说ꎬ 世俗主义是一种原则和意识形态ꎬ 它的本

质一般被描述为 “政教分离”ꎬ 世俗主义者具有推动和实现政教分离的主观目

３３

①

②
③

④

虽然 “世俗化理论” 这个专门术语起源于 １９５０ ~ １９６０ 年间的研究ꎬ 但该理论的关键概念可以

追溯至启蒙运动ꎮ 这个理论的核心意思就是: “现代化必然导致同样在社会和个人心灵中的宗教衰

退ꎮ” [美国] 彼得伯格等: «世界的非世俗化»ꎬ 李骏康译ꎬ 上海古籍出版社ꎬ ２００５ 年版ꎬ 第 ３ 页ꎮ
世俗化在社会 － 文化层面ꎬ 主要表现为文化和日常生活逐渐摆脱宗教的影响ꎬ 人们更加重视现世生活

的享受ꎮ 长期以来ꎬ 世俗化被视为一个值得肯定的积极趋向ꎬ 被当成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ꎮ
本社编: «大美百科全书»ꎬ 第 ２４ 卷ꎬ (中国台湾) 光复书局ꎬ １９９１ 年版ꎬ 第 ３２６ 页ꎮ
参见昝涛: «反思 “世俗化” 的概念与命题»ꎬ 载许章润、 翟志勇: «世俗秩序: 从心灵世界

到法权政治»ꎬ 法律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６６ ~ ６７ 页ꎮ
Ｍａｈｍｏｏｄ Ｍｏｎｓｈｉｐｏｕｒｉꎬ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ꎬ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ꎬ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ꎬ Ｌｙｎｎｅ

Ｒｉｅｎｎｅｒ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ꎬ １９９８ꎬ ｐ １１ 转引自吴冰冰: «阿拉伯世界的世俗主义与世俗化»ꎬ 载 «阿拉伯世界

研究» 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３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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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ꎻ 世俗化强调的是一个过程或趋势ꎬ 也就是在不同领域推行或实现世俗主

义之政教分离原则的过程ꎮ①

以西方的历史经验看ꎬ 世俗化在政治上的表现主要是政教分离ꎬ 是宗教

的建制、 价值观与理念不再能够影响政治事务与政治过程ꎬ 宗教人物的宗教

权威不再同时具有或转化为政治权威ꎮ 理论上ꎬ 政治制度成为一种纯粹世俗

而不带有神圣性的制度ꎬ 政府 (国家) 成为一种全然世俗性的政府ꎮ② 美国

１７９１ 年的 «权利法案» 首次在宪法上承认了宗教多元化本身可能具有积极的

合理性ꎬ 申明国会不应制定任何有关 “确立某种宗教” 或 “禁止其自由活动

的法律”ꎬ 这为世俗政府管理宗教和多元化的社会提供了一个范例ꎻ 美国宪法

禁止对公职人员进行宗教考试ꎬ 确保了宗教信仰自由和政教分离ꎮ③ 到 ２０ 世

纪初ꎬ 欧洲各国基本上都实现了世俗化ꎬ 从而确立了政教分离或国家管理下

的宗教自由原则ꎮ
刘小枫指出ꎬ 建制教会与政治权力的分离、 建制教会与公共秩序的分离

是政教分离的两项原则ꎮ 在政教分离的第一项原则下ꎬ 建制宗教非国教化指

建制宗教不受国家权力支持ꎬ 建制宗教亦没有义务为国家政权的正当性提供

支持ꎮ 由于牧职阶层不再是国家权力结构的一个部分ꎬ 宣教及地方教会对听

众或地区公民没有强制力ꎬ 教会活动成了个体资源的团社活动ꎻ 教义的统一

性强制力亦随之减弱了ꎬ 以致出现与建制教会的信仰系统相分离的个体化信

仰: 信仰意蕴的个体趣味化ꎮ 在这一意义上宗教自由的含义就发生了转变:
近代初期的宗教自由只是一个宗教建制内的正统与非正统之间的竞争性概念ꎬ
即反对既存的建制化宗教正统ꎬ 新教以抗罗宗的形式ꎬ 既打破了中世纪公教

的建制化正统ꎬ 又建立了新的建制化正统ꎻ 在政教分离意义上的宗教自由ꎬ
严格来说ꎬ 是所有建制化宗教正统宣称的消失ꎬ 宗教私人化表明正统性概念

被个人的宗教趣味取代了ꎮ④

４３

①
②

③
④

吴冰冰: 前引文ꎬ 第 ４０ 页ꎮ
专门研究法国现代思想的日本学者总结了世俗主义的基本要点: “世俗主义ꎬ 简单地说ꎬ 就是

一种宗教不卷入政治过程的理念ꎮ 换句话说就是 ‘政教分离’ꎮ 在战争、 外交或者财政与司法等不同

领域ꎬ 当需要解释国家行为时ꎬ 不诉诸宗教ꎮ 并不会因为神怎么说而如何ꎬ 决策的形式是: 为了国家

的利益ꎬ 从各种选项中选择 ‘更好的东西’ꎮ 这就是世俗主义ꎮ” 参见 [日本] 内田樹、 中田考: «一
神教と国家—イスラーム、 キリスト教、 ユダヤ教»ꎬ 集英社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１１８ ~ １１９ 页ꎮ

郎友兴: «世俗化及其倾向性»ꎬ 载 «世界宗教研究» １９９５ 年第 ２ 期ꎬ 第 １０５ ~ １１３ 页ꎮ
刘小枫: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ꎬ 上海三联书店ꎬ １９９８ 年版ꎬ 第 ４６０ ~ ４６２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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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土耳其的重要时代特征是伊斯兰复兴ꎮ 事实上ꎬ 伊斯兰复兴是自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以来普遍出现的一种社会和政治现象ꎬ 对当代中东社会乃至整

个世界都有深刻影响ꎮ 吴云贵认为ꎬ 伊斯兰复兴是 “指同战后民族主义、 伊

斯兰主义、 伊斯兰现代主义思潮居主导地位的五六十年代相比ꎬ 传统宗教观

念、 宗教形式、 宗教感情、 宗教价值一定程度的回升和强调ꎮ” 吴云贵将近代

伊斯兰复兴运动划分为两个类别: 一为传统主义ꎬ 即在倡导改革和复兴的同

时ꎬ 尤为珍重和留恋传统伊斯兰文化的价值ꎬ 其价值取向是内在的和历史的ꎬ
对外来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中不合口味的内容采取批判和排斥的态度ꎻ 另一种

为现代主义ꎬ 即在力主改革与复兴的同时ꎬ 尤为重视时代精神ꎬ 强调宗教应

当与外部社会环境相趋同、 相适应ꎬ 其价值取向是现实的和开放的ꎬ 对外来

西方文化采取融合和利用的态度ꎮ① 近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就是 “在传统主义

与现代主义的大致交替的发展中前进的”ꎮ② 由此ꎬ 很多学者意识到当代伊斯

兰复兴运动的政治性ꎬ 并认为其政治意义超过宗教意义ꎬ 其目标是政治伊斯

兰化ꎬ 建立神职人员占统治地位的伊斯兰神权国家ꎬ 但并不是恢复传统的哈

里发制度ꎬ 并不要求完全打破现代社会的基础ꎮ③

当下ꎬ 伊斯兰复兴在政教关系的意义上就是伊斯兰主义政治对世俗主义

的挑战ꎮ 而 ２０ 世纪晚期以来ꎬ 随着世界范围内宗教复兴运动的发展ꎬ 与现代

化理论密切相关的世俗化理论已经被很多的社会科学家认为是存在问题的ꎮ
人们日益清楚地意识到ꎬ 世俗化并不意味着宗教虔诚的降低或消失ꎬ 西方的

数据也显示ꎬ 大部分人仍然笃信宗教ꎬ 只有很少的人宣称自己是无神论者ꎮ
只是去教堂的人确实减少了很多ꎮ “人们认为宗教已经衰落ꎬ 是非常片面

的ꎮ”④ 毋宁说ꎬ 人们仍然信教ꎬ 但不再愿意归属于教会ꎮ 格莱莫史密斯认

为ꎬ “世俗主义并不是基督教的终结ꎬ 也并不是西方文化无神特性的表现ꎮ 而

是说ꎬ 我们应该把世俗主义视为基督宗教的最新的表达形式ꎮ”⑤

５３

①
②
③

④
⑤

吴云贵: «近代伊斯兰运动»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４ 年版ꎬ 第 ２ 页ꎮ
金宜久: «伊斯兰文化与西方»ꎬ 载 «二十一世纪» (中国香港)ꎬ ２００２ 年 ２ 月号ꎮ
例如ꎬ 日本学者小杉泰辨析了伊斯兰 “复兴” 的概念与结构ꎬ 转引自董正华: «伊斯兰复兴

运动中的 “原教旨主义”: 现实与历史的成因»ꎬ 载 «战略与管理» ２００１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９９ ~ １１１ 页ꎮ 又

如ꎬ 日本学者大河原知樹和堀井聡江认为ꎬ 讨论伊斯兰复兴的核心是关注伊斯兰教法 (沙里亚)ꎬ 参

见 [日本] 本大河原知樹、 堀井聡江: «イスラーム法の 「変容」: 近代との邂逅» (日文)ꎬ 山川出

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版ꎬ 第 １ ~ ７ 页ꎮ
Ｇｒａｅｍｅ Ｓｍｉｔｈꎬ Ａ Ｓｈｏｒｔ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１ － ２
Ｉｂｉｄ ꎬ 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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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回顾

学界对土耳其的世俗主义、 伊斯兰主义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ꎮ
从研究方法来说ꎬ 它主要分为描述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两类ꎮ 描述性研

究的代表性学者是伯纳德刘易斯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Ｌｅｗｉｓ)① 与尼亚孜伯克斯

(Ｎｉｙａｚｉ Ｂｅｒｋｅｓ) 两位②ꎬ 他们对土耳其现代化 /世俗化的历史进程进行了详细

的描述性研究ꎬ 由于深受现代化理论的影响ꎬ 通常被人诟病 “目的论” 色彩

过强ꎮ③ 另一种描述性研究是对更为具体问题的研究ꎬ 比如研究某一个思想

者、 宗教领袖或某个社会运动 (如努尔库、 葛兰运动等)ꎮ 谢里夫马丁

(Şｅｒｉｆ Ｍａｒｄｉｎ) 的 «现代土耳其的宗教与社会变迁»④ 一书是研究努尔库运动

的经典之作ꎮ 哈坎亚乌兹 (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 和埃斯波西托主编的 «土耳其的

伊斯兰与世俗国家: 葛兰运动» 代表了学界对宗教性社会运动———葛兰运动

的早期开创性研究成果ꎮ⑤

关于土耳其伊斯兰主义的描述性研究ꎬ 最重要的成果应该是出版于 ２００４
年的 «现代土耳其政治思想» 丛书的第 ６ 卷 «伊斯兰主义»ꎮ 该书的特点是集

历史性、 现实性和专题性于一体ꎬ 详细地勾勒了伊斯兰主义思潮在土耳其的

历史变迁ꎮ⑥ 哈坎亚乌兹运用建构主义理论ꎬ 从社会运动的角度研究了土耳

其的伊斯兰复兴问题ꎬ 他认为是个人建构了社会现实ꎬ 他将伊斯兰主义运动

界定为 “认同运动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⑦ꎮ «现代土耳其政治思想» 丛书的

第 ６ 卷中也有两篇论文专门讨论了正发党ꎬ 一篇是关于正发党与伊斯兰主义

的关系ꎬ 另一篇是对正发党的来历和主张的简介ꎻ⑧ 该书还收录了亚乌兹一篇

６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Ｌｅｗｉｓꎬ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９
Ｎｉｙａｚｉ Ｂｅｒｋｅｓꎬ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Ｍｏｎｔｒｅａｌ: ＭｃＧｉ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４
昝涛: «历史学与意识形态———土耳其现代史研究的几种范式»ꎬ 载 «北大史学» ２００７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３７６ ~ ４０９ 页ꎮ
Şｅｒｉｆ Ｍａｒｄｉｎꎬ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Ｂｅｄｉｕｚｚａｍａｎ Ｓａｉｄ Ｎｕｒｓｉ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８９
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 ａｎｄ Ｅｓｐｏｓｉｔｏ ｅｄｓ ꎬ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Ｓｔａｔｅ: ｔｈｅ Ｇüｌｅｎ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Ｓｙｒａｃｕｓｅ

Ｕｎｉ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３
Ｙａｓｉｎ Ａｋｔａｙ ｅｄ ꎬ Ｍｏｄｅｒｎ Ｔüｒｋｉｙｅ’ ｄｅ Ｓｉｙａｓｉ Ｄüşüｎｃｅꎬ ｃｉｌｔ ６ꎬ Ｉｓｌａｍｃıｌıｋꎬ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 ｌｅｔｉşｉｍꎬ ２００４
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ꎬ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Ｏｘｆｏｒｄꎬ ＮＹ: Ｏｘｆｏｒｄ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３
Ｎｕｈ Ｙıｌｍａｚꎬ “ｓｌａｍｃıｌıｋꎬ ＡＫＰꎬ Ｓｉｙａｓｅｔ”ꎬ Ｙａｌçıｎ Ａｋｄｏａｎꎬ “Ａｄａｌｅｔ ｖｅ Ｋａｌｋıｎｍａ Ｐａｒｔｉｓｉ”ꎬ ｉｎ Ｙａｓｉｎ

Ａｋｔａｙ ｅｄ ꎬ Ｍｏｄｅｒｎ Ｔüｒｋｉｙｅ’ ｄｅ Ｓｉｙａｓｉ Ｄüşüｎｃｅꎬ ｃｉｌｔ ６ꎬ Ｉｓｌａｍｃıｌıｋꎬ ｐｐ ６０４ － 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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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民族观念运动”① 的文章ꎬ 其中也涉及正发党ꎬ 如亚乌兹教授所言:
当时ꎬ 正发党的政治方案尚未形成ꎬ 正发党当时还处在身份形成的过程中

(ｋｉｍｌｉｋ ｏｌｕşｔｕｒｍａ ｓüｒｅｃｉｎｄｅ)ꎬ 只能笼统地说它是务实的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ｚｍ)ꎬ 同时ꎬ
在社会与文化上是保守的 (ｍｕｈａｆａｚａｋａｒ)ꎬ 经济上是自由的 (Ｌｉｂｅｒａｌ)ꎬ 政治

上还是国家主义的 (ｄｅｖｌｅｔçｉ)ꎮ 另外ꎬ 正发党也提出了国家的目标是 “紧跟

全球化” (ｋüｒｅｓｅｌｌｅşｍｅｙｅ ａｙａｋ ｕｙｄｕｒａｒａｋ)ꎮ②

关于正发党的专门研究在过去十年中进展迅速ꎮ 土耳其学者余米特吉

兹莱 (Üｍｉｔ Ｃｉｚｒｅ) 于 ２００８ 年主编了 «土耳其的世俗与伊斯兰政治: 制造正

发党» 一书ꎬ③ 吉兹莱将正发党定性为 “一个务实 － 保守的与对伊斯兰敏感

的政党” (ａ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 －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 － 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 ｐａｒｔｙ)ꎮ 作者一方面看

