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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中民　 俞海杰

　 　 内容提要　 中东变局以来ꎬ “伊斯兰国” 借叙利亚和伊拉克动荡局

势迅速崛起ꎬ 并已超越 “基地” 组织ꎬ 成为世界范围内最为激进和极

端的恐怖主义势力ꎮ “伊斯兰国” 的意识形态继承和发展了历史上不同

时期的极端主义思想ꎬ 并深受圣战萨拉菲主义的影响ꎮ “伊斯兰国” 与

“基地” 组织的意识形态有许多相似之处ꎬ 但也呈现出更为极端和暴力

的倾向ꎮ “伊斯兰国” 意识形态的内容主要包括: 坚决主张将建立所谓

哈里发国家的目标付诸实践ꎻ 特别强调什叶派和逊尼派对立ꎬ 煽动教派

仇恨和教派冲突ꎻ 强调更为极端的 “异教徒定判” 原则ꎻ 强调滥用暴

力的 “进攻性圣战” 并付诸实施ꎮ “伊斯兰国” 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是

对伊斯兰教教义的扭曲和滥用ꎬ 它不仅对中东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和平与

安全构成严重威胁ꎬ 也对伊斯兰教的国际形象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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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极端主义是伊斯兰主义中的激进和极端派别ꎮ 伊斯兰主义作为一

种宗教政治思潮和运动ꎬ 其基本宗旨是反对西方化、 反对世俗化ꎬ 主张返回

伊斯兰教的原初教旨、 变革现存的世界秩序、 推翻现存的世俗政权ꎬ 建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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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领袖或教法学者统治的、 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和秩序ꎮ① 当

代伊斯兰主义历来就有温和派与极端派之分ꎬ 两者的共同目标都是重建伊斯

兰教法统治下的伊斯兰国家、 伊斯兰社会与伊斯兰秩序ꎬ 但温和派主张采取

合法斗争的和平方式ꎬ 极端派则主张采取合法斗争与暴力斗争相结合的方式ꎬ
甚至滑向恐怖主义ꎮ 因此ꎬ 从政治思潮的角度看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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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成了宗教极端主义的本质

特征ꎮ② 宗教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的联系也在于此ꎬ 即通过扭曲宗教教义为恐

怖主义提供意识形态支持和社会动员手段ꎮ
当前ꎬ “伊斯兰国” 作为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新形态ꎬ 已经成为影响中

东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安全的最大威胁ꎮ 具有实体化、 准国家化特点的 “伊斯

兰国” 组织已取代 “基地” 组织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核心ꎬ 并成为大规模恐

怖袭击的主要发起者、 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者ꎬ 以及世界各

地诸多恐怖极端组织的效忠对象ꎮ③ 脱胎于 “基地” 组织的 “伊斯兰国” 较

之 “基地” 组织更为激进和极端ꎬ 体现了伊斯兰极端主义发展的新趋势ꎮ
目前国内对 “伊斯兰国” 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历史演变、 影响及组织结构

等问题④ꎬ 但却缺少对 “伊斯兰国” 意识形态的深入研究ꎮ 这也恰如美国中

央司令部特种部队司令米切尔纳格塔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Ｋ Ｎａｇａｔａ) 少将所言: “迄
今为止我们仍不了解 ‘伊斯兰国’ꎬ 所以我们很难击败它ꎮ” “我们并未击败

‘伊斯兰国’ 的理念ꎬ 我们甚至并不理解它的理念ꎮ”⑤ 从某种程度上说ꎬ “伊
斯兰国” 的巨大影响力来源于其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成功媒体策略的结合ꎮ
在意识形态上ꎬ “伊斯兰国” 主张以 “圣战” 方式在中东地区乃至更大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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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建立实施伊斯兰教法的所谓 “哈里发国家”ꎬ 对于陷入认同危机、 生存危机

和发展危机的边缘穆斯林群体ꎬ 乃至陷入精神困顿的非穆斯林青年ꎬ 都有较

大的吸引力ꎬ 加之 “伊斯兰国” 熟练运用现代媒体进行意识形态传播和人员

招募ꎬ 不仅使其人员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补充ꎬ 对其表示效忠的分支机构

也不断扩散ꎮ①

当前ꎬ 反对极端主义的 “去极端化合作” 已经成为中阿战略合作关系的

重要内容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 中国政府发布 «中国对阿拉伯国家政策文件»ꎬ 提

出要在中国和阿拉伯国家之间 “搭建双多边宗教交流平台ꎬ 倡导宗教和谐和

宽容ꎬ 探索去极端化领域合作ꎬ 共同遏制极端主义滋生蔓延”②ꎮ 因此ꎬ 深入

考察 “伊斯兰国” 的意识形态体系ꎬ 准确掌握 “伊斯兰国” 意识形态的特

点ꎬ 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ꎮ

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溯源

“伊斯兰国” 的意识形态深受历史上各种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的影响ꎮ 伊

斯兰极端主义发端于中世纪的哈瓦利吉派和罕百里学派ꎮ 进入近代以来ꎬ 伊

斯兰极端主义的思想源流主要有三大支流ꎬ 它们分别是穆斯林兄弟会第二代

思想家赛义德库特布的极端思想ꎬ 与沙特官方的瓦哈比教派相区别、 自称

“萨拉菲派” ( “Ｓａｌａｆｉｓｔ”ꎬ 复古派、 尊祖派ꎬ 后文将对此进行详细论述) 的极

端思想ꎬ 以及 “基地” 组织的极端主义思想ꎬ 它们均构成了 “伊斯兰国” 极

端主义的思想来源ꎮ 而与上述极端主义思想存在密切联系的萨拉菲主义ꎬ 尤

其是圣战萨拉菲主义则构成了 “伊斯兰国” 意识形态的核心来源ꎮ
(一) 中世纪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历史发端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极端派别哈瓦利吉派

(ａｌ － ｋｈａｗａｒｉｊꎬ 意为 “出走者”)ꎮ ６５７ 年ꎬ 第四任哈里发阿里的一部分追随者

强烈不满阿里对大马士革总督穆阿维叶所做的妥协ꎬ 遂愤而出走另组哈瓦利

吉派ꎮ 哈瓦利吉派有强烈的不容异己的倾向ꎬ 从所谓 “正信” 的角度强调宗

教信仰的绝对化ꎬ 强迫人们必须接受其教义思想ꎬ 否则即是叛教者ꎬ 同时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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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对 “伪信者” 从肉体上加以消灭ꎬ 并以此为基本宗教信条之一ꎮ 哈瓦利吉

派不仅反对哈里发政权ꎬ 而且以恐怖手段对待不赞同其宗教信仰和政治观点

的穆斯林平民ꎮ① 根据金宜久主编的 «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 一书的总结ꎬ
哈瓦利吉派对极端主义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ꎬ 它把宗教信仰绝对

化ꎬ 甚至将不赞成自己观点的穆斯林宣布为 “不信道者” 并予以排斥和打击ꎮ
第二ꎬ 把 “真主主权” 作为否定倭马亚王朝哈里发政治合法性的根本依据ꎮ
第三ꎬ 它宣称对不赞成其教义主张的所谓 “伪信者” 进行肉体消灭ꎬ 泛化了

伊斯兰教的 “圣战” 观念ꎮ②

对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影响至深的另一思想源流是中世纪的罕百里学派ꎮ
以伊本罕百里 (７８０ ~ ８５５ 年) 教长为代表的罕百里学派ꎬ 具有明显的文化

保守主义思想倾向ꎬ 以固执、 偏激、 保守著称ꎮ 该派强调严格遵从 «古兰经»
和圣训ꎬ 主张从字面意思解释经文ꎬ 否认类比和公议等含有理性成分的教法

内容的地位和作用ꎮ 罕百里学派所固有的宗教保守主义思想ꎬ 构成了宗教极

端主义的历史文化根源之一ꎮ 尽管今天许多暴力恐怖组织的成员与该学派无

关ꎬ 但人们仍不能否认他们在思想上受其影响或存在某种渊源关系ꎮ③

１３ 至 １４ 世纪的伊本泰米叶 (１２６３ ~ １３６８ 年) 是新罕百里学派的重要

代表ꎮ 在信仰层面ꎬ 泰米叶主张按照字面表义来解释经、 训原文和教法典籍ꎬ
以净化信仰的名义排拒外来的思想文化ꎬ 反对思辨哲学和苏菲派哲学、 反对

圣徒崇拜、 圣墓崇拜等苏菲民间宗教习俗等ꎮ④ 在如何看待 “圣战” 的问题

上ꎬ 泰米叶强调指出ꎬ 即使对那些已经宣布接受伊斯兰教但拒绝伊斯兰教法

的名义上的穆斯林ꎬ 仍可视为 “圣战” 的对象ꎮ “正是 １４ 世纪的伊本泰米

叶ꎬ 在圣战的第一个低潮期中激活了休眠中的圣战观ꎮ”⑤ 伊本泰米叶是早

期萨拉菲运动的发起者ꎬ 虽然以失败而告终ꎬ 但其保守、 偏激、 狭隘和不容

异己的思想对后世影响至深ꎮ 例如ꎬ 埃及 “伊斯兰圣战组织” 在题为 «圣战:
被遗忘的义务» 的小册子中ꎬ 就曾援引泰米叶的 “教令”ꎬ 宣称他们 “处死”
埃及总统萨达特的行为完全符合伊斯兰教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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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近现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１ 瓦哈比主义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