到了正发党政府在埃尔多安领导下积极加入欧盟ꎬ 并在严苛的世俗主义框架

内尽可能承诺与践行 “文武关系、 司法、 议会程序、 少数族群权利、 国家安

全和宏观经济管理以及公共部门的改革”ꎬ 以加速入盟进程ꎬ 另一方面也见证

了正发党改革的停滞ꎮ ２００９ 年ꎬ 土耳其出版了一本论文集 «正发党之书: 一

个转型的资产负债表»④ꎬ 该书收录了亲世俗主义的和左翼作者的 １３ 篇论文ꎬ
大多数作者都是土耳其的知名学者ꎬ 从政治、 经济、 文化、 宗教、 人权和外

交等角度对正发党进行研究ꎮ 其中门德列斯齐纳尔 (Ｍｅｎｄｅｒｅｓ Çıｎａｒ) 认

为ꎬ 像民族观念运动这样的政治伊斯兰ꎬ 并不是真的想把宗教从国家的控制

下解放出来ꎬ 相反ꎬ 他们是要继续保持国家对宗教的掌控ꎻ 正发党没有一个

７３

①

②

③

④

“民族观念运动” (Ｍｉｌｌｉ Ｇöｒüş Ｈａｒｅｋｅｔｉ) 是一场主要由土耳其前总理纳杰梅丁埃尔巴坎领导

的、 从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一直持续至今的伊斯兰政治运动ꎬ 是以代表 “中小企业与商人” 的政党登

上政治舞台的ꎬ “一向也是带有 ‘伊斯兰氛围’ 的势力ꎬ 主张民族精神的发扬ꎬ 提倡伦理和道德观念ꎬ
在经济政策上反对 ‘自由竞争的体制’ꎬ 拥护 ‘国家部分地干预经济秩序’ꎬ 反对欧盟、 美国和以色

列ꎮ 与土耳其的大部分伊斯兰主义势力保持一定的距离”ꎮ 关于 “民族观念运动” 从创立到正义与发

展党的演变ꎬ 参见土耳其学者伊莱特埃尔图格鲁 ( Ｉｌｔｅｒ Ｅｒｔｕｒｕｌ) 所著 «共和国史手册 (１９２３ ~
２００８)» (Ｃｕｍｈｕｒｉｙｅｔ Ｔａｒｉｈｉ Ｅｌ Ｋｉｔａｂıꎬ １９２３ ~ ２００８) 中的简述 (因笔者手头暂无该书土耳其文版ꎬ 幸有

日文版可参阅ꎬ イルテるエルトゥールル: «現代トルコの政治と経済—共和国の８５ 年史 (１９２３ ~
２００８)»ꎬ 佐原徹哉译ꎬ 株式会社世界書院ꎬ ２０１１ 年版ꎬ 第 ２５６ ~ ２５８ 页)ꎻ 另参见郭长刚: «土耳其

“民族观念运动” 与伊斯兰政党的发展»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３ ~ ２１ 页ꎮ
Ｍ 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ꎬ “Ｍｉｌｌｉ Ｇöｒüş Ｈａｒｅｋｅｔｉ: Ｍｕｈａｌｉｆ ｖｅ 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ｔ Ｇｅｌｅｎｅｋ”ꎬ ｉｎ Ｙａｓｉｎ Ａｋｔａｙ ｅｄ ꎬ

Ｍｏｄｅｒｎ Ｔüｒｋｉｙｅ’ ｄｅ Ｓｉｙａｓｉ Ｄüşüｎｃｅꎬ ｃｉｌｔ ６ꎬ Ｉｓｌａｍｃıｌıｋꎬ ｐ ６０２
Üｍｉｔ Ｃｉｚｒｅ ｅｄ ꎬ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ｙ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８
ｌｈａｎ Ｕｚｇｅｌꎬ Ｂüｌｅｎｔ Ｄｕｒｕ ｅｄｓ ꎬ ＡＫＰ Ｋｉｔａｂı: Ｂｉｒ Ｄöｎüşüｍüｎ Ｂｉｌａｎçｏｓｕꎬ Ａｎｋａｒａ: Ｐｈｏｅｎｉｘ Ｙａｙıｎｅｖｉꎬ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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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现存国家结构伊斯兰化的方案ꎬ 而是要保留现行国家结构ꎬ 他们的目标是

针对中央集权化国家的管理结构的无效率和社会的不安定ꎬ 也就是说ꎬ 正发

党没有使土耳其政治更加自由化的使命ꎮ 它的立场主要是防御性的ꎬ 即掌握

并保持权力ꎬ 对于本国的保守的 /伊斯兰主义的那部分势力ꎬ 他们的目标是像

“二二八” 进程①一样将其压制住②ꎮ ２０１０ 年ꎬ 由威廉哈勒与艾尔贡厄

兹布敦主编的 «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 民主和自由主义: 正发党的个案» 出

版ꎮ 该书对话的对象是东方学的那种对伊斯兰的偏见ꎬ 主要是用正发党的改

革主义特征来反驳东方学的偏见ꎮ 在结论部分ꎬ 作者认为在 ２００９ 年的时候ꎬ
正发党似乎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ꎬ 要么继续其民主化改革ꎬ 要么退化为一个

更加伊斯兰主义的、 更加集中权力的政党ꎬ 且可能引发更大的世俗主义的反

弹ꎬ 甚至是军事政变ꎮ③

在规范性研究方面ꎬ 安德鲁戴维森 (Ａｎｄｒｅｗ Ｄａｖｉｓｏｎ) 关于土耳其世俗

主义的研究颇具启发性ꎬ 他辨析了世俗化的 “分离论” 和 “控制论”ꎬ 并在

这一理论分疏的视野下ꎬ 重点考察了土耳其共和国早期的世俗主义思潮和世

俗化进程ꎮ 戴维森指出ꎬ 土耳其的世俗化属于强调消除宗教的公共影响的法

国式积极世俗化ꎬ 强调国家控制宗教ꎬ 不是政教分离ꎻ 土耳其国家不仅控制

伊斯兰教ꎬ 而且还提升国家版本的伊斯兰教并利用之ꎮ④

关于世俗主义与伊斯兰主义的关系ꎬ 珍妮怀特 ( Ｊｅｎｎｙ Ｂ Ｗｈｉｔｅ) 在

«剑桥土耳其史» “第四卷” 中从规范性的角度进行了讨论ꎬ 认为土耳其共和

国自成立以来就致力于处理伊斯兰教应该在公共和政治领域扮演什么样角色

的问题ꎮ 凯末尔主义的西方化改革ꎬ 结果是伊斯兰教被从公共和政治领域驱

离ꎮ 怀特强调ꎬ 凯末尔时期的宗教政策更像是 “政权还俗主义” (Ｌａｉｃｉｓｍ)ꎬ
即让宗教从属于国家ꎬ 而不是世俗主义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ꎮ 土耳其并不是政教分

离ꎬ 而是国家试图控制宗教ꎬ 政府不仅禁止宗教参与政治活动ꎬ 还控制着宗

教教育ꎬ 甚至对在公共场所佩戴宗教饰品也进行干预ꎮ 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ꎬ
伊斯兰主义政党开始广泛参与政治ꎬ 政治伊斯兰势力逐步壮大ꎬ 并开始与世

８３

①
②
③

④

这个说法源于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 ２８ 日土耳其军方发动的针对伊斯兰主义的繁荣党的 “软政变”ꎮ
ｌｈａｎ Ｕｚｇｅｌ ａｎｄ Ｂüｌｅｎｔ Ｄｕｒｕ ｅｄｓ 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３１２ － ３１３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ａｌｅ ａｎｄ Ｅｒｇｕｎ Öｚｂｕｄｕｎꎬ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ꎬ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ＫＰ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０
Ａｎｄｒｅｗ Ｄａｖｉｓｏｎꎬ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ｖ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Ａ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 Ｒ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ꎬ 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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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精英开展激烈对抗ꎮ①

关于正发党与世俗主义的关系ꎬ 哈坎亚乌兹在 ２００９ 年出版的 «世俗主

义与土耳其的穆斯林民主» 一书中ꎬ 做了详细的辨析ꎮ 亚乌兹教授认为ꎬ 从

公开的资料来看ꎬ 正发党不能被认为是一个 “伊斯兰的政党”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ａｒｔｙ)ꎬ 尽管该党的政治源于伊斯兰的生活方式ꎬ 但它避免追求一种伊斯兰身

份政治的政策ꎬ 它践行的是生活方式的政治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ｉｆｅ － ｓｔｙｌｅ)ꎮ 他探讨

了正发党软化自身伊斯兰主义立场的原因: 外在的欧盟进程或北约成员对土

耳其的规定性、 土耳其国内以军方为代表的世俗主义势力的压力、 在自由化

和全球化进程中土耳其市民社会的变化等等ꎬ 这些因素共同促进了正发党的

温和化ꎮ 总之ꎬ 亚乌兹认为ꎬ 日常政治的现实最终压倒了意识形态和教条

(ｄｏｇｍａ)ꎮ 在本书中ꎬ 亚乌兹教授注意区分了世俗主义的不同形态: 强调控制

和利用宗教ꎬ 强调宗教之自由ꎬ 强调免于宗教之影响ꎮ② 与亚乌兹教授的前书

旨趣相近的较新研究是托帕科 (Ｓｅｍｉｈａ Ｔｏｐａｋ) 的论文ꎮ③ 在文中ꎬ 作者在规

范的意义上讨论了世俗主义在西方的不同理解ꎬ 并将凯末尔党人在土耳其贯

彻的世俗主义定性为法国式的积极世俗主义ꎬ 作者认为土耳其实行这种世俗

主义的原因是: 为了反对旧政权 (奥斯曼国家) 与强大的乌莱玛 (宗教学

者) 阶层ꎬ 以及针对社会上存在的、 作为强大的合法化工具的、 公共领域中

的伊斯兰教ꎮ 作者建议ꎬ 土耳其人要想在世俗主义的定义上达成一致ꎬ 首先

需要将世俗主义视为一个手段而不是目标ꎬ 世俗主义者应该认可世俗主义是

确保各种不同的信仰和非信仰自由实践的工具ꎬ 同样地ꎬ 正发党应该让其保

守的民众确信ꎬ 他们也必须学会与不同信仰的人和平相处ꎬ 就像他们过去的

奥斯曼祖先所做的一样ꎮ④

此外ꎬ 国内学者哈全安教授、 郭长刚教授各自在研究中都曾涉及正发党

问题ꎮ 哈全安教授在 «土耳其通史» 中有一章专门讨论正发党ꎬ 详述了正发

９３

①

②

③

④

Ｊｅｎｎｙ Ｂ Ｗｈｉｔｅꎬ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ｕｒｋｅｙ”ꎬｉｎ Ｒｅşａｔ Ｋａｓａｂａ ｅｄ ꎬ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Ｖｏｌ ４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３５７ － ３８０

Ｍ 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ꎬ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ｕｓｌｉｍ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９
此处涉及的相关概念的讨论ꎬ 详后ꎮ

Ｓｅｍｉｈａ Ｔｏｐａｌꎬ “Ｅｖｅｒｙｂｏｄｙ Ｗａｎｔｓ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 － Ｂｕｔ Ｗｈｉｃｈ Ｏｎｅ? Ｃｏｎｔｅｓｔｉｎｇ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ꎬ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 Ｖｏｌ ２５ꎬ Ｎｏ １ / ３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１ －１４

Ｓｅｍｉｈａ Ｔｏｐａｌ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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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登上政治舞台的背景及其经济、 政治和社会主张①ꎻ 郭长刚教授的论文 «土
耳其 “民族观念运动” 与伊斯兰政党的发展» 认为ꎬ 正发党是土耳其 “民族

观念运动” 的流变ꎬ 他将正发党定性为寻求在凯末尔主义和 “民族观念运动”
之间进行调和ꎮ②

综上ꎬ 从土耳其政教关系的现有研究状况看ꎬ 大部分的研究属于事实性

和现象性的描述以及解释ꎬ 比如探讨凯末尔党人领导的自上而下的现代化进

程做了什么、 为什么成功ꎬ 再比如探讨土耳其伊斯兰复兴的种种表现ꎬ 建立

了多少清真寺ꎬ 出了哪些思想家和领袖人物ꎬ 建立了哪些伊斯兰主义组织和

政党ꎬ 都有些什么主张或行动ꎬ 以及出现伊斯兰复兴的政治、 经济、 文化、
社会、 宗教和国际原因ꎬ 等等ꎮ 这些研究ꎬ 无论是个案性的ꎬ 还是长时段的ꎬ
大多属于描述性的研究ꎬ 它们在增加了我们的知识的同时ꎬ 可能也增加了困

惑ꎬ 在这种情况下ꎬ 规范性的研究就显得尤有必要ꎮ③ 当然ꎬ 其他学者对世俗

主义 /政教关系的辨析ꎬ 是本文探讨相关问题的基础ꎬ 事实上ꎬ 对世俗主义的

规范性辨析ꎬ 也是讨论伊斯兰主义复兴问题的基础和前提ꎮ 因为ꎬ 如果没有对

世俗主义的清楚认知ꎬ 就谈不上探讨伊斯兰主义挑战世俗主义的问题ꎮ 本文旨

在从规范性的角度讨论当代土耳其的政教关系ꎮ 这不是关于某个具体问题的分

析ꎬ 而是就一个较为宏观性和理论性的问题进行辨析ꎮ 与本文旨趣相近的是戴

维森、 亚乌兹等学者的规范性研究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前述研究因为发表时间较

早ꎬ 因而没有结合最近土耳其政局的发展来考察正发党对土耳其世俗主义的态

度和挑战ꎬ 尤其是在土耳其宗教事务部的角色、 军方的地位等方面ꎬ 最近几年

又发生了一些新变化ꎬ 而亚乌兹等学者在自己作品中一直将土耳其军方视为最

重要的世俗主义变量ꎬ 对宗教事务部的角色的考察也流于泛泛ꎮ
这里需要另外指出的是ꎬ 伊斯兰的复兴并不是人们的宗教虔诚发生了改

０４

①
②
③

哈全安: «土耳其通史»ꎬ 上海科学院出版社ꎬ ２０１４ 年版ꎬ 第 ２４６ ~ ２７０ 页ꎮ
郭长刚: 前引文ꎮ
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沃勒斯坦强调ꎬ “强固和划分描述性研究 (研究特殊规律的) 的人文

学科和规范性的 (研究普遍规律的) 科学的方法论之争” 是个 “完全错误的辩论”ꎬ 他认为ꎬ “如果

所有的分歧被认真地用以对真实世界进行描述和解释ꎬ 那么这些分析必须同时是历史性的和体系性

的ꎮ” 参见 [美国] 沃勒斯坦: «沃勒斯坦精粹»ꎬ “导言”ꎬ 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３ 年版ꎬ 第 ４ 页ꎮ 笔

者赞同沃勒斯坦上述关于描述性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 Ｉｄ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与规范性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 Ｎｏｍｏｔｈｅｔｉｃ) 研究关系

的观点ꎬ 不过ꎬ 在本文中笔者是在稍微不同的、 更趋近字面意思的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的ꎬ 描述性

指的是就特定现象或事物的表象进行描述ꎬ 并提出初步的解释ꎬ 规范性指的是在概念和理论清晰界定

的前提下ꎬ 对特定经验的解释、 定性和验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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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ꎬ 其实质是伊斯兰的符号、 话语和价值 /伦理重新进入到政治和公共领域ꎬ
此处需要注意区分的是ꎬ 伊斯兰主义的 (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并不等于是伊斯兰的

(Ｉｓｌａｍｉｃ)ꎮ 盖瑞陆普 (Ｇａｒｙ Ｌｅｕｐ) 指出ꎬ “ Ｉｓｌａｍｉｃ” 是 “伊斯兰的”ꎬ 当

“穆斯林” (Ｍｕｓｌｉｍ) 一词做形容词用的时候ꎬ 它与 “伊斯兰的” 是同义词ꎬ
只是 “伊斯兰的” 使用的范畴更广一些ꎬ 比如人们更多地说伊斯兰文明而不

是穆斯林文明、 艺术、 科学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ꎬ ａｒｔꎬ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也就是说 “伊斯兰的” 主要是指基于传统宗教的活动 (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 ｂａｓｅ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ꎮ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伊斯兰主义的、 伊斯兰主义者) 一般是

指 “现代政治运动的观点和行动ꎬ 其目的是根据伊斯兰法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ｌａｗ /
ｓｈａｒｉａ) 的某种观念重构社会”ꎻ “伊斯兰主义”、 “伊斯兰主义者”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ꎬ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则是比较含混的概念ꎬ 和平的、 保守的、 温和的、 激进的、 极端的、
亲西方的、 反西方的ꎬ 都可以被包含进来ꎮ① 伊斯兰主义被认为是一种政治意

识形态ꎬ 并不能代表伊斯兰教或穆斯林ꎮ② 亚乌兹指出ꎬ 在土耳其的语境下ꎬ
“伊斯兰的” 意味着 “追求在日常生活的组织方面使伊斯兰的伦理和实践发挥

显著作用ꎮ”③ 本文主张以是否导入或复兴沙里亚来检视土耳其的伊斯兰主义

问题: 如果只是以在伦理层面提倡复兴伊斯兰的价值观念和道德为目标ꎬ 那

么ꎬ 这属于社会 －文化层面的伊斯兰复兴ꎬ 它并不挑战世俗主义的政教分离

原则ꎻ 如果主张在公共和政治领域中导入或复兴沙里亚ꎬ 以取代世俗法律ꎬ
甚至意图颠覆世俗主义、 建立教权国家 (如伊朗式体制)ꎬ 这就是伊斯兰的ꎮ
基于此ꎬ 建立更多的清真寺、 提倡回归传统价值观ꎬ 不能被直接等同于颠覆

世俗主义ꎮ 这个区分既是内容ꎬ 也是标准ꎮ

土耳其的世俗化与伊斯兰的政治化的历史考察

土耳其共和国的世俗化要处理的是奥斯曼帝国的传统与遗产ꎬ 世俗主义

就是要确立新国家的新基础ꎮ 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国家控制宗

１４

①

②

③

Ｇａｒｙ Ｌｅｕｐｐꎬ “Ｏ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ｏｕｎｔｅｒｐｕｎｃｈ ｏｒｇ / ２０１６ / ０６ /
１７ / ｏｎ － ｉｓｌａｍｉｃ － ａｎｄ －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ꎬ ２０１８ － ０２ － ２３

Ｓｏｎｅｒ Ｃａｇａｐｔａｙꎬ “Ｍｕｓｌｉｍｓ ｖｓ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ｓ”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ｒｇ / ｐｏｌｉｃｙ －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ｖｉｅｗ / ｍｕｓｌｉｍｓ － ｖｓ －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ｓꎬ ２０１８ － ０２ － ２３

Ｍ 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ꎬ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ｕｓｌｉｍ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ｐ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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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ꎬ 这一传统被共和国继承和发扬ꎮ① 在奥斯曼帝国ꎬ 君主位居顶端ꎬ 集各项

大权于一身ꎬ 既是帝国最高的世俗君主 (Ｓｕｌｔａｎꎬ 苏丹)ꎬ 又拥有 “哈里发”
(Ｋｈａｌｉｆａꎬ 真主的使者的继承人) 的称号ꎮ 苏丹之下设立国务会议ꎬ 由数名大

臣、 大法官和国务秘书组成ꎮ 通过君主颁布的世俗法和官僚体制的扩张ꎬ 奥

斯曼帝国从未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伊斯兰神权国家ꎮ②

奥斯曼帝国基于伊斯兰教法 (沙里亚ꎬ ｓｈａｒｉａ) 进行统治ꎬ 社会政治生活

的各方面———司法、 税收、 军队、 学校等———都要至少在理论上按照伊斯兰

教法的原则进行组织ꎮ 穆斯林在奧斯曼帝国处于优越地位ꎮ③ 奥斯曼土耳其人

信奉的是逊尼派伊斯兰教ꎬ 追随较为温和的哈乃斐教法学派ꎮ④ 在奥斯曼帝国

时代ꎬ 负责管理伊斯兰宗教事务的职位是谢赫伊斯兰 (Şｅｙｈüｌｉｓｌａｍ)ꎬ 由君

主任命ꎮ １６ 世纪之后ꎬ 负责宗教教育和教法实践的乌莱玛 (ｕｌｅｍａꎬ 宗教学

者) 阶层已经被完全整合进国家官僚体制ꎬ 其任命和薪水由国家负责ꎬ 这是

奥斯曼帝国实现政治控制的重要和有效的方式ꎮ⑤ 较新的研究认为ꎬ 哈里发体

制具有世俗性ꎬ 乌莱玛阶层具有相当的自主性ꎬ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君主

的权力ꎮ⑥ 奥斯曼帝国的君主有权力发布卡农 (ｋａｎｕｎ)ꎬ 即一种以上谕形式出

现的、 被书写和编纂出来的世俗法律ꎬ 理论上必须与伊斯兰教法相一致ꎮ 卡

农来自突厥 － 蒙古传统ꎬ 强调统治者维护法律、 秩序和共善的角色ꎮ 亚乌兹

认为ꎬ 卡农有助于建立一个宗教法律之外的世俗领域ꎬ 这一传统对 ２０ 世纪奥

斯曼帝国的世俗化具有重要影响ꎮ⑦

从奥斯曼帝国晚期开始ꎬ 学习西方进行现代化成为土耳其精英的追求ꎮ
到 ２０ 世纪初青年土耳其党人时代ꎬ 以西方化为特征的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已

经进行了 １００ 多年ꎮ 帝国推行现代化的目标ꎬ 不是要削弱伊斯兰教的影响ꎬ 而

２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Ｓｏｎｅｒ Ｃａｇａｐｔａｙꎬ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 － 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 Ｆｉｒｓｔ Ｍｕｓｌｉｍ Ｐｏｗｅｒ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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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林佳世子: «オスマン帝国 ５００ 年の平和»ꎬ 講談社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２４５ 页ꎮ
Ｓｏｎｅｒ Ｃａｇａｐｔａｙ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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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者、 号称日本伊斯兰法研究第一人的中田考在其关于哈里发体制的最新研究中指出ꎬ 不

宜使用源于基督教 －欧洲历史经验的 “政教合一” 概念来看待哈里发体制ꎬ 他认为ꎬ 基于伊斯兰法的起

源是神启来称之为宗教法ꎬ 是不合适的ꎬ 在伊斯兰教中ꎬ 法与宗教和政治是完全分离的ꎬ 哈里发政权不

止是在行政上而且在司法方面ꎬ 也可以说是与宗教分离的 “世俗” 政体ꎮ 参见 [日本] 中田考: «カリ
フ制再興—未完のプロジュクト、 その歷史理念未来»ꎬ 書肆心水ꎬ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２０８ ~２０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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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继续维系伊斯兰的特性和地位的同时ꎬ 平行地发展出来一套西方化的机制ꎬ
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 富国强兵ꎬ 以打败国内外的敌人ꎬ 这些改革仍然是

通过伊斯兰予以合理化的ꎮ① 但奥斯曼帝国的改革仍然带来了在当时还不被称为

世俗主义 /世俗化的影响ꎬ 比如ꎬ 新式学校的建立削弱了乌莱玛阶层对教育的控

制和影响ꎬ 尽管这只是改革的 “副产品”ꎬ 因为它并不是改革的目标ꎮ②

１９２３ 年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ꎬ 凯末尔大力推行世俗化改革ꎬ 与奥斯曼帝

国晚期的改革相比ꎬ 共和国时代的改革首先是有了新的意识形态ꎬ 把实现世

俗主义、 西方化不只是作为手段ꎬ 而是作为了目标ꎬ 因为欧洲被视为文明的

代表ꎬ 共和国初期的世俗化改革主要内容包括: 废除哈里发ꎻ 伊斯兰教各机

构的财产收归国有ꎻ 禁止苏菲教团的活动ꎻ 废止伊斯兰教法典ꎬ 采用欧洲的

法律体系ꎻ 推行欧式服饰ꎬ 采用欧洲的历法和纪元ꎻ 改革文字ꎬ 废弃阿拉伯

字母ꎬ 改用拉丁拼音文字ꎻ 实行小学义务教育ꎬ 严格管制宗教学校ꎻ 扩大民

主ꎬ 给妇女参政和参加社会生活的权利等ꎮ③ 凯末尔党人是一批出身于军人阶

层的进步主义者ꎬ 他们把传统宗教树立为保守的、 落后的、 坏的内部敌人ꎬ
世俗化就是从组织上消除建制宗教的各种影响ꎬ 在教育上完全排斥宗教ꎬ 重

建法律的来源ꎮ 通过废除苏丹和哈里发ꎬ 凯末尔党人建立起人民主权原则ꎬ
改变了政制合法性的基础ꎮ 世俗化剥夺了伊斯兰教的传统权威和社会纽带作

用ꎬ 这一空白需要用新的原则和符号填充之ꎬ 这就是民族主义ꎮ
凯末尔党人对宗教的态度和立场受其所处时代的某些重要思潮的深刻影

响ꎮ 凯末尔的思想并非他个人的原创ꎬ 土耳其人在这方面的思想也不是原创

性的ꎮ 在凯末尔的求学经历中ꎬ 世俗主义、 进步主义、 民族主义、 实证主义、
科学主义等来自西方的思潮ꎬ 对他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ꎮ 凯末尔自

小并没有受过系统的宗教训练ꎬ 对宗教也一向持有某种远距离的态度ꎮ 凯末

尔及其同时代的进步主义者都是科学主义者、 实证主义者ꎬ 在他们的历史观

中ꎬ 人类历史就是科学与宗教不断斗争的漫长过程ꎬ 而斗争的必然结果就是

科学的胜利、 科学成为新的信仰体系ꎻ 与此相对应ꎬ 他们认为ꎬ “宗教是虚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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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ꎬ 是由其先知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创造的”ꎻ 他们视宗教为进步的障

碍ꎬ 为了实现民族的进步ꎬ 就必须尽量压制乃至消除宗教的影响ꎬ 并逐步完

全以科学指导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ꎮ 这种激进的科学主义发展到极端甚至认

为应该废除诗歌ꎬ 因为诗歌是 “不科学的”ꎮ 哈尼奥卢教授提到ꎬ １９ 世纪中

期有一种名为 “庸俗唯物主义” 的德国哲学ꎬ “它将唯物主义学说通俗化ꎬ 把

唯物主义、 科学主义和进化论的普通观念融合为一种简单的信仰ꎬ 并坚持科

学对社会的作用ꎮ”① 这种思潮和运动在德国的影响微不足道ꎬ 却对近代土耳

其的一代精英产生了深刻影响ꎬ 这种影响在奥斯曼帝国的最后几十年是非常

普遍的ꎬ 在其影响下产生的一种信念就是: 要 “摒弃宗教信仰”ꎮ 青年土耳其

党人及凯末尔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基础就是这种 “庸俗唯物主义”ꎮ
现代土耳其国家意识形态被概括为 “凯末尔主义”ꎬ 它包括共和主义、 民

族主义、 平民主义、 世俗主义、 国家主义、 革命主义六大原则ꎬ 称为 “六个

箭头” (ａｌｔı ｏｋｕ)ꎮ 世俗主义在土耳其是最具社会影响力的原则ꎮ 正如卡尔帕

特所言: “现代国家———也就是民族主义ꎬ 不管是土耳其还是阿拉伯的民族主

义———不可能永远同有组织的宗教行动相一致ꎬ 特别是鉴于政治制度迟早需

要从非宗教方面来证明其行为的正确ꎮ 民族主义不可避免地要使世俗主义成

为其自身生存的一个条件ꎮ”② 当代土耳其世俗主义的原则明确体现在 １９８２ 年

宪法的前言中ꎬ 其潜台词是: 民族国家的逻辑大于宗教的逻辑ꎬ 民族国家的

需要大于宗教的需要ꎬ 国家大于宗教ꎬ 国家高于宗教ꎬ 宗教的普世主义必须

让位于国家理性ꎬ 必须让位于国家利益ꎮ
土耳其共和国在成为世俗民族国家时ꎬ 当政者并未选择政教在严格意义

上的分离ꎬ 而是政治控制和利用宗教ꎮ 其主要原因是ꎬ 凯末尔党人对伊斯兰

教有自己的理解ꎬ 他们认为正统伊斯兰具有根深蒂固的排他性特征ꎬ 因而ꎬ
他们认为国家负有 “驯服” 伊斯兰的使命ꎬ 这也是土耳其共和国延续奥斯曼

帝国的控制宗教这一传统ꎬ 并创立了宗教事务部的原因ꎮ③ 当代土耳其激进世

俗主义派仍然坚持对伊斯兰教这种理解ꎬ 为土耳其实行激进世俗主义进行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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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Ｍ 许克吕哈尼奥卢: «凯末尔传»ꎬ 时娜娜译ꎬ 商务印书馆ꎬ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４８ ~４９ 页ꎮ
[美国] 凯马尔Ｈ卡尔帕特: «当代中东的政治和社会思潮»ꎬ 陈和丰等译ꎬ 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ꎬ １９９２ 年版ꎬ 第 ２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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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ꎬ 强调世俗主义不只是哲学原则ꎬ 更是法律机制ꎮ①