１８ 世纪中叶以来ꎬ 阿拉伯半岛兴起的瓦哈比教派成为沙特的官方意识形

态ꎬ 并在后来逐步分化为官方的瓦哈比主义和民间的瓦哈比主义ꎬ 二者对伊

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也不尽相同ꎮ 进入当代后ꎬ 沙特官方的瓦哈比主义在国

际上主要以推动伊斯兰教的宣教事业、 援助和支持国际上的伊斯兰组织作为

其施加影响的主要方式ꎬ 泛伊斯兰主义的色彩十分浓厚ꎬ 并在促进伊斯兰国

家的团结与合作、 维护穆斯林利益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ꎮ 在国内ꎬ 瓦

哈比主义的宣教布道也不再像早期那样鼓吹 “圣战” 思想ꎬ 同时也反对伊斯

兰极端势力以宗教名义干预政治ꎬ 以及从事反对王权的暴力恐怖活动ꎮ 但是ꎬ
沙特基于反对阿拉伯民族主义、 共产主义等世俗主义意识形态的需要ꎬ 在利

用 “石油美元” 推行泛伊斯兰主义的过程中ꎬ 它开始收容伊斯兰国家政治反

对派ꎬ 通过各种渠道资助和支持世界各地的伊斯兰运动ꎬ 甚至资助和支持激

进或极端的伊斯兰组织ꎮ① 例如ꎬ 沙特曾收留了穆斯林兄弟会极端派理论家赛

义德库特布的弟弟穆罕默德库特布ꎬ 并为其提供保护ꎮ② 阿富汗 “塔利

班”、 “基地” 组织在早期都曾得到沙特官方瓦哈比派的支持和资助ꎮ
沙特民间的瓦哈比主义ꎬ 尤其是自称 “萨拉菲派” 的伊斯兰激进组织与极

端主义的联系更为直接ꎬ 并继承了瓦哈比主义的极端保守思想ꎮ 民间的瓦哈比

主义者往往在泛伊斯兰主义思想的掩盖下ꎬ 积极输出瓦哈比派早年的宗教政治

主张ꎬ 鼓吹通过 “圣战” 手段ꎬ 建立伊斯兰政权和伊斯兰国家ꎬ 极力主张对

“异教徒” 实施 “圣战”ꎮ③ 瓦哈比教派的创始人本阿布瓦哈卜认为ꎬ 所有

的什叶派都是不信教者 (ｋｕｆｒ)ꎬ 应对其实行 “定判” (Ｔａｋｆｉｒꎬ 判定某些人为异

教徒)ꎬ④ 这些思想构成了 “圣战萨拉菲派” (后文将进行详尽论述) 极端主义

的重要思想来源ꎬ 同时也成为当今 “伊斯兰国” 的意识形态来源之一ꎮ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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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ｈｎ Ｌ Ｅｓｐｏｓｉｔｏꎬ Ｕｎｈｏｌｙ Ｗａｒ: Ｔｅｒｒ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Ｉｓｌａｍ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２ꎬ ｐ １０７
金宜久: « “瓦哈比派” 辨»ꎬ 载李玉、 陆庭恩: «中国与周边及 “９１１” 后的国际形势»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 年版ꎬ 第 ２９６ 页ꎮ
Ａｈｍａｄ Ｍｏｕｓｓａｌｌｉꎬ “ＷａｈｈａｂｉｓｍꎬＳａｌａｆｉｓｍ ａｎｄ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Ｗｈｏ ｉｓ ｔｈｅ Ｅｎｅｍｙ?”ꎬ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３０ꎬ ２００９ꎬ

ｈｔｔｐ: / /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ｆｏｒｕｍ ｏｒｇ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ｓ / Ｗａｈｈａｂｉｓｍ －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 － ａｎｄ － Ｉｓｌａｍｉｓｍ ｐｄｆꎬ ｐ ５ꎬ ２０１５ －１２ －３０
Ｃｏｌｅ Ｂｕｎｚｅｌꎬ “Ｆｒｏｍ Ｐａｐｅｒ Ｓｔａｔｅ ｔｏ Ｃａｌｉｐｈ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ꎬ Ｔｈｅ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ｎ Ｕ 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Ｗｏｒｌｄꎬ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ａｐｅｒꎬ Ｎｏ １９ꎬ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ꎬ 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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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穆斯林兄弟会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布的极端主义思想

穆斯林兄弟会第二代理论家赛义德库特布是现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重

要代表人物ꎬ 其代表作 «路标» 直接为伊斯兰极端组织提供了思想来源和精

神支持ꎮ 库特布对极端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在于他提出了赋予暴力 “圣战”
以合法性的两个重要概念ꎮ 第一个概念即 “定判”ꎬ 其含义是判定某穆斯林的

行为和思想违背伊斯兰教ꎬ 即宣布某穆斯林为异教徒ꎮ 第二个概念是 “贾黑

利亚”ꎬ 即 “蒙昧时期” (Ｊａｈｉｌｉｙｙａꎬ 指伊斯兰教产生以前的阿拉伯社会)ꎬ 所

有伊斯兰世界和西方的现存政治秩序都是 “蒙昧” 的体现ꎬ 都应予以推翻ꎬ
理想的政治制度是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 体现真主主权的伊斯兰制度ꎬ 即

“哈基米亚” (Ｈａｋｉｍｉｙｙａꎬ 即真主主权)ꎮ①

从穆斯林兄弟会中分化出的 “伊斯兰圣战组织”、 “伊斯兰解放组织”
“伊斯兰集团” 和 “赎罪与迁徙” 等组织都深受库特布思想影响ꎬ② 库特布也

因此被西方称为 “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教父”ꎮ③ 库特布的思想影响了一整代埃

及以及其他国家的圣战主义思想家ꎮ 埃及圣战组织的领导人奥马尔阿布德

尔拉赫曼以及后来成为 “基地” 组织领导人的扎瓦赫里都深受库特布思想

的影响ꎮ “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许多人在研究库特布的思想之后在阿富汗找到

了将其思想付诸实践的机会ꎬ 进而使圣战萨拉菲运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ꎮ”④

(三) “基地” 组织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

１９７９ 年的阿富汗战争的后果之一是它直接催生了 “基地” 组织ꎬ 其 “圣
战者” 多来自从埃及穆兄会或巴基斯坦 “伊斯兰促进会” 中分离出来的极端

分子和激进派别ꎬ 并得到塔利班政权的庇护ꎬ 使其成为一股极具影响力的恐

怖主义势力ꎮ “基地” 组织的思想基础和价值信念来自于伊斯兰极端主义ꎬ
本拉登 “圣战” 思想的启蒙者就是穆斯林兄弟会的极端主义思想家赛义

６４

①

②

③

④

Ｓａｙｙｉｄ Ｑｕｔｂꎬ “Ｓｉｇｎｐｏｓｔｓ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Ｒｏａｄ”ꎬ ｉｎ Ｒｏｃａｎｎｅ Ｅｕｂｅｎꎬ ａｎｄ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Ｑａｓｉｍ Ｚａｍａｎꎬ
ｅｄｓ 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 ｉｎ Ｉｓｌａｍｉｓｔ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ｅｘｔ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ｆｒｏｍ ａｌ － Ｂａｎｎａ ｔｏ Ｂｉｎ Ｌａｄｅｎꎬ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ꎬ
ＮＪ: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９ꎬ ｐｐ １２９ － １４４

Ｇｅｒａｒｄ Ｃｈａｌｉａｎｄ ａｎｄ Ａｒｎａｕｄ Ｂｌｉｎ ｅｄｓ ꎬ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ꎬ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ｂｙ Ｅｄｗａｒｄ 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ꎬ
Ｋａｔｈｒｙｎ Ｐｕｌｅｒꎬ ａｎｄ Ｊｅｓｓｅ Ｂｒｏｗｎｅｒꎬ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ａｎｄ 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７ꎬ ｐ ２８７