从 １９２３ 年建国到 １９５０ 年一直执政的共和人民党ꎬ 强调的是科学的、 理

性的社会组织ꎬ 同时ꎬ 强调个人虔敬的重要性ꎬ 而不是倾向于无神论ꎮ 共和

党人对信仰的这一解释类似于清教式的世俗主义ꎬ 即强调 «古兰经» 的重要

性ꎬ 以及摆脱信徒个人与真主之间的中介的必要性ꎮ② 土耳其共和国的世俗主

义还规定了宗教信仰之自由和信仰的私人化原则ꎬ 国家表示不会支持任何宗

教ꎬ 各宗教一律平等ꎮ
小许理和教授指出ꎬ 自奥斯曼帝国末期的青年土耳其党人执政时代以来ꎬ

土耳其的保守主义的政治反对派就惯于利用伊斯兰教来反对专制国家ꎬ 同样

地ꎬ 世俗国家的支持者也总是倾向于给保守主义的政治反对派贴上反动派

(ｉｒｔｉｃａ) 的标签ꎬ 他们的这种做法对各自阵营的动员都是有利的ꎬ 而这种相互

“塑造” 一直延续至当代ꎮ③ １９４６ 年以后ꎬ 在向民主制转型的同时ꎬ 土耳其社

会的伊斯兰复兴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ꎮ １９８０ 年军人干政后ꎬ 土耳其国

内的政治情况完全改观ꎮ 政治极端主义被镇压而归于沉寂ꎬ 国家希望利用自

己版本的伊斯兰教来对抗各种激进的意识形态ꎬ 土耳其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变

成了 “土耳其 －伊斯兰一体化”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 宗教机构、 宗教观点和宗教

象征物重新流行ꎮ 很多之前的右派分子转向了伊斯兰ꎬ 伊斯兰主义就取代了

他们以前的意识形态ꎮ 政治伊斯兰的发展主要就是表现为埃尔巴坎所领导的

“民族观念运动” 及其不同的政党组织ꎬ １９９６ 年繁荣党 (ＲＰ) 的上台是其顶

峰ꎮ④ １９９７ 年军方发动的 “二二八” “软政变” 以 “反对世俗主义” 为名

推翻了繁荣党政府ꎬ 并随后通过法律程序解散了该党ꎬ 之后ꎬ 土耳其的世俗

建制更加强调传统饰物 (比如伊斯兰头巾) 的政治性ꎬ 并坚决予以打压ꎮ 但

其结果却是进一步使土耳其宗教政治化了: 凡是世俗国家反对的ꎬ 伊斯兰主

义就支持ꎮ 在土耳其的数个法令中ꎬ 在国家机关包括大学ꎬ 佩戴伊斯兰头巾

都被视为是对国家的世俗主义宪法原则的对抗ꎬ 故一直被禁止ꎮ 因此ꎬ 我们

可以看到ꎬ 世纪之交的土耳其ꎬ 伊斯兰头巾成为了最大的政治ꎮ 这其中的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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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就是: 世俗国家将宗教符号予以政治化ꎬ 伊斯兰主义者接受之ꎬ 并通过组

成政党ꎬ 谋求控制国家权力ꎬ 再为被政治化的符号以宗教自由的名义松绑ꎮ
不过ꎬ 埃尔多安政府拒绝将伊斯兰头巾与反世俗主义相联系ꎮ

对土耳其民众来说ꎬ 伊斯兰不只是个人的超验意义上的信仰ꎬ 它还是认

同构建、 归属感、 价值伦理、 生活方式、 对正义的追求等ꎬ 它涉及的方面很

多ꎬ 也因此ꎬ 伊斯兰容易成为反抗不公的一种动员工具ꎮ 另外ꎬ 伊斯兰主义

还发挥了批判现代性的重要角色ꎮ①

从政教关系的角度说ꎬ 宗教的政治化是民主化时代的典型特征ꎬ 其原因

除了政治解严外ꎬ 更有世俗化本身的影响ꎮ 民主化是对宗教管制的放松ꎬ 宗教

的公共性同时被释放了出来ꎬ 政治是最重要的公共领域ꎬ 以宗教参与政治就成

了自然的选择ꎬ 在土耳其这个方面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组织政党ꎬ 通过议会进行

斗争ꎮ 建立政党是土耳其政治伊斯兰的最主要表现ꎮ 伊斯兰主义政党代表的是

底层民众、 宗教保守群体ꎬ 是现代化和世俗化中的被边缘化的群体ꎮ
正发党与它的 “前任” 伊斯兰主义政党ꎬ 比如繁荣党ꎬ 并没有本质区别ꎻ

如果说有ꎬ 那就是它自己与前任主动切割ꎬ 更加讲求策略ꎬ 更加温和ꎮ 比如

正发党刻意强调自身的保守民主党的身份ꎬ 而不是其伊斯兰认同ꎮ 正发党为

了适应现实ꎬ 最初是对其亲伊斯兰的一面有所收敛ꎬ 一直不将自身定义为穆

斯林民主党ꎬ 而是自认为保守民主党ꎬ 该党的领导层也是表现出忠于共和国

的核心价值与西方民主价值的样子ꎮ 这样ꎬ 他们就能比民族观念运动的其他

“后裔” 获得更广泛的支持ꎮ②

但是ꎬ 正发党对自身的伊斯兰主义、 民族观念运动的疏离ꎬ 并不意味着

它切断了自身与土耳其伊斯兰运动的关系ꎮ③ 正发党的支持者来源复杂: 宗教

保守主义者、 民族主义者、 边缘和底层民众、 自由派、 库尔德人等等ꎬ 只要

有必要ꎬ 它就会去取悦于保守主义选民ꎮ 正发党内存在两条路线: 一个是温

６４

①

②

③

Ｈａｌｄｕｎ Ｇüｎａｌｐꎬ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ｉｎ Ｓｉｂｅｌ Ｂｏｚｄｏａｎ ａｎｄ
Ｒｅşａｔ Ｋａｓａｂａ ｅｄｓ ꎬ 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７ꎬ ｐｐ ５７ － ５８

Üｍｉｔ Ｃｉｚｒｅ ｅｄ ꎬ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ｙ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３

伊莱特埃尔图格鲁 (ｌｔｅｒ Ｅｒｔｕｒｕｌ) 指出ꎬ 正义与发展党的创立者们是非常现实主义的ꎬ 他们

在接受了 “体制是无法否定的现实” 的基础上ꎬ 改变了繁荣党的政策和主张ꎬ 但在另一方面ꎬ 其与伊

斯兰主义势力的关系ꎬ 与 “民族观念运动” 阶段相比ꎬ 也变得更加紧密了ꎮ イルテるエルトゥール
ル: «現代トルコの政治と経済—共和国の８５ 年史 (１９２３ ~ ２００８)»ꎬ 第 ２５８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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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代主义的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的祖国党路线ꎬ 另一个是民族观念运动的保守

路线ꎮ 这样的两种路线使得它也能够获得大部分的传统的民族观念运动的和

宗教运动的组织的支持ꎬ 并使一些其他的中右政党被边缘化ꎮ①

正发党的世俗主义观

正发党并没有正式地挑战共和国的世俗主义原则ꎬ 尤其是在埃尔多安执

政之初ꎬ 正发党仍然公开坚持和遵守世俗主义的原则ꎮ 比如ꎬ ２００３ 年在第一

次正发党的议会党团会议上ꎬ 作为党主席的埃尔多安概述了正发党的政策要

点ꎬ 其中他提到ꎬ “我们接受如下原则作为我们党的基石: 土耳其共和国拥有

统一、 完整且团结的架构ꎬ 是世俗 (ｌａｉｋ)、 民主的法治国家”②ꎮ 这其实是土

耳其 １９８２ 年宪法的内容ꎮ 正发党的党章如此写道: “本党将宗教视为人类最

重要的机制之一ꎬ 而世俗主义是民主制的前提以及自由与良知的保障ꎮ 本党

反对将世俗主义解释和扭曲为宗教的敌人我们党拒绝利用神圣的宗教价

值和族性来实现政治目的ꎮ” ③

按照亚乌兹教授的看法ꎬ 在土耳其的现实政治的框架中ꎬ 由于限制基于

宗教或种族的政治ꎬ 正发党要想合法地活动ꎬ 只能使用 “保守民主派” 的自

我认同ꎬ 并为了务实的目的ꎬ 否定自身在起源上与伊斯兰主义的关联ꎮ 但正

发党的自我认同是有矛盾的ꎬ 反映出其身份的复杂性ꎬ 亦即摇摆于保守伊斯

兰主义和民主主义之间ꎮ④ 埃尔多安本人在伊斯兰主义问题上有不良记录ꎬ 也

是世俗派不信任正发党的重要原因ꎮ １９９４ 年的时候ꎬ 埃尔多安曾说: “感谢真

主ꎬ 我支持沙里亚ꎮ”⑤ 埃尔多安还曾强调世俗主义与穆斯林身份不兼容ꎮ⑥

这些都促使人怀疑其真实动机ꎮ 所以ꎬ 正发党是否存在使土耳其全盘伊斯兰

化的议程ꎬ 人们不得而知ꎮ
那么ꎬ 从公开的言行来看ꎬ 正发党对当代土耳其世俗主义秩序的挑战主

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检视正发党执政的十几年ꎬ 我们不难发现ꎬ 有几项议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Üｍｉｔ Ｃｉｚｒｅ ｅｄ 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６
Ｙａｓｉｎ Ａｋｔａｙ ｅｄ 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６２６
Ｍ 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ꎬ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ｕｓｌｉｍ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ｐｐ １４９ꎬ １５２ꎬ １５３
Ｉｂｉｄ ꎬ ｐ ４
Ｍｉｌｌｉｙｅｔ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９ꎬ １９９４
Ｍ 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ꎬ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ｕｓｌｉｍ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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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是最具争议的: 领导人的夫人戴头巾ꎬ 推动居尔当选为总统ꎬ 实行更严格

的清真食品法ꎬ 推动取消女性在公共场所戴头巾的禁令ꎬ 实行更严格的禁酒

令ꎬ 力图推动使通奸成为罪行ꎬ 让宗教中学的毕业生更容易进入大学ꎬ 挑动

世俗主义的定义问题ꎬ 使童婚合法化ꎬ 使宗教事务部日益伊斯兰化ꎬ 以及

“驯化” 土耳其军方等等ꎮ 到今天ꎬ 上述这些议题ꎬ 正发党大部分都实现了ꎬ
尽管最初正发党遭到激烈的反对ꎬ 甚至在 ２００８ 年一度面临政党被解散的风

险ꎮ 不过ꎬ 引发争议的上述议题大部分是关于社会生活方式的ꎬ 而这些议题

也往往被视为正发党挑战世俗主义的表现ꎮ 这可以说是由土耳其特色的教俗

之争ꎬ 简言之ꎬ 在土耳其ꎬ 教俗之争的核心议题是围绕生活方式进行的ꎮ 而

根据门德列斯齐纳尔的看法ꎬ 像头巾问题、 宗教学校的学生安排的问题ꎬ
算不上什么严重的伊斯兰主义ꎬ 这些问题和主张为土耳其中右翼政党所共

有ꎮ① 限于篇幅ꎬ 这里只讨论与本文的议题更为直接相关的话题ꎬ 首先是关于

正发党如何挑动世俗主义争议的问题ꎮ
近年来ꎬ 正发党时不时挑动 “世俗主义” 议题ꎬ 并在土耳其伊斯兰主义

发展的框架中实现了 “重新定义” 世俗主义之意图ꎮ 这里所谓伊斯兰主义发

展的框架ꎬ 是指这种关于世俗主义的 “重新定义”ꎬ 并不全是正发党的创新ꎬ
毋宁说它是土耳其伊斯兰主义的一向主张ꎮ 之所以要围绕世俗主义的定义做

文章ꎬ 主要是因为土其世俗主义建制过于强大ꎬ 放弃世俗主义短期看是做不

到的ꎬ 而且风险过大ꎮ
２００６ 年ꎬ 埃尔多安就曾发表他对世俗主义的 “新定义”: “世俗主义的第

一个维度是国家不应该按照宗教法构建世俗主义的第二个维度是ꎬ 国家

应该保持中立ꎬ 要平等对待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ꎬ 并应该成为个人的宗教和

信仰自由的保护者因为上述特色ꎬ 世俗主义是共和国的基础性、 不可分

割的原则ꎮ 从民族解放运动以来穆斯塔法凯末尔的正确决断ꎬ 以及反映这

些决定的理念ꎬ 也已经被我们的民族完全内化ꎬ 并成为不可分割的理念ꎬ 这

些必须被骄傲地捍卫ꎮ 我认为ꎬ 我们必须小心翼翼地避免把世俗主义的不可

分割的理念变成 ‘社会不满’ 的领域ꎮ 因此ꎬ 对我们来说ꎬ 有必要保护这些

理念的含义和精神ꎮ”②

８４

①
②

ｌｈａｎ Ｕｚｇｅｌ ａｎｄ Ｂüｌｅｎｔ Ｄｕｒｕ ｅｄｓ 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３１４
Ｍ 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ꎬ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ｕｓｌｉｍ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ｐ 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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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乌兹教授认为ꎬ 由于正发党之前的伊斯兰主义政党都被解散了ꎬ 理由

就是他们反对世俗主义ꎬ 因而ꎬ 正发党只能采取极其谨慎的迂回策略ꎬ 所以ꎬ
埃尔多安在上述言论中充满了矛盾ꎬ 一方面要批评原有的世俗主义ꎬ 另一方

面还要表现得像是在捍卫凯末尔主义ꎮ①

２００６ 年时任大国民议会发言人的布伦特阿伦奇 (Ｂüｌｅｎｔ Ａｒıｎç) 引发了

激烈的围绕世俗主义的争论ꎮ 当时ꎬ 他说ꎬ 公共利益应该由人民的利益而不

是国家的利益来决定ꎬ 国家不能禁止或限制对每个人来说都有效的权利ꎬ 不

能针对人民中的特定群体ꎬ 必须基于此对世俗主义进行重新解释ꎮ 他将世俗

主义界定为维系社会和平与妥协的机制ꎬ 要求国家对信仰持中立态度ꎬ 为信

仰和崇拜的表达提供机会和自由ꎬ 国家应该保护个人践行宗教信仰的自由ꎮ
这在当时引起了土耳其军方总参谋长的激烈反映ꎬ 认为阿伦奇是伊斯兰主义

者ꎬ 要颠覆世俗主义国家ꎮ②

２０１１ 年正发党在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布了 «２０２３ 年政治愿景»ꎬ 比

较系统地阐述了正发党的世俗主义主张ꎮ 实际上ꎬ 正发党表面上并不否定世

俗主义ꎬ 但在坚持政教分离的前提下ꎬ 它更加强调宗教信仰不受政治权力干

预的自由ꎬ 强调不同信仰的和谐共处ꎮ 相对于凯末尔党人的以政治管控宗教

的、 积极的世俗主义来说ꎬ 强调宗教信仰自由则是一种消极的世俗主义ꎬ 必

将为宗教活动打开更大的空间ꎮ 其具体内容如下: 在基本的人权与法律的基

础上ꎬ 我们想再次强调我们对于世俗主义原则的理解ꎮ 世俗主义应该被理解

为这样的一个原则ꎬ 即国家与所有的宗教和信仰团体保持同等距离ꎬ 任何人

不得因其信仰而受到压制ꎬ 而防止一种宗教凌驾于其他的宗教之上ꎬ 并且将

信仰自由作为民主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ꎮ 正发党坚持以上原则ꎬ 我们将世俗

主义视为国家对社会上所有的信仰和观点都能公平对待ꎮ 正发党既不将世俗

主义视为反宗教ꎬ 也不将其等同于非宗教ꎻ 有些人将世俗主义说成是反宗教

的而以此诋毁世俗主义ꎬ 正发党反对这种做法ꎬ 我们将世俗主义视为所有宗

教和信仰的保障ꎮ 对正发党来说ꎬ 世俗主义是一种宗教和良知自由的保障ꎬ
是与各种宗教和信仰有关的崇拜得以自由安排的保障ꎬ 是信仰宗教者解释他

们的宗教信仰ꎬ 以及无信仰者可以安排他们的生活的保障ꎬ 也就是说ꎬ 正发

９４

①
②

Ｍ 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ꎬ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ｕｓｌｉｍ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ｐ 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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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将世俗主义视为一个自由与和平的原则ꎮ 正发党反对把神圣的宗教价值运

用于政治ꎬ 亦反对将宗教作为获取政治、 经济或其他利益的工具ꎮ 一个民主

的国家应包容各种差异的存在ꎬ 在这样的国家中ꎬ 人们如果因为其宗教信仰

而受到压制ꎬ 制造对宗教信仰人士的压力ꎬ 多元主义、 共存的意愿、 宽容与

对话就会消失ꎮ 正发党认为ꎬ 因其选择和生活方式而歧视信教的人ꎬ 或者利

用宗教来给有不同生活方式的人施加压力ꎬ 都是不可接受的ꎮ 这些是反民主

的态度ꎬ 也与人权和自由相矛盾ꎮ①

仔细分析上述内容ꎬ 我们可以发现ꎬ 土耳其的世俗主义已经被正发党重

新定义了ꎮ 埃尔多安党人强调的世俗主义ꎬ 其侧重点与历史上的凯末尔主义

颇为不同ꎮ 凯末尔主义的世俗主义强调将国家和政治从宗教中剥离出来ꎬ 最

大程度上地将宗教的影响在各个公共领域予以弱化和边缘化ꎬ 并强调国家对

宗教的管控ꎻ 埃尔多安强调的世俗主义说的是国家要平等对待不同信仰ꎬ 其

深意是强调穆斯林的信仰在威权主义的世俗模式下未获平等对待ꎬ 戴头巾的

权利等宗教自由过去未被充分尊重ꎮ
究竟正发党的世俗主义观是否能为土耳其社会各界所接受ꎬ 以下事件是

一个例证ꎮ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５ 日ꎬ 土耳其大国民议会议长伊司马仪卡拉曼

(Ｉｓｍａｉｌ Ｋａｈｒａｍａｎ) 公开发表言论ꎬ 宣称土耳其要制定宗教性宪法ꎬ 新宪法中

不该有世俗主义的位置ꎮ 这个表态在土耳其引起了轩然大波ꎬ 人们普遍表示

担心土耳其将彻底伊斯兰化ꎬ 世俗主义国家体制将被颠覆ꎮ 最大的反对党共

和人民党 (ＣＨＰ) 以及各种女权组织都表示ꎬ 土耳其的现代国家体制包括民

主制度都是建立在世俗主义的前提下ꎬ 否则ꎬ 土耳其将沦为一个教权国家ꎮ
他们对卡拉曼发出了严厉批评ꎬ 并将这股怒火引到对执政党———正发党的批

评上来ꎮ
卡拉曼很快就澄清了自己的说法ꎬ 并说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ꎬ 不代表正

发党ꎮ 随后ꎬ 正发党的多位领导人ꎬ 包括名义上已经脱党、 持守中立的总统

埃尔多安ꎬ 都纷纷表示那是卡拉曼个人的意见ꎬ 不代表正发党的观点ꎮ 但是ꎬ
反对派仍坚持认为ꎬ 如此重要的政治人物在公开场合谈国民都关注的修宪问

题ꎬ 不可能是卡拉曼个人的想法ꎬ 而是代表了执政集团整体的或者说正发党

０５

① “Ａｋ Ｐａｒｔｉ ２０２３ Ｓｉｙａｓｉ Ｖｉｚｙｏｎｕ: Ｓｉｙａｓｅｔꎬ Ｔｏｐｌｕｍꎬ Ｄüｎｙａ”ꎬ Ｅｙｌüｌ ３０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２４ － ２５ꎬ ｈｔｔ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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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的想法ꎬ 他们坚决要求卡拉曼辞职ꎮ①

在此情势下ꎬ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２６ 日ꎬ 卡拉曼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ꎬ 他发表

了声明如下: 在伊斯坦布尔大学组织的以 “新宪法、 新土耳其” 为主题的研讨

会上ꎬ 我表达了与新宪法有关的个人观点ꎮ 在我全部的讲话中ꎬ 我强调了有必

要对写入 １９３７ 年宪法中的 “ｌａｉｋｌｉｋ” 这个术语进行定义ꎮ 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以

及司法实践中ꎬ 这个概念是作为限制和破坏个人及社会的权利与自由的工具来

使用的ꎬ 为严重的不公平对待开辟了道路ꎮ 这种无权状态出现的基本原因就在

于世俗主义这个概念没有被定义ꎮ 我们的现行宪法中规定ꎬ 土耳其是一个民主

的、 世俗的与社会的法治国家ꎬ 但由于没有界定世俗主义ꎬ 就为围绕宗教与良

心自由这些概念的争议留下了空间ꎮ 为了防止漫无边际的、 过分的以及分裂人

民的争论ꎬ 我们必须对世俗主义下定义ꎮ 从根本上说ꎬ 世俗主义就是人们可以

自由地选择与各种宗教和信仰有关的崇拜ꎬ 信仰者可以获得法律保障ꎬ 从这个

角度而言ꎬ 世俗主义体现为自由与社会和谐的原则ꎮ 在我提到的 “宪法是宗教

性的” 宣言中ꎬ 我无非是想表达这样的一个愿望: 我们的宪法为宗教和良知自

由提供条文和精神上的保障ꎮ 由此ꎬ 土耳其新宪法中需要有关于 “世俗主义为

不同信仰团体确保自由” 的明确表述ꎮ 我的讲话需要以理智、 逻辑且常识性的

思维来理解ꎮ 至于其他的评价所炒作的ꎬ 显然是用心不良ꎮ②

在澄清和辩解之后ꎬ 卡拉曼关于世俗主义的言论引发的风波已经过去了ꎬ
土耳其主流舆论中没有放弃世俗主义的主张ꎮ 放弃世俗主义ꎬ 很难说是否是

正发党的真实意图ꎮ 卡拉曼的做法很可能是ꎬ 先由一个正发党高层领导人表

示 “自己” 的观点ꎬ 然后正发党等待这样的一个观点会引起怎样的反应ꎬ 如

果民众强烈反对ꎬ 正发党就会强调说ꎬ 这观点是该领导人的个人观点与正发

党无关ꎮ 一段时间以后ꎬ 正发党的另外一个领导人会再提出一个类似的观点ꎬ
但更易于民众接受ꎮ 此时ꎬ 如果民众的反应不那么强烈ꎬ 他们会继续着手落

实该观点的具体内容ꎮ 所以ꎬ 他们采用如此做法ꎬ 以期寻找到最适当的时机

达成自己的目的ꎮ

１５

①

②

Ｂｕｒａｋ Ｂｅｋｄｉｌꎬ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Ｓｐｅａｋｅｒ Ｃａｌｌｅｓ ｆｏｒ ａ ‘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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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７ꎬ ２０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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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这个争议之机ꎬ 正发党重申了自己关于世俗主义的理解和界定ꎮ 埃尔

多安强调的是政府公平对待各种宗教ꎬ 与各种宗教保持同等距离ꎮ 他强调应

该回到自己 ２０１１ 年访问埃及期间对世俗主义的解释: 有世俗的政体ꎬ 但没有

世俗的人 (无国教、 有信仰)ꎬ 世俗主义不等于无神论ꎮ 实际上ꎬ 埃尔多安所

谓回到 ２０１１ 年的解释ꎬ 也就是正发党 «２０２３ 政治愿景» 中的表达ꎮ
从卡拉曼事件和正发党以及埃尔多安的态度看ꎬ 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世

俗主义ꎬ 但对世俗主义的强调的侧重点有所变化ꎬ 综合来看ꎬ 土耳其原有的

政教关系尚未受到根本性的冲击ꎮ 但正发党高层不断 “试水” 的做法ꎬ 使他

们的真实目的蒙上了一层迷雾ꎮ

宗教事务部与土耳其政治的伊斯兰化

土耳其宗教事务部 (Ｄｉｙａｎｅｔ şｌｅｒｉ Ｂａşｋａｎｌıı)① 是理解土耳其政教关系的重

要切入点ꎮ 宗教事务部建立于 １９２４ 年 ３ 月 ３ 日ꎬ 它自陈是奥斯曼帝国时代的

谢赫 －伊斯兰 (有译为 “大教长”) 这一机构的继承者ꎮ② 土耳其宗教事务部

首次于 １９６１ 年出现在宪法文本中ꎮ 不过ꎬ 这在当时遭到了部分知识分子和政

客的抱怨ꎬ 他们认为宗教事务部的存在有违共和国的世俗主义原则ꎬ 理由是:
既然共和国是世俗的ꎬ 那么它的体制里就不该有宗教人士ꎬ 国家和宗教事务

应该分离ꎬ 国家体制中存在一个提供宗教服务的部门ꎬ 违背了确保信仰和良

知自由的世俗主义原则ꎮ③ 不过ꎬ １９７１ 年ꎬ 土耳其宪法法院做出判决ꎬ 宗教

事务部不是一个宗教机构ꎬ 而是一般性的行政机构ꎬ 故与世俗主义原则不矛

盾ꎮ④ 在 １９８２ 年宪法中规定: “在一般行政体系中的宗教事务部ꎬ 忠于世俗主

义原则ꎬ 不参与任何政治观念和思想ꎬ 目的是为了民族的团结与统一ꎬ 有专

２５

①

②

③

④

土耳其宗教事务部当前雇员超过了 １１ 万人ꎬ 包括中央和地方两级机构ꎬ 在中央层面包括: 部

长、 副部长、 宗教事务高等委员会、 «古兰经» 认证委员会、 宗教服务部、 宗教教育部、 朝觐部、 宗

教出版部、 外事部ꎬ 在地方层面有省级和县级的穆夫提办公室、 教育中心和 «古兰经» 课程ꎬ 具体可

参见该部门的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ｉｙａｎｅｔ ｇｏｖ ｔｒꎬ ２０１８ － ０２ － １２ꎮ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ｉｙａｎｅｔ ｇｏｖ ｔｒ / ｔｒ － ＴＲ/ Ｋｕｒｕｍｓａｌ / Ｄｅｔａｙ / / １ / ｄｉｙａｎｅｔ － ｉｓｌｅｒｉ － ｂａｓｋａｎｌｉｇｉ － ｋｕｒｕｌｕｓ － ｖｅ －

ｔａｒｉｈｃｅｓｉꎬ ２０１８ － ０２ － １２
Ｒｆａｎ Ｂｏｚａｎꎬ Ｄｅｖｌｅｔ ｉｌｅ Ｔｏｐｌｕｍ Ａｒａｓıｎｄａ Ｂｉｒ Ｏｋｕｌ: ｍａｍ Ｈａｔｉｐ Ｌｉｓｅｌｅｒｉꎬ Ｂｉｒ Ｋｕｒｕｍ: Ｄｉｙａｎｅｔ şｌｅｒｉ

Ｂａşｋａｎｌııꎬ Ｉｓｔａｎｂｕｌ: ＴＥＳＥＶ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５７ － ５９
Ｈａｄｉ Ａｄａｎａｌıꎬ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ｙ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ꎬ Ｖｏｌ ９８ꎬ Ｉｓｓｕｅ ２ － ３ꎬ ２００８ꎬ ｐｐ ２３４ － ２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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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的法令规定其职责ꎮ”①

很多学者关注了土耳其宗教事务部的政治化ꎬ 但在笔者看来ꎬ 讨论土耳

其宗教事务部的政治化这个问题并没有多大意义ꎮ 如前所述ꎬ 该机构作为附

属于总理的一个政府部门ꎬ 本身就被认为是国家的行政机关ꎬ 它当然是国家

政治的一部分ꎬ 从来就不是独立的或自治的ꎬ 也就无所谓政治化ꎮ 它的设立

其实对国家的世俗主义政治来说是一把 “双刃剑”ꎮ 因为ꎬ 其角色是随着掌握

政府和国家权力的集团的变化而变化的ꎮ 在正发党上台之前ꎬ 多种政治势力

包括军方都曾力图影响和控制宗教事务部ꎬ 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ꎮ② 当世俗

主义者掌握了政府和国家权力的时候 (在正发党之前ꎬ 基本上都是这样)ꎬ 宗

教事务部就被用来保护和捍卫世俗主义ꎬ 推广国家认可的世俗版本的伊斯兰

教ꎬ 打压传统宗教人士的社会权威ꎬ 防止社会的伊斯兰化ꎮ③ 但问题是ꎬ 当正

发党这样的具有伊斯兰主义背景的政治力量控制政府之时ꎬ 假以时日ꎬ 宗教

事务部自然也会随着风向而改变ꎮ
冷战结束以后ꎬ 一方面ꎬ 土耳其国内社会层面的伊斯兰复兴日益发展ꎻ

另一方面ꎬ 宗教在国际政治中的角色日趋活跃和重要ꎮ 随着国内外事务的扩

张及其与政府关系之性质的变化ꎬ 土耳其宗教事务部的财政和政治权力也在

日益增长ꎬ 尤其是在正发党当政时代ꎬ 宗教事务部从以往国家设定的捍卫世

俗主义的角色变成了正发党和埃尔多安的政治工具ꎬ 多次选举中宗教事务部

给各地伊玛目施加压力ꎬ 要他们为正发党拉票ꎬ 在 ２０１７ 年的修宪公投中也不

例外ꎮ④

在正发党执政时期ꎬ 宗教事务部的预算逐年增加ꎬ 而且增幅经常达到

２０％左右: ２００２ 年预算约 ５ ５ 亿里拉ꎬ ２００３ 年约 ７ ７ 亿里拉ꎬ ２００４ 年是

１１ ２６ 亿里拉ꎬ ２００６ 年是 １３ 亿里拉ꎬ ２０１０ 年约 ２６ ５ 亿里拉ꎬ ２０１２ 年是 ３８ ９
亿里拉ꎬ ２０１３ 年约 ４６ 亿里拉ꎬ ２０１５ 年是 ５７ ４ 亿里拉ꎮ⑤ 这个数字的增长并