Ｊｏｈｎ Ｌ Ｅｓｐｏｓｉｔｏꎬ Ｕｎｈｏｌｙ Ｗａｒ: Ｔｅｒｒｏｒ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ｍｅ ｏｆ Ｉｓｌａｍꎬ 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２ꎬ ｐ ５６

Ｈａｉｍ Ｍａｌｋａꎬ “Ｊｉｈａｄｉ － Ｓａｌａｆｉ Ｒｅｂｅｌｌ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ｏｆ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ꎬ ｉｎ Ｊｏｎ Ｂ Ａｌｔｅｒｍａｎ ｅｄ ꎬ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Ｒａｄｉｃａｌｉｓｍ ａｆｔｅｒ Ａｒａｂ Ｕｐｒｉｓｉｎｇꎬ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 ＤＣ: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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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库特布和阿卜杜拉阿泽姆ꎮ①

本拉登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及其向恐怖主义演变的典型特征主要有三: 首

先ꎬ 本拉登肆意曲解和歪曲伊斯兰教的信仰体系ꎬ 把一切问题都解释、 简化

为宗教问题ꎬ 并大肆煽动宗教狂热ꎮ 其次ꎬ 本拉登极力鼓吹 “圣战”ꎬ 使 “圣
战” 成为国际恐怖主义最重要的工具ꎮ 就伊斯兰教而言ꎬ 所谓 “圣战” 主要是

指当穆斯林的宗教信仰受到外部势力的严重威胁时ꎬ 应当为保卫神圣的信仰而

进行自卫性的反击ꎮ 历史上的 “圣战” 通常是由国家元首或众望所归的宗教领

袖发布命令ꎮ 以本拉登为代表的恐怖分子既不是合法的政治权威ꎬ 也不是合

法的宗教权威ꎬ 但他们却随意以伊斯兰的名义宣布和发动 “圣战”ꎮ 最后ꎬ 伊斯

兰教反对针对无辜平民的攻击和杀戮ꎬ 而本拉登领导的 “基地” 组织则将包

括穆斯林在内的平民作为攻击对象ꎬ 完全背离了伊斯兰教的基本精神ꎮ② 本拉

登的恐怖主义思想令其思想导师阿泽姆都难以容忍ꎬ 阿泽姆反对违背伊斯兰教

义、 针对非武装人员的暴力活动ꎬ 这也是二者最终分道扬镳的原因ꎮ③

尽管 “基地” 组织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结合达到了相当极端

的地步ꎬ 但相对于脱胎于 “基地” 组织的 “伊斯兰国” 而言ꎬ 其意识形态建

构的能力尚远远落后于后者ꎮ 例如ꎬ “基地” 组织强调以打击西方 ( “远敌”)
目标为核心的全球圣战ꎬ 意味着它较少更为急迫地关注以何种方式实施伊斯

兰教法ꎬ 建立哈里发国家ꎮ 在 ２００４ 年ꎬ 当 “基地” 组织伊拉克分支领导人、
“伊斯兰国” 组织前身 “统一和圣战组织” 领导人阿布穆萨扎卡维提出

建立哈里发国家的问题时ꎬ “基地” 组织领导层明确表示反对ꎬ 其解释是伊拉

克建立 “伊斯兰国家” 条件并不成熟ꎮ 又如ꎬ “基地” 组织并不强调教派对

立ꎬ 强调不要因针对包括什叶派在内的平民过度使用暴力而疏远穆斯林民

众ꎮ④ 因此ꎬ “伊斯兰国” 与 “基地” 组织在意识形态和发展战略上始终存在

７４

①

②

③
④

阿泽姆 １９４１ 年生于巴勒斯坦ꎬ 后加入穆斯林兄弟会ꎬ 在大马士革大学教法学院获学士学位ꎮ
１９６８ 年赴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学习教法学ꎬ 获博士学位ꎮ 在埃及期间ꎬ 受到赛义德库特布的兄弟穆罕默

德库特布的影响ꎬ 成为一个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ꎮ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末ꎬ 库特布和阿泽姆在沙特阿齐兹国

王大学教书期间ꎬ 在该校就读的本拉登曾聆听他们讲授的课程ꎮ １９７９ 年ꎬ 阿泽姆因立场激进被逐出沙

特后前往巴基斯坦ꎬ 开始通过著书普及和推广 “圣战” 思想ꎮ Ｓｅｅ Ｗａｌｔｅｒ Ｌａｑｕｅｕｒꎬ Ｎｏ Ｅｎｄ ｔｏ Ｗａｒ: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Ｔｗｅｎｔｙ － Ｆｉｒ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ꎬ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ꎬ ２００３ꎬ ｐｐ ５０ －５１

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 «伊斯兰的国际体系观»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４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２８ ~ ２９ 页ꎮ
Ｒｏｈａｎ Ｇｕｎａｒａｔｎａꎬ Ｉｎｓｉｄｅ Ａｌ Ｑａｅｄ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ｏｆ Ｔｅｒｒｏｒꎬ Ｂｅｒｋｌｅｙ Ｂｏｏｋｓ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 ３０ꎬ １１５
Ｈａｉｍ Ｍａｌｋａ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１６ －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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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锐分歧ꎬ 这也是 “伊斯兰国” 最终脱离 “基地” 组织另立门户的根源

所在ꎮ
(四) “圣战萨拉菲主义”: “伊斯兰国” 意识形态的核心来源

事实上ꎬ 前文所述的伊斯兰极端主义都与萨拉菲主义存在一定的联系ꎬ
或者这些思想本身就是萨拉菲主义的表现形式ꎬ 但鉴于萨拉菲主义的复杂性

以及圣战萨拉菲主义对 “伊斯兰国” 的重要影响ꎬ 这里有必要对萨拉菲主义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 和圣战萨拉菲主义 (Ｊｉｈａｄｉ －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 做简要的专门分析ꎮ
“萨拉菲” (Ｓａｌａｆｉ) 在阿拉伯语中的原意为 “祖先”、 “先辈”ꎬ 萨拉菲派

(Ｓａｌａｆｉｓｔ) 的基本含义为 “尊古派”ꎬ 是产生于中世纪的保守宗教派别ꎬ 主张

严格奉行 «古兰经» 和 “圣训”ꎬ 特别强调净化信仰、 尊经崇圣ꎬ 其典型代

表人物是中世纪罕百里教法学派的伊本泰米叶ꎮ 近代以来的伊斯兰主义运

动深受萨拉菲派的影响ꎬ １８ 世纪阿拉伯半岛的瓦哈比教派成为近代萨拉菲派

的先驱ꎮ 萨拉菲主义是一个非常多样和复杂的意识形态ꎮ 萨拉菲主义的核心

主张包括根除偶像崇拜 (ｓｈｉｒｋ)、 重申认主独一 ( ｔａｗｈｉｄ)ꎮ 萨拉菲主义者认

为他们自己是唯一真正的穆斯林ꎬ 同时认为偶像崇拜者已经偏离伊斯兰信仰

的正道ꎬ 崇拜所谓圣石、 圣人、 圣墓等都意味着叛教ꎬ 其信徒即判教者ꎮ①

当代萨拉菲派的具体表现形式形形色色ꎬ 但并非所有的萨拉菲派都主张

采取暴力恐怖行为建立伊斯兰国家ꎮ 当代的萨拉菲主义大致可划分为传统萨

拉菲主义、 政治萨拉菲主义和圣战萨拉菲主义三大派别ꎮ 传统萨拉菲主义强

调恪守传统宗教信仰和宗教礼仪ꎬ 主张远离政治ꎬ 也反对恐怖暴力行为ꎮ 政

治萨拉菲主义在强调宣教的同时ꎬ 主张通过参政议政实现伊斯兰教法的统治ꎬ
但反对暴力恐怖活动ꎮ 圣战萨拉菲主义则主张通过发动 “圣战” 等暴力手段

颠覆阿拉伯国家的世俗政权ꎬ 建立伊斯兰教法政权ꎮ②

在 ２０ 世纪后期ꎬ 中东出现了受穆斯林兄弟会激进主义和萨拉菲排他主义

影响的暴力组织ꎮ 这些组织包括埃及的 “伊斯兰圣战” 组织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Ｊｉｈａｄ)
和 “伊斯兰集团”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Ｇｒｏｕｐ)ꎬ 以及阿尔及利亚的 “萨拉菲宣教与战斗

组织” (ｔｈｅ Ｓａｌａｆｉ Ｇｒｏｕｐ ｆｏｒ Ｐｒ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ａｔ)ꎬ 他们构成了当前 “圣战萨