３５

①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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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停止ꎬ ２０１８ 年土耳其宗教事务部的预算达到 ７７ 亿里拉ꎮ①

在正发党和埃尔多安的控制下ꎬ 土耳其宗教事务部日趋 “伊斯兰化”ꎬ 这

个定性是相对于国家法律对该机构的规定而言的ꎮ 如前所述ꎬ 宪法规定土耳

其宗教事务部是一个政府行政机构ꎬ 而不是宗教机构ꎬ 但在正发党时代ꎬ 土

耳其宗教事务部日益发挥着服务于伊斯兰主义的功能ꎮ
土耳其宗教事务部在正发党时代日益党派化ꎬ 其表现是发布有利于当权

者的教令——— “法特瓦” (ｆａｔｗａ)ꎮ 近期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例子是 ２０１６ 年 ７ 月

１５ 日 “未遂政变” 发生后ꎬ 宗教事务部迅速站在正发党政府和埃尔多安一

边ꎬ 紧急动员全国的宗教人士发动民众上街支持政府ꎮ 当埃尔多安发出让民

众上街阻挡军人的呼吁后ꎬ 土耳其国家宗教事务部随即通知全国近 ９ 万座清

真寺念传统阿拉伯语的赞词ꎬ 以警示民众发生了大事ꎬ 念完赞词之后又用土

耳其语号召民众上街反对政变ꎮ 被称作 “索俩” (ｓｅｌａ / ｓａｌａｈ) 的古老赞词相

当于 “穆斯林的动员令”ꎬ 它具有宗教功能ꎬ 常常在遇到重大事件时念诵ꎮ②

土耳其平均不到１ ０００人就拥有一座清真寺ꎮ 当配备了扩音器的清真寺宣礼塔

传出动员教众反对政变的声音后ꎬ 其在特定范围内所产生的影响力则超过了

所有现代媒介ꎮ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 当人们谈论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时ꎬ
总是提到更多清真寺的兴建ꎬ 事实上ꎬ 正发党在执政期间兴建了成千上万的

清真寺ꎬ 包括土耳其最大的位于伊斯坦布尔最高山顶的清真寺ꎮ③

因而ꎬ ２０１６ 年的 “未遂政变” 也被认为是宗教事务部地位迅速上升的一

个转折点ꎮ ２０１６ 年 ８ 月初ꎬ 土耳其宗教事务部召集了全国舒拉 (şｕｒａ) 会议ꎬ
并针对 “葛兰恐怖主义组织” (ＦＥＴÖ) 做出了 １７ 条决议ꎬ 之后又向全球以 ８
个语种发布了关于 “葛兰恐怖主义组织” 的报告ꎮ④ 土耳其宗教事务部的决

议和报告主要是否定和攻击葛兰运动ꎬ 并将其定性为 “滥用宗教的秘密组织ꎬ
表明温和ꎬ 实则包藏祸心”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宗教事务部在这期间是以某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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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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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ｕｚｄｅ － ４１ꎬ ２０１８ － ０２ － ２２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ｉｎｉｈａｂｅｒｌｅｒ ｃｏｍ / ｄｉｙａｎｅｔ / ｄｉｙａｎｅｔ － ｔｕｍ － ｐｅｒｓｏｎｅｌｉｎｉ － ｇｏｒｅｖｅ － ｃａｇｉｒｄｉ － ｈ９６０３１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 ０２ － ２２

按照土耳其宗教事务部的数据ꎬ ２００６ 年土耳其有 ７８ ６０８ 座清真寺ꎬ 到 ２０１６ 年达到 ８７ ３８１ 座ꎬ
２０１７ 年底则已突破 ９０ ０００ 座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ｄｉｙａｎｅｔ ｇｏｖ ｔｒ / ＵｓｅｒＦｉｌｅｓ / ＣＫＵｐｌｏａｄ / Ｕｐｌｏａｄ / ｉ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ｋ＿ ２０１６ /
２＿ １＿ ｃａｍｉ＿ ｓａｙｉｓｉ ｘｌｓꎬ ２０１８ － ０２ － ２２ꎻ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ｃｎｎｔｕｒｋ ｃｏｍ / ｔｕｒｋｉｙｅ / ｄｉｙａｎｅｔｅ － ｂａｇｌｉ － ｃａｍｉ － ｓａｙｉｓｉ －
２０１７ｄｅ －９０ － ｂｉｎｅ － ｕｌａｓｔｉꎬ ２０１８ － ０２ － ２２

“ＦＥＴÖ Ａｂｕｓｅ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Ｅｘｐｏｓｅｄ ｉｎ ８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ꎬ Ｄａｉｌｙ Ｓａｂａｈ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１２ꎬ ２０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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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宗教权威的形式发挥作用的ꎬ 是以宗教服务于政治的ꎬ 而不像是一个世俗

国家的行政机关ꎮ 在 “未遂政变” 后ꎬ 土耳其宗教事务部成为捍卫埃尔多安

政权ꎬ 打压葛兰运动的重要力量ꎮ
土耳其宗教事务部日趋伊斯兰化的表现就是不时发布具有中世纪色彩的

教令ꎬ 引发土耳其社会的教俗之争ꎮ ２０１７ 年底ꎬ 土耳其国家宗教事务部发布

教令称ꎬ 如果丈夫称其妻子为 “姐妹或母亲”ꎬ 两人就将被视为 “已经离

婚”ꎮ 但如果双方之前未曾离过婚ꎬ 仍可再次结为夫妻ꎮ 该报道还称ꎬ 土耳其

宗教事务部此前曾出台离婚教令ꎬ 规定夫妻两人可通过电话、 传真或电子邮

件等方式离婚ꎬ 只需男方 ３ 次说出或写出 “ ｔａｌａｑ” (阿拉伯语ꎬ 意为 “离
婚”)ꎬ 但妻子必须确认信息发送者是否系其丈夫ꎮ①

关于土耳其婚姻法律方面的问题ꎬ ３ 次 “ ｔａｌａｑ” 是传统上有教法基础的

关于穆斯林离婚 /休妻的规定 ( ｔｒｉｐｌｅ ｔａｌａｑ)ꎬ 尤其是哈乃斐教法学派比较盛

行此种方法ꎮ 不久前ꎬ 印度出台法律要严格限制这种做法———印度拟立法

禁止穆斯林男子 “立即离婚” 的行为ꎬ 即说 ３ 次 “ ｔａｌａｑ” 即可休妻的行为ꎮ
此前最高法院已裁定此行为不合宪法ꎬ 但此现象屡禁不止ꎬ 因此惩罚违反

者的议案已交印度国会讨论ꎬ 如果通过ꎬ 即违反者可能将被判处为期三年

的有期徒刑ꎮ 实际上ꎬ 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的时候ꎬ 欧洲法院判定 “ ｔａｌａｑ” 离

婚在欧盟属于非法ꎮ 有些伊斯兰国家也依据世俗法律禁止了 ３ 次 “ ｔａｌａｑ”
离婚的做法ꎮ

根据笔者查阅的原始资料ꎬ 前述 “法特瓦” 是土耳其宗教事务部的宗教

事务高等委员会做出的ꎬ 按照土文的报道ꎬ 只有当其丈夫带着离婚的意图说

“你是我的妈妈”、 “你是我的姊妹” 时ꎬ 才可以算离婚ꎮ “如果一个男人在说

这些话时ꎬ 意图借此解除婚约ꎬ 在此情况下ꎬ 那么 ‘随哈尔’ 的赎罪就是必

要的ꎮ” 也就是说ꎬ 这种离婚方式是不被鼓励的ꎬ 需要 “赎罪”ꎮ 对于 “随哈

尔”ꎬ 宗教事务高等委员会定义如下: 一个男人的妻子ꎬ 被其丈夫类比为他的

母亲、 姊妹、 姑、 姨这些绝对禁止与之婚配的人中的一个ꎬ 或者被说成是这

些人的背、 肚子或小腿等被禁止的器官ꎮ 该委员会补充说ꎬ 如果是为了表达

爱和尊敬ꎬ 男人对妻子ꎬ 说 “你是我的妈妈”、 “你是我的姊妹”ꎬ 这种情况

５５

① 严翔: «土耳其: 丈夫只需称妻子为母亲或姐妹即可视为与之离婚»ꎬ 载人民网: ｈｔｔｐ: / /
ｍ ｐｅｏｐｌｅ ｃｎ / ｎ４ / ２０１７ / １２２７ / ｃ５７ － １０３１８７８４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 ０１ － １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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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也是不鼓励的ꎬ 但只是出于口头习惯而不是带有 (离婚) 意图的ꎬ 没有

必要赎罪ꎮ①

根据资料ꎬ “随哈尔” 作为伊斯兰之前的 “蒙昧时代的习俗” 以及一种

离婚的方法ꎬ 是伊斯兰教曾经禁止的行为ꎮ 根据土文的报道ꎬ 我们可以看出

土耳其宗教事务部也并不是要鼓励或者说积极肯定通过 “随哈尔” 离婚的行

为ꎮ 但即便如此ꎬ 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ꎬ 土耳其宗教事务部在当下拿出来说

事ꎬ 并认为这种做法可以当作离婚的依据ꎬ 本就是个颇能引发争议的问题ꎮ
前述问题在当代土耳其的出现ꎬ 实际是正发党治下的政治与社会日益从

原有世俗主义道路退却的某种迹象和表达形式 (虽然还没有达到实质性的变

化)ꎮ 这也是为什么世俗主义者自始至终都不相信伊斯兰主义者的原因ꎮ 世俗

主义者不相信 “保守民主主义” 的说辞ꎬ 他们认为: 伊斯兰主义ꎬ 无论激进

的或保守的ꎬ 甚或自由的ꎬ 无论加上什么定语ꎬ 其最终目标都是追求沙里亚

化ꎮ 在这些有争议的跟宗教相关的问题上ꎬ 正发党的态度、 倾向性和作为时

不时就刺激世俗主义者的进一步怀疑ꎮ

土耳其军队: 被 “驯化”?

军队一直是土耳其最重要的世俗主义的堡垒和捍卫者ꎮ 在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ꎬ 也就是在凯末尔去世不久前ꎬ 他给土耳其军队留下很高的期许ꎬ 称军

人肩负着保卫土耳其共和国、 打败国家的内外威胁的重任! 这段话现在刻在

位于安卡拉的国父陵的一面墙上ꎬ 在非常醒目的位置ꎬ 如下所述: “他们的胜

利与业绩跟人类的历史同步ꎬ 任何时候都高举胜利与文明的火炬ꎬ 这就是英

雄的土耳其军队! 既然你们曾经在最为危险和困难的时刻使你们的国家免于

压迫、 灾难与敌人的入侵ꎬ 我毫不怀疑ꎬ 在这个共和国硕果累累的时代ꎬ 在

配备所有现代武器和军事科学手段的情况下ꎬ 你们将以同样的忠诚履行你们

的职责ꎮ 我和我们伟大的民族确信ꎬ 你们时刻准备着完成你们的使命ꎬ 捍卫

土耳其人祖国与同胞的荣誉和尊严ꎬ 使其免于各种威胁ꎬ 不管这威胁是来自

国内还是国外!”②

６５

①

②

Ｈｔｔｐ: / / ｔ２４ ｃｏｍ ｔｒ / ｈａｂｅｒ / ｄｉｙａｎｅｔ － ｅｓｉｎｅ － ａｎａｍ － ｂａｃｉｍ － ｄｉｙｅｎ － ｅｒｋｅｋ － ｂｏｓａｎｍｉｓ － ｓａｙｉｌｉｒ －
５２０１６３ꎬ ２０１８ － ０２ － １２

译自笔者在阿塔图尔克陵拍摄的图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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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末尔留给军队的这段话ꎬ 类似于 “遗嘱”ꎬ 经常成为土耳其军人干政的

借口ꎮ 土耳其的历次军人干政从没有建立过长期的军事统治ꎬ 恢复秩序的任

务完成后军人即回到军营里ꎬ 还政于文官ꎮ 忠于国父的原则和遗产ꎬ 是土耳

其军队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ꎮ 这可以用 １９８０ 年军人干政的主导者凯南埃夫

仑 (Ｋｅｎａｎ Ｅｖｒｅｎ) 将军的一句话来说: “土耳其武装力量总是忠于凯末

尔主义、 忠于国父、 忠于他的教导与原则ꎬ 从未脱离国父所设定的道路ꎮ 而且ꎬ
他们是国父之革命与训诫以及土耳其共和国之福祉的最忠诚、 最有力的捍卫者

与保护者ꎮ” 土耳其军人历次干政还有法律依据ꎬ 埃夫仑说: “１９８０ 年 ９ 月 １２
日ꎬ 土耳其武装力量根据军队的 «国内职责法典» 干预政治ꎬ 接管了国家的管

理ꎬ «国内职责法典» 赋予了军队 ‘捍卫与保护土耳其共和国’ 的责任ꎮ”①

不过ꎬ 埃夫仑将军提到的上述依据已经在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在正发党的主导下

被修改了ꎮ 原 «国内职责法典» (ç Ｈｉｚｍｅｔ Ｋａｎｕｎｕ) 的第 ３５ 条是: “武装力量

的职责是按宪法规定保护与捍卫土耳其国土与土耳其共和国ꎮ” 此条修改后变

为: “武装力量的职责是保卫土耳其国土免受外来威胁和危险ꎬ 是确保作为一

种威慑的军事力量之维系与加强ꎬ 是根据议会决议完成海外任务ꎬ 以及帮助

维持国际和平ꎮ” 很显然ꎬ 新法典更强调军方对付外来威胁的作用ꎮ 原法典的

另一条曾把军队的职责定义为: “有责任学习和运用兵法ꎬ 以确保土耳其国

土、 独立和共和国ꎮ” 这一条修改后ꎬ 就把军队的职责限定为 “有责任学习和

运用兵法”ꎬ 后面的干脆删掉了ꎮ 这样一个法律条文上的变化ꎬ 已经清楚地体

现出土耳其军队地位历史性的巨大变化ꎮ②

２０１３ 年正发党力主修改军队的 «国内职责法典»ꎬ 其背景是 ２００７ 年的所

谓 “电子干政” 事件ꎮ ２００７ 年ꎬ 出身于正发党的居尔 (Ａｂｄｕｌｌａｈ Ｇüｌ) 参选

总统时ꎬ 军队对其不满ꎬ 认为他不能捍卫世俗主义 (总统一职在土耳其人心

目中具有世俗主义符号的功能ꎬ 但居尔的夫人戴头巾)ꎬ 故当年的 ４ 月 ２７ 日

晚军队在自己的网站上挂出了一个电子备忘录ꎬ 申明了坚定捍卫世俗主义的

立场: “在总统选举中出现的问题是集中在对世俗主义的辩论上ꎮ 土耳其武装

力量关注着最近的事态发展ꎮ 不应忘记的是ꎬ 土耳其武装力量是那些辩论的

７５

①

②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２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ꎬ
Ａｎｋａｒａ: Ｏｎｇｕｎ Ｋａｒｄｅｓｈｌｅｒ 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ꎬ １９８２ꎬ “Ｆｏｒｅｗｏｒｄ” 