８４

①
②

Ｃｏｌｅ Ｂｕｎｚｅｌ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８
详尽论述参见包澄章: «中东剧变以来的萨拉菲主义»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１０６ ~ １１８ 页ꎻ Ｒｏｅｌ Ｍｅｉｊｅｒꎬ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 Ｉｓｌａｍ’ ｓ Ｎｅｗ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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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菲” 组织的前身ꎮ 在意识形态上ꎬ 他们都深受穆斯林兄弟会思想家赛义

德库特布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ꎬ 其核心目标在于通过 “圣战” 推翻现行政

权并建立 “伊斯兰国家”ꎮ 在圣战萨拉菲主义的发展过程中ꎬ 约旦裔巴勒斯坦

人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斯 (Ａｂｕ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 － Ｍａｑｄｉｓｉ) 和叙利亚的阿

布巴斯尔塔图斯 (Ａｂｕ Ｂａｓｉｒ ａｌ － Ｔａｒｔｕｓｉ) 等人的思想对于圣战萨拉菲主

义运动的发展有重要影响ꎮ①他们在早期都深受库特布极端思想的影响ꎬ 后来

逐渐转向萨拉菲主义ꎬ 其思想的核心是赋予萨拉菲主义以暴力思想ꎬ 进而推

动了圣战萨拉菲主义的产生ꎮ②

“伊斯兰国” 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来源于为许多伊斯兰极端组织共同信奉

的 “圣战萨拉菲主义”ꎬ “伊斯兰国” 的领导人对此也供认不讳ꎮ “伊斯兰国”
的创始人阿布穆萨布扎卡维曾是马克迪斯的学生ꎬ 并深受其思想影响ꎮ
“伊斯兰国” 的第二代领导人阿布乌马尔巴格达迪 ( Ａｂｕ Ｕｍａｒ ａｌ －
Ｂａｇｈｄａｄｉ) 同样是坚定的圣战萨拉菲主义者ꎬ 其讲话经常引用源于萨拉菲主义

的权威观点ꎮ③ 例如ꎬ 他在 ２００７ 年发表讲话指出: “所有的逊尼派教徒特别是

青年都应该参与圣战萨拉非主义运动ꎬ 建立横跨整个世界的帝国”ꎮ “伊斯兰

国” 还明确将其从事的活动描述为 “圣战萨拉菲主义潮流的组成部分”④ꎮ

“伊斯兰国” 的意识形态体系

———兼论“伊斯兰国”与“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分歧

　 　 圣战萨拉菲主义构成了 “基地” 组织和 “伊斯兰国” 共同的意识形态基

础ꎬ 但 “伊斯兰国” 在坚持圣战萨拉菲主义方面的强硬路线ꎬ 在很大程度上

显示了它与 “基地” 组织的鲜明区别ꎮ 因此ꎬ 有评价指出: “如果将圣战主义

置于政治光谱下ꎬ ‘基地’ 组织构成了圣战主义的左翼ꎬ 而 ‘伊斯兰国’ 构

成了圣战主义的右翼ꎮ ‘基地’ 组织和 ‘伊斯兰国’ 都坚持萨拉菲派神学ꎬ
都赋予圣战运动以萨拉菲主义的特征ꎮ 但是ꎬ 与 ‘基地’ 组织不同ꎬ ‘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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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更加毫无妥协地坚持萨拉菲主义的信条ꎬ 推行萨拉菲主义的思想ꎮ”①

(一) 顽固坚持把建立所谓 “哈里发国家” 付诸实践

许多伊斯兰激进组织都主张重建 “哈里发国家”ꎬ 但在思想认识和重视程

度上却存在明显差异ꎮ 例如ꎬ 穆斯林兄弟会认为建立 “哈里发国家” 是一个

长期目标而非近期目标ꎬ 因此它在实践方面对重建哈里发国家的态度 “相对

淡漠”ꎮ② 本拉登把 “基地” 组织的恐怖活动视为建立 “哈里发国家” 的前

奏ꎬ 但他同时悲观地认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无法看到这个国家ꎮ③ 但是ꎬ “伊
斯兰国” 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建立 “哈里发国家” 作为矢志不渝的信念ꎬ 并强

调立即付诸实施ꎮ
早在 ２００２ 年扎卡维进入伊拉克之前ꎬ 他就确立了建立 “哈里发国家” 的

目标ꎬ 而伊拉克战争的爆发进一步坚定了扎卡维在伊拉克建立 “伊斯兰国”
的目标ꎮ 在很多讲话和声明中ꎬ 扎卡维多次宣称建立哈里发国家是 “基地”
组织伊拉克分支的战略目标ꎮ ２００４ 年ꎬ 他在讲话中先后指出: “我目前正在伊

拉克领导我的兄弟们进行圣战ꎬ 其目标在于建立伊斯兰国家ꎬ 即符合 «古兰

经» 的国家ꎮ” “符合 «古兰经» 的国家已经成立在即”ꎬ “我们 ‘真主独一与

圣战’ 组织 ( ‘伊斯兰国’ 的前身ꎬ 作者注) 正在向敌人发动攻击ꎬ 正在向

不公平进行战斗ꎬ 我们的目标是在地球上重建实施伊斯兰教法和易卜拉欣宗

教的哈里发国家ꎮ”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ꎬ 在扎卡维向本拉登宣示效忠之际ꎬ 他宣

称哈里发国家 “必将在我们手中建立”ꎮ④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２ 日ꎬ “基地” 组织伊拉克分支宣布正式成立 “伊拉克伊斯

兰国” (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Ｉｒａｑ)ꎬ 由阿布乌马尔巴格达迪出任 “哈里

发”ꎬ 其发言人穆哈里朱巴里 (Ｍｕｈａｒｉｂ ａｌ － Ｊｕｂｕｒｉ) 指出: “尽管偶像崇拜

者和有经人 (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Ｂｏｏｋꎬ 指犹太人和基督教徒) 联手反对先知ꎬ
但先知却从麦加迁徙麦地那 (６２２ 年) 建立了伊斯兰国家ꎬ 这是我们应该效

仿的典范ꎮ”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ꎬ “伊斯兰国” 的 “伊斯兰教法委员会” 发布了题为

“就伊斯兰国的诞生昭告全人类” 的声明ꎬ 论证 “伊斯兰国” 的国家属性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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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基于伊斯兰教法的合理性ꎮ “崭新的伊斯兰国家再现了伟大的伊斯兰教的强

大与辉煌今天的伊拉克领土将服务于实现伟大的伊斯兰蓝图它的资

源和财富足以在整个地区内掀起更伟大的伊斯兰浪潮ꎮ”①

２０１０ 年ꎬ 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担任 “伊拉克伊斯兰国” 领导人后ꎬ
也多次强调 “伊斯兰国” 的所谓 “哈里发” 国家属性ꎮ 他于 ２０１２ 年指出:
“我崇敬的穆斯林共同体: 当我们宣布建立伊斯兰国之际ꎬ 我们便不再悖逆真

主ꎻ 当我们矢志不渝地追求伊斯兰国的理想之际ꎬ 我们便不再悖逆真主
伊斯兰国将是我们坚持的信仰和道路ꎬ 它从未也永远不会被其他事物所取

代”ꎮ② 他还宣称 “伊斯兰国” “正在以全新的姿态回归它所控制的地区并不断

扩大 ‘伊斯兰国’ 不承认人为的边界及伊斯兰国之外的任何国民身份ꎮ”③

事实上ꎬ “伊斯兰国” 建立的所谓哈里发国家不仅遭到了包括阿拉伯伊斯

兰世界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的反对和唾弃ꎬ 即使是其他圣战萨拉菲主义组织

和宗教学者也都对 “伊斯兰国” 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ꎬ 其主张具体有二: 首

先ꎬ “伊斯兰国” 仅仅是一个 “战斗团体”ꎬ 并非真正的国家ꎬ 缺乏国家的政

治能力ꎻ 其次ꎬ 巴格达迪自称 “哈里发” 不具合法性ꎬ 他不能成为所有穆斯

林的效忠对象ꎬ 甚至称其为只有 “小学水平” 的 “冒牌宗教学者”ꎮ④

“基地” 组织领导人扎瓦赫里认为ꎬ “伊斯兰国” 和巴格达迪没有资格成

为所有 “圣战” 团体效忠的对象ꎬ 同时反对 “伊斯兰国” 兼并叙利亚 “支持

阵线” 并成立 “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ꎮ 据半岛电视台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的消息ꎬ
“基地” 组织领导人扎瓦赫里认为 “伊斯兰国” 兼并 “支持阵线” 的做法无

效ꎬ 强调二者仍然是各自独立的组织实体ꎮ 但在巴格达迪看来ꎬ 扎瓦赫里并

不拥有对 “伊斯兰国” 的领导权ꎬ 他本人才是至高无上的哈里发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５ 日ꎬ 巴格达迪发表声明对扎瓦赫里予以反驳ꎮ 他声称 “ ‘伊拉克和沙姆

伊斯兰国’ 不会屈从于任何压力”ꎬ “它也不会从任何它已经占领的领土上退

缩ꎬ 相反它的领地将继续扩大”ꎮ 巴格达迪还表示ꎬ “伊斯兰国” 拒绝承认

“基地” 组织的领导拥有法律上的合法性ꎬ 并称这是 “伊斯兰国” 协商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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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和教法委员会协商后做出的决定ꎮ① 由此可见ꎬ “伊斯兰国” 顽固坚持其国

家性质为 “哈里发国家”ꎬ 巴格达迪为所有 “圣战” 团体和穆斯林的效忠对

象ꎬ 这也是 “伊斯兰国” 与 “基地” 组织彻底决裂的原因之一ꎮ
建立所谓 “哈里发国家” 是 “伊斯兰国” 坚持不懈地追求ꎬ 即使在 ２００６

年前后 “伊拉克伊斯兰国” ( “伊斯兰国” 的前身) 发展严重受挫的情况下ꎬ
它依然毫不动摇地坚持其 “建国” 目标ꎮ 因此ꎬ 在追求 “建国” 方面ꎬ “伊
斯兰国” 的顽固性远远超过了包括 “基地” 组织在内的其他极端组织ꎮ

(二) 强调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矛盾ꎬ 煽动教派冲突

“基地” 组织一直提倡所谓的 “泛伊斯兰” 团结ꎬ 强调其圣战的对象是

“叛教者”、 腐败变质的阿拉伯政权、 美国及其盟友ꎮ 本拉登认为ꎬ 导致

“乌玛” (Ｕｍｍａꎬ 穆斯林共同体) 分裂的根源是穆斯林群体中基于民族、 种

族以及派系的划分ꎬ 并一直强调穆斯林应当共同行动ꎬ 避免教派内部互相残

杀ꎬ 共同打击其西方敌人ꎮ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ꎬ 内部战争都是重大错误”ꎮ②

扎瓦赫里也一直反对穆斯林之间自相残杀ꎬ 同时明确反对扎卡维对什叶派的

屠杀ꎮ 尽管 “基地” 组织也把什叶派视为误入歧途的 “叛教者”ꎬ 但扎瓦赫

里主张 “基地” 组织应该对其进行传道ꎬ 而不是杀戮他们ꎬ 除非他们首先发

起攻击ꎮ③在 ２００５ 年ꎬ 扎瓦赫里曾要求扎卡维不要攻击伊拉克什叶派及其清真

寺ꎬ 以避免引起穆斯林民众的反感ꎮ 扎瓦赫里认为ꎬ 对抗什叶派是无法避免

的ꎬ 但不可操之过急ꎮ④ 扎瓦赫里还告诫扎卡维ꎬ 公开处决罪犯和什叶派教徒

将导致穆斯林民众疏远 “基地” 组织ꎮ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ꎬ 在伊拉克教派暴力冲

突不断升级之际ꎬ 他公开下令禁止 “伊斯兰国” 打击什叶派和苏菲派ꎬ 强调

“要集中力量打击国际异教徒的头目ꎮ”⑤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斯与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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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组织一样主张渐进性的战略ꎬ 不断强调赢得公众支持的重要性ꎮ①

但 “伊斯兰国” 则特别强调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对立ꎬ 主张其首要的攻击

目标是作为 “叛教者” 的什叶派穆斯林ꎮ “伊斯兰国” 一直将什叶派视为不

信教者和叛教者ꎬ 其理论论证主要是由 “伊斯兰国” 的缔造者扎卡维完成的ꎬ
其观点主要包括三方面:

首先ꎬ 在神学层面ꎬ 扎卡维不断引用包括伊本泰米叶在内的逊尼派穆

斯林权威的言论ꎬ 证明什叶派偏离了伊斯兰教的正道ꎮ 例如ꎬ 扎卡维经常引

用伊本泰米叶的著名警告: “他们 (指什叶派) 是敌人ꎮ 提防他们ꎮ 攻打他

们ꎮ 天哪ꎬ 他们撒谎”ꎮ 在 ２００６ 年扎卡维丧生前不久ꎬ 他还在一次公开演讲

上大声疾呼: “穆斯林绝不可能胜过或超过好斗的异教徒———比如犹太教徒、
基督教徒ꎬ 除非我们把诸如拉菲达 (阿拉伯语原意为 “拒绝”ꎬ 意指什叶派ꎬ
是扎卡维对什叶派的蔑称) 等叛教者全部消灭ꎮ”②

其次ꎬ 在历史层面ꎬ 扎卡维不断强调 “什叶派在伊斯兰历史上扮演的危

险的、 罪恶的角色”ꎮ 例如ꎬ 他认为 １６ 至 １７ 世纪伊朗建立的萨法维王朝

(Ｓａｆａｖｉｄ Ｄｙｎａｓｔｙ) 使伊朗皈依了什叶派ꎬ 萨法维王朝成为 “刺入伊斯兰教和

穆斯林的利剑”ꎮ 他还认为什叶派在 １２５８ 年蒙古军队攻陷巴格达的过程中扮

演了不光彩的角色ꎮ③

最后ꎬ 在现实层面ꎬ 扎卡维不断强调什叶派的现实威胁ꎮ 他认为ꎬ 在伊拉

克ꎬ 什叶派正通过与美国人合作攫取伊拉克的权力ꎮ 他鼓吹要通过对什叶派发

动圣战把逊尼派团结起来ꎮ 他指出: “在宗教、 政治、 军事等方面对什叶派进行

攻击ꎬ 向逊尼派揭示什叶派的野心ꎬ 有利于激发逊尼派对什叶派的仇恨ꎮ 如果

我们将什叶派拖入教派战争的境地ꎬ 就有可能唤醒漫不经心的逊尼派ꎬ 促使逊

尼派意识到巨大的危险ꎬ 并致力于消灭什叶派ꎮ”④ 他还特别仇视伊朗什叶派ꎮ
他指出ꎬ 以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正在通过建立跨越中东地区的超级国家追求

３５

①

②

③

④

Ｊｏａｓ Ｗａｇｅｍａｋｅｒｓꎬ Ａ Ｑｕｉｅｔｉｓｔ Ｊｉｈａｄ: Ｔｈ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Ａｂｕ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ａｌ － Ｍａｑｄｉｓｉꎬ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２０１２ꎬ ｐｐ ８２ － ８４

Ｎｉｂｒａｓ Ｋａｚｉｍｉꎬ “Ｚａｒｑａｗｉ’ｓ Ａｎｔｉ － Ｓｈｉａ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ｏｒ Ｂｏｒｒｏｗｅｄ?”ꎬ Ｈｕｄｓ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１ꎬ ２００６ꎬ ｗｗｗ ｈｕｄｓｏｎ ｏｒｇ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９９０８ － ｚａｒｑａｗｉ － ｓ － ａｎｔｉ － ｓｈｉａ － ｌｅｇａｃｙ －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 ｏｒ －
ｂｏｒｒｏｗｅｄ － ＃ＢｋＭｋＴｏＦｏｏｔ２ꎬ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１８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Ｈａｙｋｅｌꎬ “Ａｌ － Ｑａｉｄａ ａｎｄ Ｓｈｉｉｓｍ”ꎬ ｉｎ Ａｓｓａｆ Ｍｏｇｈａｄａｍ ａｎｄ Ｂｒｉａｎ Ｆｉｓｈｍａｎ ｅｄｓ ꎬ Ｆａｕｌｔ
Ｌｉｎｅｓ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Ｊｉｈａｄꎬ 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ꎬ ２０１１ꎬ ｐ １９４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Ｈａｙｋｅｌꎬ ｏｐ ｃ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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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霸权ꎬ “他们的野心是建立一个横跨伊朗、 伊拉克、 叙利亚、 黎巴嫩并将