“ＴＳＫ ３５ ｍａｄｄｅ ｄｅｉşｔｉｒｉｌｄｉ”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ｕｒｒｉｙｅｔ ｃｏｍ ｔｒ / ｔｓｋ － ３５ － ｍａｄｄｅ － ｄｅｇｉｓｔｉｒｉｌｄｉ － ２３７１８２６５ꎬ
２０１８ － ０２ －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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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ꎬ 也是世俗主义的坚定捍卫者ꎮ 而且ꎬ 土耳其武装力量坚决反对那些

辩论和否定性的评价ꎬ 它将在任何必要的时候以公开和清晰的方式展示其态

度与行动ꎮ”① 这个备忘录由总参谋长亚萨尔卜余卡内特 (Ｙａşａｒ Ｂüｙüｋａｎıｔ)
亲自执笔ꎬ 由此被称为 “电子干政”ꎮ②

不过ꎬ 军方最终并没有出手干预ꎬ 居尔在第二次选举中顺利当选为土耳

其第 １１ 任总统ꎮ 正发党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屈从军方的压力ꎬ 它自始至终宣

称将继续坚持土耳其的世俗主义方向ꎬ 坚持加入欧盟的国家政策ꎬ 继续推进

土耳其的经济发展ꎮ 军方没有干预的原因是它正日益失去民意的支持ꎬ③ 而正

发党的政绩优良ꎬ 民意支持率很高ꎬ 干政更可能引发土耳其的经济倒退和社

会动荡ꎬ 军方不愿意背负这样的罪名ꎮ
２００７ 年的 “电子干政” 是土耳其军队最后一次正式地、 高调地、 立场统

一地表达对世俗主义原则的忠诚与捍卫ꎮ 因为在这之后ꎬ 土耳其军队就陆续

陷入了几件所谓的政变大案之中ꎬ 牵涉面极广ꎬ 数百名军官被捕ꎮ 报道称ꎬ
这是因为埃尔多安一直图谋控制军队ꎬ 清除其中的危险分子ꎬ 在这一过程中ꎬ
埃尔多安联合了葛兰的追随者ꎬ 先是在军警、 情报和法院系统里安插自己的

人ꎬ 然后让他们去秘密调查军队ꎮ 自 ２００７ 年开始ꎬ 因涉嫌所谓 “大锤案”
(ｂａｌｙｏｚ ｄａｖａｓı)、 “于都斤山案” ( “Ｅｒｇｅｎｅｋｏｎ”ꎬ 即突厥人神话中的发源地)
及相关其他案件ꎬ 先后有几百名高级军官 (包括前参谋总长和陆、 海、 空军

司令)、 警官、 法官被捕ꎬ 还有许多现役军官被迫退休ꎮ④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ꎬ 涉

“于都斤山案” 的 １９ 名退役或现役军官被判处终身监禁ꎬ 理由是他们属于自

称捍卫土耳其民族认同和凯末尔世俗主义的极右翼恐怖组织ꎬ 是渗透进国家

体制的 “隐秘国家” (ｄｅｒｉｎ ｄｅｖｌｅｔ)ꎬ 他们密谋推翻埃尔多安的正发党政府ꎮ
但是ꎬ 案子的审判过程和证据都存在巨大争议ꎮ 随着葛兰运动与埃尔多安集

团关系的恶化ꎬ 这些涉及大量军人的案子又一一被推翻了ꎮ⑤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ꎬ
被监禁的 “于都斤山案” 涉案人员被释放ꎬ 随后此案被定性为 “葛兰恐怖主

８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Ｄａｉｌｙ Ｎｅｗｓꎬ Ａｐｒｉｌ ３０ꎬ ２００７
“２７ Ｎｉｓａｎ Ｅ －Ｍｕｈｔıｒａｓı”ꎬ ｈｔｔｐ: / / ｄａｒｂｅｌｅｒ ｃｏｍ/ ２０１５ / ０５ / １８ / ２７ － ｎｉｓａｎ － ｅ －ｍｕｈｔｉｒａｓｉꎬ ２０１８ －０２ －２２
Ｓｏｎｅｒ Ｃａｇａｐｔａｙꎬ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 － 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ｓ Ｆｉｒｓｔ Ｍｕｓｌｉｍ Ｐｏｗｅｒꎬ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ｂｒａｓｋ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４ꎬ ｐｐ ５１ － ５４
Ｓｏｎｅｒ Ｃａｇａｐｔａｙ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４９ － ５１
Ｂｕｒａｋ Ｂｅｋｄｉｌꎬ “Ｔｕｒｋｅｙ’ｓ Ｉｎｔｒａ －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Ｓｔｒｕｇｇｌｅ ｆｏｒ Ｐｏｗｅｒ”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ｅ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６１５５ /

ｔｕｒｋｅｙ －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 ｖｓ －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ꎬ ２０１８ － ０２ －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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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组织” 对军人的构陷ꎮ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ꎬ “大锤案” 的涉案人员也被释放ꎮ 负

责 “于都斤山案” 的检察官已逃亡亚美尼亚ꎬ 土耳其政府称他与葛兰运动关

系密切ꎮ① 之后ꎬ 土耳其正发党政府对葛兰追随者的清洗日益扩大ꎮ
学界一般认为ꎬ 通过与葛兰运动联手ꎬ 正发党与埃尔多安已经 “驯化”

了土耳其军队ꎬ 使其被置于文官政府的控制之下ꎮ② 正发党在过去正是利用欧

盟对成员国资格的要求ꎬ 一步步限制和排挤军方代表的世俗集团在土耳其政

治舞台上的影响力ꎬ 这有两层重要的意义: 一是结束了长期以来平民政治屡

屡被军事政变 (干预) 所打断的历史ꎻ 二是通过打压军方的政治影响力ꎬ 为

保守的伊斯兰势力打开了更大的发展空间ꎬ 巩固了其在保守的、 宗教虔诚的

选民中的地位ꎮ 军方一向是作为凯末尔主义的坚定捍卫者ꎬ “认为土耳其是世

俗国家ꎬ 所以才有民主ꎬ 哪怕是温和的伊斯兰也不能与世俗主义并存”ꎮ③ 如

果军方被 “驯服” 这个判断最终证明属实ꎬ 那么可以说ꎬ 在未来土耳其的政

教关系中ꎬ 一个最重要的世俗主义力量将缺席ꎮ

余　 论

通过上述分析ꎬ 我们不难发现ꎬ 在正发党时代ꎬ 土耳其的政教关系 /世俗主

义不断遭到保守伊斯兰主义的 “试水” 式挑战ꎬ 虽然尚无法判断正发党的真实

意图ꎬ 但历史地看ꎬ 土耳其传统的世俗主义遭到的挑战ꎬ 内含于其自身的特性

之中ꎮ 土耳其的世俗主义既是革命性的进步主义原则ꎬ 又由威权主义予以保障ꎮ
随着土耳其民主化进程的发展以及全球化进程中新兴保守中产阶层的兴起ꎬ 伊

斯兰主义政治成为以往被边缘化群体的参政方式ꎬ 他们的合理化方式就是将自

身描述为民主的拥护者、 宗教之自由的争取者和捍卫者ꎮ④ 伊斯兰主义政治的

这种挑战方式ꎬ 部分地就是由土耳其的传统世俗主义所塑造的ꎮ⑤ 不能说双方

９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ｒｅｕｔｅｒ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ｕｓ － ｔｕｒｋｅｙ － ｃｏｕｐ － ｔｒｉａｌ － ｉｄＵＳＫＣＮ０ＸＩ１ＷＳꎬ ２０１８ － ０２ － １７
丹尼罗德里克 (Ｄａｎｉ Ｒｏｄｒｉｋ): «葛兰运动在土耳其»ꎬ 载 «南风窗» ２０１３ 年第 ２０ 期ꎬ 第 ８８ ~

８９ 页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ｎｆｃｍａｇ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４２９６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 ０２ － １２ꎮ
Üｍｉｔ Ｃｉｚｒｅꎬ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ꎬ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ｔｈｅ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ꎬ ｉｎ Ｒｅşａｔ Ｋａｓａｂａ ｅｄ ꎬ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Ｖｏｌ ４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３２３
Ｎｉｃｏｌｅ ａｎｄ Ｈｕｇｈ Ｐｏｐｅꎬ Ｔｕｒｋｅｙ Ｕｎｖｅｉｌｅｄ: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ｌｏｏｋ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９７ꎬ ｐ ３１７
亚乌兹认为ꎬ 土耳其的宗教保守主义者和传统世俗主义者在对世俗主义的理解上是相互塑造

的ꎬ 其结果是保守主义者强调宗教之自由ꎬ 而激进世俗主义者日益将世俗主义理解为免于宗教影响之

自由ꎮ Ｍ Ｈａｋａｎ Ｙａｖｕｚꎬ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 ａｎｄ Ｍｕｓｌｉｍ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ｐ 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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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水火不容的零和博弈ꎬ 但双方的斗争性是明显的ꎬ 既是意识形态的ꎬ 更是

利益驱使的ꎮ 总之ꎬ 笔者对土耳其当代政教关系及其发展趋势有如下理解:
首先ꎬ 土耳其世俗主义的危机ꎬ 其实质是法国式单一共和制的现代性政

治危机ꎮ① 法国的共和制模式源于 １７８９ 年大革命ꎬ 其神圣教条就是对共和制的

单一化理解ꎬ 共和政体的整合模式是根据 “不管个人出身为何ꎬ 都是共和国的

平等公民” 这一原则ꎬ 用口号表达出来就是 “自由 －平等 －博爱”ꎬ 在这些价值

之外ꎬ 任何别的价值或认同都没有地位、 不再重要ꎮ 显然ꎬ 上述共和制的原则

是 “抽象的、 口号化的”ꎬ 实际上也是专制的ꎬ 因为它的原则不容置疑ꎮ 但在实

践中ꎬ 这又是有问题的ꎬ 所谓共和制下的公民平等ꎬ 并不会在同一化和单一化

的条件下自然获得ꎮ 它总是以抽象形式表达所谓 “共和价值”ꎮ 共和国由同一

的、 单一的公民构成ꎬ 这样每个人就都是公民而不是个人ꎮ 这实际上并不符合

人类存在的真实状态ꎬ 人类绝不仅仅作为一个政治体所赋予的公民身份而存在ꎬ
他们还有其他的身份ꎬ 比如是女人或男人ꎬ 属于某个种族或者宗教ꎬ 等等ꎮ②

强化以国家 －共和制为中心的公民权ꎬ 实际上等于是排除了多元性ꎮ 在

这个模式下ꎬ 又延伸出来禁止人们在公共场合佩戴明显有宗教含义的饰物③ꎬ
这就是要人为地抹杀个人的身份ꎬ 使人被装进单一化的共和制的套子里ꎮ 实

际上ꎬ 这里面的一个历史性的逻辑就是极端反传统ꎬ 把传统视为落后的或者

与共和国不相符的东西ꎮ
土耳其采纳了法国的政治模式ꎮ 这个模式的基础也是源于共和制ꎬ 以抽

象的现代公民身份来代替具体的穆斯林或非穆斯林ꎮ 在土耳其ꎬ 共和国的价

值是世俗主义的、 现代的、 欧洲式的ꎬ 传统则是落后的标志ꎬ 是最终要消除

的ꎮ 基于这样一种理解ꎬ 其结果就是在公共领域中长期排斥伊斯兰教ꎬ 伊斯

兰的公开表达不被鼓励、 甚至被歧视和打压ꎮ 然而ꎬ 反抗也是从这里开始的ꎬ
伊斯兰知识分子、 行动者和政党ꎬ 将自身描述为共和 － 世俗主义的受害者ꎬ
从这个意义上发起了对世俗主义的攻击ꎬ 从而造成土耳其世俗主义的危机ꎬ
这显然带有后现代反抗现代性的色彩ꎮ

０６

①

②
③

关于这一点ꎬ 可以参考查尔斯赫施肯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ｉｒｓｃｈｋｉｎｄ) 对奥利弗罗伊 (Ｏｌｉｖｉｅｒ Ｒｏｙꎬ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ｓ Ｉｓｌａｍ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７) 一书的批评ꎬ ｓｅ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ｐｐ １４５ － １４７ꎮ

Ｓｅｅ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ａｂｅｒｖｉｔｒｉｎｉ ｃｏｍ / / ｇｕｎｄｅｍ / ａｔｅｉｓｔ － ｍｕｓｌｕｍａｎ － ｏｌｕｒ － ｍｕ －７２２８６６ꎬ ２０１８ －０２ －２２
昝涛: «宗教饰物的潜台词»ꎬ 载 «世界知识» ２００４ 年第 ７ 期ꎬ 第 ６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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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发党将土耳其认同的主体性定位在 “穆斯林” 身份ꎬ 其与欧盟的接近

则被解释为 “自反性现代性 /行动”ꎬ 也就是从对现代性的传统理解ꎬ 已经转

变到了一种风险社会的状态ꎬ “其中人们被期待生活在一个更大的多样性之

中ꎬ 由此构成不同的、 相互矛盾和全球性以及个人性的风险ꎮ” 正发党对现代

性的追求被视为是对凯末尔主义现代化方案在现代性新阶段的一种 “自我面

对” 和 “自我批评” 的进路ꎮ①

其次ꎬ 长期以来ꎬ 影响土耳其人对本国政教关系态度的是 “恐惧感”ꎮ 伊

斯兰主义政党在土耳其一直不被世俗主义集团所信任ꎮ 正发党自始至终被土

耳其的世俗集团所担心ꎬ 因为它无疑具有深深的伊斯兰主义的血统ꎬ “正是正

发党将其伊斯兰友好型的特征与 ‘认真的民主方案’ 相结合ꎬ 这才是土耳其

共和国的世俗权力行使者所厌恶的ꎮ”②

对此ꎬ 一位学者说得更为直白: “恐惧是土耳其世俗主义的根本特征

(Ｆｅａｒ ｉｓ ｔｈｅ ｕｎｄｅｒｌｙｉｎｇ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ꎮ 土耳其政治精英