虚弱的海湾君主制王国纳入其中的什叶派国家ꎮ”① 扎卡维甚至认为ꎬ 什叶派

对逊尼派的威胁超过了美国ꎬ 因为 “十字军占领者将在不久的将来消失”ꎬ 但什

叶派 “作为逊尼派最迫近的危险的敌人” 将长期存在ꎬ 因此 “什叶派对伊斯兰

教的威胁及其破坏作用远远大于美国人ꎮ” 在扎卡维看来ꎬ 什叶派对逊尼派的仇

恨无法消除ꎬ 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通过战斗赢得对什叶派的胜利ꎮ②

扎卡维的反什叶派思想构成了 “伊斯兰国” 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ꎬ
并被其继任者所继承ꎮ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 １３ 日ꎬ 阿布乌马尔巴格达迪发表题为

«我们的基本原则» 的讲话ꎬ 提出了 “伊斯兰国” 的 １９ 条原则ꎬ 其中第二条

便强调了反什叶派的原则: “对我们的信仰加以拒绝的人即什叶派是偶像崇拜

者和叛教者”ꎮ③ 巴格达迪还曾直言ꎬ “伊斯兰国” 将 “首先对付什叶派
然后对付沙特王国及其支持者然后才是十字军和他们的基地ꎮ”④

总之ꎬ 对待什叶派态度和行动策略的不同ꎬ 构成了 “基地” 组织与 “伊
斯兰国” 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分歧ꎮ 对待什叶派的极端态度和激进立场ꎬ
煽动教派矛盾和教派冲突ꎬ 构成 “伊斯兰国” 意识形态的典型特征ꎮ 在当今

中东教派冲突加剧的背景下ꎬ “伊斯兰国” 刻意强调教派对立和教派仇恨的做

法ꎬ 一方面反映了它利用教派冲突争取逊尼派支持ꎬ 进而扩大其社会基础的

机会主义图谋ꎻ 另一方面也对恶化教派关系、 加剧教派冲突发挥了推波助澜

的作用ꎬ 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ꎮ
(三) 顽固坚持 “异教徒定判” 原则

“异教徒定判” (Ｔａｋｆｉｒ) 是指对穆斯林中不信教者判处死刑的一种神学制

裁ꎬ 最早可追溯至哈瓦利吉派不容异己的极端思想ꎮ 哈瓦利吉派要求人们遵

循本派教义ꎬ 并把犯有 “大罪” 和不赞成、 不支持自己的穆斯林视为 “不信

道者”ꎬ 即卡菲尔 (Ｋａｆｉｒ)ꎬ 并对其予以打击和消灭ꎮ 埃及的 “赎罪与迁徙组

织” 也把不赞成其激进思想的穆斯林一律看作是 “非穆斯林” 或 “叛教

者”ꎮ⑤

４５

①
②
③
④
⑤

Ｃｏｌｅ Ｂｕｎｚｅｌ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４
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ꎬ ｐ ３８
Ｇｒａｅｍｅ Ｗｏｏｄꎬ ｏｐ ｃｉｔ
金宜久: 前引书ꎬ 第 ４２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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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 顽固坚持所谓 “异教徒定判” 原则ꎬ 它不仅把阿拉伯世俗

统治者视为叛教者和圣战打击的首要目标ꎬ 还把反对其主张的普通穆斯林

视为叛教者ꎬ 坚持对叛教者进行集体性的 “异教徒定判”ꎬ 并允许残杀妇女

和儿童ꎮ① “伊斯兰国” 认为ꎬ 它正处在非穆斯林的包围之中ꎬ 所有不支持其

意识形态的国家和民族都是叛教者ꎻ 凡不按照真主的法律进行统治便意味着

叛教ꎻ 对抗 “伊斯兰国” 等同于叛教ꎻ 所有的什叶派穆斯林都是应该被处死

的叛教者ꎬ 甚至认为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也是伊斯兰教的

叛徒ꎮ “伊斯兰国” 在其信条中曾称: “我们认为举着各种旗号活动的世俗主

义者ꎬ 如民族主义、 爱国主义、 共产主义和阿拉伯复兴主义以及什叶派穆斯

林都是公然的不信教者ꎬ 他们放弃伊斯兰教并脱离了宗教信仰ꎮ”②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ꎬ “伊拉克伊斯兰国” 的第二代领导人巴格达迪发表讲话ꎬ
阐述 “伊斯兰国” 坚持的基本原则ꎬ 并且重点阐述了如何确定异教徒和如何

进行定判ꎮ 他指出: “非信包括大的非信和小的非信两种类型ꎬ 对非信者的裁

判依据是他在信仰、 言论和行为方面犯下的罪行ꎮ 判定某一个体为异教徒并

且判决他进入地狱要根据定判的条件”ꎻ “我们坚信应该杀死那些施展巫术和

魔法的非信者和叛教者ꎬ 我们也绝不接受他们的忏悔”ꎻ “我们认为那些参加

政党、 参与政治进程的人都是不信道的人和叛教者”ꎻ “我们认为为占领者及

其向其提供任何支持诸如衣食、 医疗等方面帮助的人都是不信道者和叛教者ꎬ
他们也将因此成为我们攻击的目标并使其付出血的代价”ꎻ “我们认为这些国

家 (指世俗的阿拉伯国家) 的统治者和军队都是不信道者和叛教者ꎬ 与他们

进行战斗的必要性大于与占领伊斯兰领土的十字军进行战斗ꎮ③

“伊斯兰国” 还把 “异教徒定判” 的对象扩大到所有非穆斯林地区和群

体ꎮ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ꎬ 巴格达迪声称: “当今世界事实上被划分为两大对立阵营ꎬ
不存在第三阵营: 一个是由穆斯林和圣战者组成的无处不在的信仰伊斯兰的

阵营ꎻ 另一个是卡菲尔 (不信教者) 和伪善者的阵营ꎬ 它是由犹太人、 十字

军及其同盟以及其他民族和宗教所组成的卡菲尔的联盟ꎬ 由美国和俄罗斯领

５５

①

②
③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Ｍ Ｈａｆｅｚꎬ “Ｔａｃｔｉｃｓꎬ Ｔａｋｆｉｒ ａｎｄ Ａｎｔｉ － Ｍｕｓｌｉｍ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ꎬ ｉｎ Ａｓｓａｆ Ｍｏｇｈａｄａｎ ａｎｄ Ｂｒｉａｎ
Ｆｉｓｈｍａｎ ｅｄｓꎬ Ｓｅｌｆ － ｉｎｆｌｉｃｔｅｄ Ｗｏｕｎｄｓ: Ｄｅｂａｔｅｓ ａｎｄ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Ａｌ Ｑａｅｄａ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ｙꎬ Ｃｏｍｂａｔｉｎｇ Ｔｅｒｒｏｒｉｓｍ
Ｃｅｎｔｅｒ: Ｗｅｓｔ Ｐｏｉｎｔꎬ ２０１０ꎬ ｐｐ １９ － ４４

Ｃｏｌｅ Ｂｕｎｚｅｌ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３９
Ｉｂｉｄ ꎬ ｐｐ ３８ －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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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并被犹太人所鼓动”ꎮ①

“伊斯兰国” 对 “异教徒定判” 的极端泛化和集体化倾向远超过其他伊

斯兰极端组织ꎮ 例如ꎬ 本拉登的老师、 “基地” 组织的精神领袖阿卜杜拉
阿扎姆就反对将穆斯林群体内部的人视为不信教者并对其实施 “异教徒定

判”ꎮ “基地” 组织与 “伊斯兰国” 在叛教者判定的标准上也存在分歧ꎮ “基
地” 组织仅将 “异教徒定判” 原则限于否认 «古兰经» 和先知穆罕默德神圣

性的个体行为ꎬ 本拉登就反对将某穆斯林群体视为叛教者ꎬ 反对针对穆斯

林群体进行 “异教徒定判”ꎮ② 而 “伊斯兰国” 却将贩卖酒类和毒品、 穿着西

式服装、 不蓄须、 在选举中投票 (即使是投给穆斯林候选人) 等行为都视为

叛教行为ꎬ 不论这些人是否是穆斯林ꎬ 都应按照 “异教徒定判” 原则加以消

灭ꎬ 其残暴程度令 “基地” 组织也难以接受ꎮ
总之ꎬ “伊斯兰国” 对 “异教徒定判” 原则进行了极端泛化与滥用ꎬ 并

以此为由屡屡对所谓 “异教徒” 和俘虏采用斩首、 集体杀戮和活埋等血腥手

段ꎬ 滥杀什叶派、 基督徒、 亚兹迪人ꎬ 其嗜血成性、 手段凶残的恐怖行径远

超过包括 “基地” 组织在内的所有恐怖组织ꎬ 而 “异教徒定判” 原则无疑构

成了 “伊斯兰国” 残忍消灭异己的意识形态基础ꎮ
(四) 强调滥用暴力的 “进攻性圣战”
伊斯兰教中的 “圣战” 即 “吉哈德” (Ｊｉｈａｄ) 并非仅仅意味着战争ꎮ 在

«古兰经» 中ꎬ “吉哈德” 的原意有 “斗争”、 “奋斗” 和 “作战” 等多种含

义和形式ꎬ 十分复杂ꎮ③ 但简而言之ꎬ “吉哈德” 从形式上有 “大吉哈德” 和

“小吉哈德”ꎬ 前者指言论和思想层面的斗争ꎬ 后者指战争和作战层面的斗争ꎮ
有穆斯林学者指出: “我们很多人相信ꎬ 大吉哈德表示针对欲念和撒旦的吉哈

德ꎬ 而小吉哈德则是在战场上对抗不信伊斯兰教者ꎮ”④ 圣战包括进攻性圣战

６５

①

②

③

④

转引自李捷、 杨恕: « “伊斯兰国” 的意识形态: 叙事结构及其影响»ꎬ 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
２０１５ 年第 １２ 期ꎬ 第 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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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尽论述参见吴冰冰: «圣战观念与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ꎬ 载 «阿拉伯世界研究» ２００６ 年第

１ 期ꎬ 第 ３６ ~ ４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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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 Ｊｉｈａｄ) 和防御性圣战 (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 Ｊｉｈａｄ) 两种典型的形式ꎮ 进攻性

圣战是穆斯林共同体的集体义务ꎬ 防御性圣战是反对外来侵略者的个体义务ꎮ
根据经典的教法学理论ꎬ 进攻性圣战由穆斯林的统治者即哈里发发起ꎬ 它被

视为一种集体义务ꎬ 要求要有足够数量的穆斯林成员参与圣战ꎬ 以确保圣战

的胜利ꎮ 防御性圣战不必由穆斯林统治者即哈里发发起ꎬ 由于它是一种个体

义务ꎬ 所有的穆斯林都应该参加ꎮ①

历史上ꎬ “圣战” 的内容因时间地点不同而不同ꎬ② 并且对实施 “圣战”
有严格限制ꎬ «古兰经» 和圣训均有对战争行为进行法律和道德限制的规定ꎬ
主要包括禁止攻击平民和非战斗人员、 妇女、 儿童、 教士ꎬ 应接受非穆斯林

提出的缔结和平协定的要求ꎬ 除非军事需要不得破坏财产ꎬ 善待俘虏和孤儿ꎬ
尊重人道原则和道德原则等方面的诸多规定ꎮ③ 要客观认识伊斯兰教的圣战

观ꎬ 必须结合数百年来伊斯兰教的历史实践加以认识ꎬ 因为圣战思想与实践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体现ꎮ④但是ꎬ 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却极力扭曲和

滥用传统圣战思想ꎬ 甚至服务于恐怖主义ꎬ 产生了十分恶劣的影响ꎮ
“伊斯兰国” 和 “基地” 组织都强调 “圣战” 的重要性ꎬ 但 “伊斯兰国”

更为强调进攻性圣战ꎮ “基地” 组织和 “伊斯兰国” 都承认 “防御性圣战”
的必要性ꎬ 他们都认为伊斯兰世界处在 “叛教的” 世俗统治者控制之下ꎬ 并

遭受西方异教徒侵略的威胁ꎬ 因而有必要利用防御性圣战的道德和舆论力量

团结伊斯兰ꎬ 与侵略者展开斗争ꎬ 维护伊斯兰世界的利益ꎮ “伊斯兰国” 在其

信条中声明: “我们相信在通往真主道路上的圣战是个体义务ꎬ 从安达卢斯⑤

的攻陷直到所有穆斯林土地的解放ꎬ 对任何一个虔诚的或者不虔诚的人来说

这都是一个个体义务ꎮ”⑥ꎮ
但是ꎬ 相对于 “基地” 组织ꎬ “伊斯兰国” 更为强调进攻性圣战的重要

７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Ｓｅｅ Ｓｈｅｒｍａｎ Ｊａｃｋｓｏｎꎬ “Ｊｉｈａｄ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Ｗｏｒｌｄ”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Ｌａｗ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ꎬ Ｖｏｌ ７ꎬ
Ｎｏ １ꎬ Ｓｐｒｉｎｇ / Ｓｕｍｍｅｒꎬ ２００２ꎬ ｐｐ １ － ２６

Ｈａｉｍ Ｍａｌｋａ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２０１５ꎬ ｐ １２
Ｓｈｅｉｋｈ Ｗａｈｂｅｈ Ａｌ － Ｚｕｈｉｌꎬ “ Ｉｓｌａｍ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

Ｖｏｌｕｍｅ ８７ꎬ Ｎｕｍｂｅｒ ８５８ꎬ Ｊｕｎｅ ２００５ꎬ ｐｐ ２８２ － ２８３
关于 “圣战” 历史演变的详尽论述参见刘中民: «伊斯兰的国际体系观»ꎬ 第 ２３ ~ ２５ 页ꎮ
安达卢斯是指中世纪阿拉伯和北非穆斯林统治下的伊比利亚半岛和塞蒂马尼亚ꎬ 也指半岛被

统治的 ７１１ ~ １４９２ 年这段时期ꎮ 这片区域后在基督教收复失地运动中被半岛上的基督徒所占领ꎬ 今天

西班牙南部的安达卢西亚因此得名ꎮ
Ｃｏｌｅ Ｂｕｎｚｅｌ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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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ꎮ “伊斯兰国” 声称他们有义务实施伊斯兰教法中的进攻性圣战ꎬ 并将其视

为哈里发国应尽的集体性义务ꎬ 叫嚣将偶像崇拜者和不信真主的国家作为

“圣战” 的主要对象ꎬ 向非伊斯兰世界发动武力战争ꎬ 从而不断扩大哈里发国

家的疆域和影响力ꎮ ２００７ 年ꎬ “伊拉克伊斯兰国” 的第二代领导人巴格达迪

指出ꎬ 圣战的最终目的在于 “通过圣战使偶像崇拜者在世界上不复存在”ꎮ 在

另一次演讲中ꎬ 他更加明确强调了 “进攻性圣战” 的重要性ꎮ 他指出ꎬ 穆斯

林要 “在叛教的非信者的领土上对他们发动进攻ꎬ 直至不再有迫害存在ꎬ 进

而保护至高无上的真主的启示”①ꎮ
围绕 “圣战” 的严重分歧构成了 “伊斯兰国” 与 “基地” 组织分道扬镳

的重要根源之一ꎮ 在 “伊斯兰国” 成立之初ꎬ “基地” 组织领导人扎瓦赫里

就反对扎卡维无限制地滥杀无辜ꎬ 并要求 “伊斯兰国” 汲取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阿尔及利亚 “伊斯兰武装集团” (Ａｒｍｅｄ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Ｇｒｏｕｐꎬ ＧＩＡ) 因过度使用暴

力而失去民众支持的教训ꎬ 警告其军事机构的领导人要限制过分使用暴力ꎬ
不要因此削弱民众的支持ꎮ② 扎卡维的老师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斯也一直

批评 “伊斯兰国” 过度使用暴力ꎬ 认为实施斩首等暴力行为有损于建立 “伊
斯兰国家” 的目标ꎮ 他还特别反对 “伊斯兰国” 对什叶派进行杀戮和攻击ꎮ③

出于对 “基地” 组织的渐进战略和反对过度使用暴力等方面的不满ꎬ “伊
斯兰国” 开始疯狂地诉诸暴力ꎬ “它还通过社交媒体和其他网络平台引以为豪

地展示斩首、 绞刑、 公开枪决、 鞭刑等视频ꎮ 此外ꎬ 它把任何反对其教义的

人都贴上异教徒的标签ꎬ 通过所谓异教徒 ‘定判’ 赋予其大肆杀戮平民和反

对者的行为以合法性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ꎬ “伊斯兰国” 的发言人阿德纳尼发表声

明指出: “ ‘基地’ 组织已经偏离了正道今天的 ‘基地’ 组织已经不再是

致力于圣战的 ‘基地’ 组织ꎬ 因此它也不再是 ‘圣战’ 的基地ꎮ” “基地” 组

织已经转向 “追随大多数的和平主义”ꎬ 它已经 “偏离圣战和认主独一”ꎬ 转

而强调 “革命、 大众性、 起义、 斗争、 共和主义和世俗主义”ꎮ “伊斯兰国”
还对 “基地” 组织的批评发起了一系列言辞激烈的反击ꎬ 其内容涉及圣战义

务、 教义的纯洁性、 穆斯林共同体 (乌玛) 和 “圣战” 的领导权等方面ꎮ
“伊斯兰国” 的声明所展示的双方的矛盾已经不再是早期一般意义上的分歧ꎬ

８５

①
②
③

Ｃｏｌｅ Ｂｕｎｚｅｌ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０
Ｈａｉｍ Ｍａｌｋａ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 １１
Ｊｏａｓ Ｗａｇｅｍａｋｅｒｓ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８２ －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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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要否认 “基地” 组织的合法性并取代 “基地” 组织对圣战的领导权ꎮ①