恐惧的是 ‘反动的伊斯兰’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Ｉｓｌａｍ)ꎬ 换句话说ꎬ 恐惧的是正在蔓

延的或暴力的激进伊斯兰主义ꎮ 如果说世俗主义已经成为社会大部分人内化

了的话语ꎬ 主要的原因就是这种恐惧的成功的再生产ꎮ 土耳其的政治和知识

精英一直在一种特定的关于伊斯兰教的话语的基础上生产这种恐惧ꎬ 这种话

语将社会两级化为相互对立的集团——— ‘好的穆斯林’ 与 ‘坏的穆斯林’ꎮ
在公共辩论中ꎬ 这一话语通过一种对过去的特殊利用被再生产ꎬ 它培育了一

种与 ‘坏的穆斯林’ 不断斗争并恐惧之的状态ꎮ 这种恐惧经常导致各行各业

的世俗主义民众ꎬ 包括大学教授和高级法官加入到军官势力中ꎬ 去捍卫世俗

的政权ꎬ 他们通常在国父陵聚集ꎮ”③ “由于政治的和知识的精英不断地将这

个恐惧再生产和大众化ꎬ 国家强制的凯末尔世俗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ꎬ 被

渐渐地转变成了一个市民的意识形态 (Ｃｉｖｉｌ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ꎮ”④

虽然土耳其的世俗建制派的担心是正发党有秘密的伊斯兰化计划ꎬ 但有

学者认为ꎬ 政治伊斯兰在伊斯兰认同上有自相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ꎬ 而且是

１６

①

②
③

④

Üｍｉｔ Ｃｉｚｒｅ ｅｄ ꎬ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ａｒｔｙ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０８ꎬ ｐ ６

Ｉｂｉｄ ꎬ ｐ １
Ｕｍｕｔ Ａｚａｋꎬ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ｌａｒｉｓｍ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 Ｋｅｍａｌｉｓｍꎬ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ｔｅ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Ｉ Ｂ Ｔａｕｒｉｓ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ｒｅｆａｃｅ ”
Ｉｂｉｄ ꎬ “ｐｒｅｆａｃｅ”ꎬ ｐ ｘｉ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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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式形成的ꎬ 这正是它的创造性和力量的源泉ꎮ 无论是世俗派还是正发党

的政治伊斯兰ꎬ 都不是铁板一块或者单向度的ꎮ 他们之间也不是只有冲突ꎬ
还包括 “接受自身某些权力的收缩ꎬ 建立某些联系ꎬ 避免冲突ꎬ 以及着手一

些 ‘新鲜的’ 方向和结盟”ꎮ①

土耳其世俗国家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植根于将伊斯兰 “他者化为” 为一

种 “非现代的东方特性” 的符号ꎮ 由此ꎬ 世俗建制和正发党的冲突一开始就

是注定了的ꎮ 也正是为了反对正发党ꎬ 土耳其的世俗力量组织了共和国历史

上最为无情的、 也是最为极化的反对正发党的运动ꎮ 但困惑在于: “这一反对

正发党的运动者提出的问题是ꎬ 土耳其世俗主义者的不安全感和不信任感是

来自土耳其军方对一个有着反世俗案底的执政党的伊斯兰化政策的担忧ꎬ 还

是他们恐惧由欧盟所启迪的改革将把政治权力转移到选举出来的文官手中ꎮ”②

再次ꎬ 当前ꎬ 土耳其政教关系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ꎮ 未来土耳其政

教关系的发展ꎬ 更多地取决于埃尔多安个人ꎮ 土耳其的伊斯兰复兴主要是社

会 －伦理意义上的文化复兴ꎬ 而不是全面恢复沙里亚的政治伊斯兰主义ꎻ 土

耳其的世俗主义尚未在根本上被挑战或撼动ꎬ 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ꎮ
如果伊斯兰复兴的终点是建立类似于伊朗的那种教权体制ꎬ 从这个角度说ꎬ

土耳其离这个 “终点” 还很遥远ꎮ 目前ꎬ 我们还很难看出其终点是什么ꎮ 从伊

朗的历史经验来看ꎬ 其教权国家是在推翻王权专制的基础上建立的ꎮ 对土耳其

来说ꎬ 并不存在一个可以被颠覆的目标ꎮ 土耳其的世俗主义体制是一个政 － 法

体系ꎬ 其根本之处是宪法ꎬ 从埃尔多安的修宪来看ꎬ 他并没有接受有人提出来

的废除世俗主义ꎬ 他要的是总统制ꎻ 总统制的通过ꎬ 又使得埃尔多安的个人权

势增强ꎮ 如果 ２０１９ 年他在土耳其转变为总统制之后参加并赢得第一届选举 (目
前来看ꎬ 没有太大的悬念)ꎬ 那么ꎬ 土耳其政教关系的走向将更多地系于埃尔多

安个人的身上ꎬ 尽管不确定性仍然很大ꎬ 但也使人们的观察更加聚焦了: 埃尔

多安是满足于当一个 “苏丹”ꎬ 还是有更大的雄心推动 “哈里发” 的历史性复

活? 目前ꎬ 对埃尔多安来说ꎬ 其实是一个问号: “既集大权ꎬ 干何大事”?
另一方面ꎬ 再以伊朗的历史经验来看ꎬ 埃尔多安自己显然不是霍梅尼式

的人物ꎬ 他没有霍梅尼那样的宗教权威和威望ꎮ 具有宗教威望的葛兰ꎬ 自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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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末以来就住在美国ꎬ 更重要的是ꎬ 他现在是埃尔多安的死敌ꎮ 自 ２０１６ 年

的 “未遂政变” 以来ꎬ 土耳其最大的政治则是: 对内是清剿 “葛兰恐怖主义

组织”ꎬ 对外是打击库尔德分裂主义ꎮ 目前ꎬ 人们还无法证实埃尔多安有将土

耳其转变为伊斯兰国家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的计划、 方案或迹象ꎮ 至多我们可以

说ꎬ 埃尔多安及其集团在土耳其所做的事情ꎬ 是典型的伊斯兰主义政治的ꎬ
无非是要巩固权力ꎬ 并以各种 “小动作” 坐实凯末尔党人长期不断再生产的

对宗教狂热的恐惧ꎮ 激进的世俗主义者和伊斯兰主义者仍在 “合谋” 以不同

的方式来延续那个恐惧ꎬ 为其再生产做着自己的贡献ꎮ
关于正发党与埃尔多安时代ꎬ 因为距离今天太近ꎬ 而且还在演进中ꎬ 并

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研究对象ꎬ 因而ꎬ 迄今仍是追踪性、 报道性的研究为

主ꎬ 其共同特点是: 在初期ꎬ 大部分人对正发党的改革主义持肯定态度ꎬ 同时

也看到了其日趋保守化的倾向ꎻ 现在学者们最初的乐观主义已经逐渐变成了担

忧ꎮ 实际上ꎬ 后来的历史发展也印证了学者们早前的忧虑ꎮ 从后来的评价看ꎬ
原先对正发党和埃尔多安持肯定态度的评论ꎬ 也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发生了逆转ꎬ
尤其是西方舆论从肯定和支持转向了对埃尔多安的否定乃至 “妖魔化”ꎮ①

比较而言ꎬ 正发党、 埃尔多安并没有提出完全不同于过往的新主张ꎬ 或者

说出现了历史的断裂ꎬ 只能说ꎬ 它的情势不一样ꎬ 它最终是政治伊斯兰在政党

控制政府 /国家的意义上取得了成功ꎬ 尤其是与繁荣党相比ꎬ 其成功就更加明

显ꎮ 另外ꎬ 正发党的独特之处是走向了政治的 “个人化”ꎬ 也就是推出和塑造了

埃尔多安这个极具个人魅力的政治领袖ꎬ 他也是土耳其历史上继国父凯末尔之

后最具影响力的领导人ꎮ 他还可能成为新的 “国父”ꎬ 尽管在民族国家诞生的意

义上只有一个国父ꎬ 但如果国家体制在一个新领袖的带领下发生根本的变化ꎬ
如果这个新的体制最终落实ꎬ 那么ꎬ 相对于阿塔图尔克ꎬ 埃尔多安就潜在地成

了 “新国父”ꎮ 通过在土耳其实行普京模式ꎬ 埃尔多安在连续担任 ３ 届总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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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西方对埃尔多安的妖魔化的讨论和分析很多ꎬ 土耳其的埃尔多安支持者往往认为埃尔多

安是当代世界上被西方妖魔化最严重的领导人ꎮ 如土耳其专栏作家所言: “绝大多数土耳其人相信ꎬ
土耳其与埃尔多安之所以成为被攻击的目标ꎬ 是因为他对不公正的世界秩序的批评”ꎻ “自从埃尔多安

公开直接地挑战这个不公平、 不平等的世界秩序以来ꎬ 各大国就费尽心思要扳倒埃尔多安ꎮ” Ｍｅｒｖｅ
Şｅｂｎｅｍ Ｏｒｕçꎬ “Ｅｒｄｏａｎ ｖｓ ｔｈｅ Ｕｎｊｕｓｔ Ｗｏｒｌｄ Ｏｒｄｅｒ”ꎬ Ｄａｉｌｙ Ｓａｂａｈ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６ꎬ ２０１６ꎻ Ｍｅｒｙｅｍ Ｉｌａｙｄａ Ａｔｌａｓꎬ
“Ｅｒｄｏｇａ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ｍ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ｔ”ꎬ Ｄａｉｌｙ Ｓａｂａｈ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５ꎬ ２０１７ꎻ Ｓｏｕｍａｙａ Ｇｈａｎｎｏｕｓｈｉꎬ
“Ｗｈｙ Ｉｓ Ｅｒｄｏｇａｎ Ｂｅｉｎｇ Ｄｅｍｏｎｉｚ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ꎬ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ｈｕｆｆｉｎｇｔｏｎｐｏｓｔ ｃｏｍ / ｓｏｕｍａｙａ － ｇｈａｎｎｏｕｓｈｉ /
ｗｈｙ － ｉｓ － ｅｒｄｏｇａｎ － ｂｅｉｎｇ － ｄｅｍｏ＿ ｂ＿ １１１１２７６４ ｈｔｍｌꎬ ２０１８ － ０２ －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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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ꎬ 于 ２０１４ 年成为土耳其总统ꎬ 并以个人魅力和对正发党的控制力ꎬ 使土耳其

已经成为事实上的总统制国家ꎮ ２０１６ 年ꎬ 修宪公投获得通过后ꎬ 土耳其将从

２０１９ 年开始转变为总统制ꎬ 埃尔多安还有机会参加选举ꎮ 那么ꎬ 他掌控土耳其

政坛的时间将超过国父凯末尔ꎮ 基于此ꎬ 我们基本上可以说ꎬ 未来土耳其的政治

(包括本文关注的政教关系) 走向很大程度上主要取决于埃尔多安个人的志向ꎮ
最后ꎬ 伊斯兰主义已成为当下中东政治的主流ꎬ 这是理解伊斯兰国家发展

方向的关键ꎮ 自面对西方崛起之挑战起ꎬ 围绕如何实现复兴与富强ꎬ 穆斯林精

英们也提出过很多方案ꎬ 大致有两种思潮: 一是西方化的世俗主义ꎻ 二是伊斯

兰主义ꎮ １９ 世纪中叶奥斯曼帝国的变革是不彻底的西方化ꎬ 后来的凯末尔主义、
阿拉伯社会主义等也都是走西化的世俗主义道路ꎬ 坚持国家控制 (包括利用)
宗教ꎮ 伊斯兰现代主义影响更大ꎬ 其典型代表是穆斯林兄弟会ꎬ 它最早出现在

埃及ꎬ 在中东很有影响ꎬ 如摩洛哥、 突尼斯、 叙利亚、 卡塔尔等ꎬ 正发党也是

穆兄会式的ꎮ 就 “土耳其模式” 而言ꎬ 过去是凯末尔主义的世俗化模式ꎬ ２１ 世

纪就是穆兄会式的正发党模式ꎮ 当下的土耳其模式已不是历史学家所津津乐道

的凯末尔主义ꎮ
现实的变化将日益改变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和解释ꎮ 在传播日益发达的 ２１ 世

纪ꎬ “基地” 组织、 所谓 “伊斯兰国” 等激进和极端势力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

伊斯兰的认知ꎮ 进入近代以来ꎬ 伊斯兰社会经历了且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变革ꎬ
这是世界近现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ꎮ 穆斯林对自身的现代变革有过很多

认真的探索ꎮ 迄今ꎬ 整体而言ꎬ 世俗主义的很多模式已经失败或正在遭遇挑战ꎬ
不同形式的伊斯兰主义正日益上升为主流ꎮ 这说明ꎬ 一方面ꎬ 伊斯兰国家仍在

积极探索其现代道路ꎻ 另一方面ꎬ 它们的探索日益具有伊斯兰特色ꎮ 在今天的

伊斯兰社会ꎬ 那些没有任何伊斯兰主义色彩的政治将越来越难以立足ꎮ①

综上ꎬ 本文从规范性的角度讨论了当代土耳其的政教关系ꎬ 目的是对该

国的现当代历史特征尤其是所谓伊斯兰主义问题有一个更为清晰的判断ꎮ 宗

教与世俗之争ꎬ 向来被认为是土耳其现当代历史的重要面相ꎮ 然而ꎬ 本文强

调ꎬ 教俗关系不只关乎史实ꎬ 也是建构ꎮ 世俗主义不只是对土耳其现代化 /世
俗化历史进程在某个层面上的总结和表达ꎬ 也是重要的国家意识形态ꎬ 它建

构了人们对伊斯兰主义 (甚至是伊斯兰本身) 的恐惧ꎮ 人们对土耳其政治伊

４６

① 昝涛: «从世界历史看后 ＩＳ 时代的中东»ꎬ 载 «环球时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６ 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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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尤其是正发党的认识ꎬ 受到了世俗派所制造的这种恐惧的影响ꎬ 即认为

正发党有秘密计划ꎬ 要使土耳其伊斯兰化ꎮ① 从规范性研究的角度说ꎬ 只有在

清晰地界定世俗主义、 政教关系和伊斯兰主义的基础上ꎬ 我们才能判断土耳

其是否正在经历正发党领导下的伊斯兰化ꎬ 或出现了世俗主义的退潮ꎮ 对土

耳其正发党 /埃尔多安的认知ꎬ 从接近真相的角度来说ꎬ 是非常困难的ꎬ 因为

离现实太近ꎬ 暂没有一手的核心资料ꎬ 人们被各种信息和说法所包围ꎬ 这也

是本文引入历史视角和规范性讨论的原因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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