综上ꎬ “伊斯兰国” 作为新一代极端组织和恐怖主义的代表ꎬ 其意识形态

建构能力远超 “基地” 组织等传统的极端组织和恐怖组织ꎮ 在所谓的信仰层

面和神学层面ꎬ 它更重视以净化信仰、 正本清源为名ꎬ 用所谓经典的伊斯兰

神学思想对其极端思想进行包装ꎬ 尤其是它奉行的 “异教徒定判” 和 “进攻

性圣战” 等极端原则均通过 “引经据典” 予以论证ꎬ 使其意识形态更具隐蔽

性、 欺骗性和蛊惑性ꎮ 在目标方面ꎬ 它极端重视将建立所谓 “伊斯兰国” 和

“哈里发国” 付诸实践ꎬ 直至 “治国理政”ꎬ 超越了传统极端主义批判能力有

余、 实践能力的特点ꎬ 使其对全球 “圣战” 分子更具吸引力ꎬ 其效忠者 “索
马里青年党”、 尼日利亚 “博科圣地” 等极端组织也纷纷效仿ꎬ 进而对中东乃

至整个伊斯兰世界民族国家体系构成严峻威胁ꎮ 在现实策略方面ꎬ “伊斯兰

国” 的意识形态构建非常善于利用和煽动教派矛盾ꎬ 以扩大其社会基础ꎮ 此

外ꎬ “伊斯兰国” 意识形态的强大渗透能力还在于其成功的媒体策略ꎬ 但基于

该问题的复杂性和本文的篇幅限制ꎬ 本文不对此展开论述ꎮ

余论: “伊斯兰国” 对伊斯兰教核心价值观的扭曲

“伊斯兰国” 意识形态的形成深受历史上各种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潮的影

响ꎬ 体现出了强烈的不容异己、 崇尚暴力的极端主义本质ꎮ 如今ꎬ “伊斯兰

国” 已发展成为比 “基地” 组织更为极端的恐怖主义势力ꎬ 而且拥有建构和

传播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能力ꎮ 但 “伊斯兰国” 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不

仅与伊斯兰教本身无涉ꎬ 而且严重扭曲了伊斯兰教崇尚和平、 倡导中正的核

心价值观ꎬ 对伊斯兰文明造成了严重的伤害ꎬ 并使去极端主义成为当今世界

尤其是伊斯兰文明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ꎮ
首先ꎬ “伊斯兰国” 背离了伊斯兰教的和平精神ꎮ 追求和平、 仁爱是伊斯

兰教的基本宗旨和原则之一ꎮ “伊斯兰” 在阿拉伯语中意即 “顺从”、 “和
平”ꎻ “穆斯林” 意为 “顺从者”、 “和平者”ꎮ «古兰经» 中有许多关于和平

的表述ꎬ 例如: “如果他们倾向和平ꎬ 你也应当倾向和平ꎬ 应当信赖真主ꎮ 他

确是全聪的ꎬ 确是全知的ꎮ” (８: ６１) “伊斯兰国” 在圣战萨拉菲主义的指引

９５

① Ｈａｉｍ Ｍａｌｋａꎬ ｏｐ ｃｉｔ ꎬ ｐｐ ２６ －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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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ꎬ 强调运用进攻性圣战的极端方式ꎬ 挑起不同民族和教派间非此即彼、 不

容异己的残酷斗争ꎬ 并对所谓的 “叛教者” 进行残忍讨伐和杀戮ꎬ 这完全背

离了伊斯兰教的和平传统ꎬ 并对中东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构成了严重的

威胁ꎮ
其次ꎬ “伊斯兰国” 背离了伊斯兰教谨守中道的精神ꎮ «古兰经» 有许多

关于 “中道” 的论述ꎬ 如: “你们不要过分ꎬ 因为真主必定不喜爱过分者ꎮ”
(２: １９０) “恶行应得同样的恶报ꎮ 谁愿饶恕而且和解ꎬ 真主必报酬谁ꎮ 真主

确是不喜爱不义者的ꎮ” (４２: ４０) 这些经文表明ꎬ 伊斯兰教绝不是极端激进

的宗教ꎬ 历史上和当今的各种极端主义完全偏离了伊斯兰教谨守中道的核心

价值观ꎮ “伊斯兰国” 排斥异己、 极端保守和拒不妥协的意识形态是对伊斯兰

教中道精神的背离ꎮ
最后ꎬ “伊斯兰国” 对进攻性圣战的偏执和滥用ꎬ 完全违背了伊斯兰教法

中对圣战的要求ꎮ 伊斯兰教反对针对无辜平民的攻击和杀戮ꎬ 更不允许对穆

斯林进行 “圣战”ꎮ «古兰经» 明确规定: “你们不要违背真主的禁令而杀人ꎬ
除非因为正义ꎮ” (２: ３３) 穆罕默德在圣训中还强调ꎬ 即便是宗教信仰不同ꎬ
只要对方不加害于人ꎬ 就要与之和睦相处ꎮ 他指出: “谁伤害非穆斯林ꎬ 谁就

不是穆斯林”ꎻ “谁伤害被保护民ꎬ 谁就等于伤害了我”ꎮ① 事实上ꎬ “伊斯兰

国” 对圣战的泛化和滥用ꎬ 不仅遭到包括伊斯兰国家和穆斯林在内的整个文

明世界的强烈反对ꎬ 甚至也超出了 “基地” 组织和其他圣战萨拉菲派团体能

够容忍的限度ꎮ 总之ꎬ “伊斯兰国” 对所谓 “叛教者” (如什叶派穆斯林) 和

“不信道者” 发动手段残忍的 “圣战”ꎬ 完全是对 “圣战” 概念的扭曲和滥

用ꎮ 在极端的 “进攻性圣战” 观念的指引下ꎬ “伊斯兰国” 不断升级其恐怖

主义手段ꎬ 制造了一系列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和惨绝人寰的杀戮事件ꎮ 相对

于 “基地” 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ꎬ 其手段更为残暴ꎬ 目标更为广泛ꎬ 影响范

围更大ꎬ 它所实施的极端残忍的种族屠杀和斩首行为ꎬ 不仅玷污了伊斯兰教

和平、 中正的核心价值观ꎬ 更挑战了人类文明的底线ꎮ
随着 “伊斯兰国” 势力的扩张ꎬ 其极端主义意识形态也迅速在世界范围

内蔓延ꎬ 并且成为 “伊斯兰国” 的核心竞争力之一ꎮ 遏制直至根除 “伊斯兰

国”ꎬ 不仅需要国际社会在物质层面加强国际反恐合作ꎬ 更需要在思想和精神

０６

① 转引自马明良: «伊斯兰教的和平观»ꎬ 载 «中国穆斯林» ２００４ 年第 ６ 期ꎬ 第 ３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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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开展去极端主义的国际合作ꎬ 在意识形态上揭露 “伊斯兰国” 对伊斯兰

教的肆意曲解和滥用ꎬ 捍卫伊斯兰文化和平、 中道的核心价值观ꎮ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ꎬ 习近平主席访问埃及ꎬ 并在阿盟总部发表重要讲话ꎬ 他明确指出中阿双

方将 “在中阿合作论坛框架内召开文明对话与去极端化圆桌会议ꎬ 组织 １００
名宗教界知名人士互访”①ꎬ 这无疑将对推进中阿文明对话ꎬ 共同开展中阿去

极端化合作产生深远影响ꎮ

Ｏｎ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ｔ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Ｌｉｕ Ｚｈｏｎｇｍｉｎ ＆ Ｙｕ Ｈａｉｊｉ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Ｓｉｎｃｅ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ｕｐｈｅａｖａｌꎬ ｔｈｅ “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 ( ＩＳ) ｒｏｓｅ
ａｂｒｕｐｔｌｙ ｂ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ｕｒｂｕｌｅｎｃｅ ｉｎ Ｓｙｒｉａ ａｎｄ Ｉｒａｑꎬ ａｎｄ ｈａｓ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ｓｔ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ｔ ｔｅｒｒｏｒ ｆｏｒｃｅ ｓｕｒｐａ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ｌ － Ｑａｅｄａ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ꎬ 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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