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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莱菲主义在土耳其的传播与挑战

[卡塔尔] 伊玛德卡杜里著　 侯宇翔　 李圣辉编译

　 　 内容提要　 近年来ꎬ 赛莱菲主义的全球传播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

注ꎮ 而从土耳其社会发展看ꎬ 受到伊斯兰教逊尼派哈乃斐教法学派和马

图里迪教义学派影响ꎬ 后又经共和制度、 西方哲学思想以及世俗主义的

洗礼ꎬ 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苏菲社会组织形式ꎮ 由此ꎬ 过去 ３０ 多年来ꎬ
赛莱菲主义者虽通过出版书籍、 新媒体推介等多种宣传方式及受到其他

外部因素影响ꎬ 在土耳其部分地区得以传播ꎬ 但基于历史遗痕、 教义本

身的严苛性以及 “圣战赛莱菲” 的负面效应ꎬ 赛莱菲主义在土耳其的

崛起还很遥远ꎬ 在土耳其苏菲社会也很难有所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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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简介　 侯宇翔ꎬ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学院副院长、 讲师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４)ꎻ 李圣辉ꎬ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阿拉伯学院 ２０１７ 级硕

士生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４)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初ꎬ 土耳其政府加大对官方宗教伊斯兰逊尼派哈乃斐教法

学派的支持ꎬ 打压纳杰穆丁埃尔巴坎的政治伊斯兰活动ꎬ 此后 ３０ 多年赛莱

菲主义在土耳其得以传播与发展ꎬ 且得到土耳其宗教事务部的正式承认ꎬ 赛

莱菲派成为除哈乃斐教法学派和马图里迪教义学派之外的又一伊斯兰教逊尼

派分支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 阿卜杜拉尤尔朱在伊斯坦布尔开始大力传播赛莱

菲主义ꎬ 在苏丹艾哈迈德地区建立 “异乡书局”ꎬ 并在土耳其境内印制、 出版

大量有关赛莱菲主义的书籍ꎬ 其中包括伊本泰米叶、 穆罕默德本阿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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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瓦哈比、 阿卜杜勒阿齐兹本阿卜杜拉本巴兹、 穆罕默德
本奥塞米恩等人的著作及纳赛尔丁阿尔巴尼与萨利赫法赞的演讲集ꎮ
此外ꎬ 赛莱菲主义者还通过网站、 社交媒体等途径来宣传其宗旨ꎬ 并在伊斯

坦布尔召开赛莱菲主义信仰者大会ꎮ 但由于赛莱菲主义自身的原因ꎬ 它与土

耳其主流社会思潮存在天然的思想与历史隔阂ꎬ 因此在土耳其社会传播中屡

屡碰壁ꎬ 且赛莱菲主义者自己也认为如果该思潮发展过快ꎬ 必将招致土耳其

社会的抵制ꎮ 此外ꎬ 近年来 “伊斯兰国” 组织一度发展迅猛ꎬ 人们普遍认为

其属于赛莱菲 “圣战” 组织ꎬ 特别是过去几年 “伊斯兰国” 对土耳其部分城

市发动猛烈的袭击之后ꎬ 土耳其人已经无法分清不同赛莱菲派别之间的区别ꎬ
将 “纯粹赛莱菲” (指赛莱菲原旨教义) 与 “圣战赛莱菲” 混为一谈ꎬ 将

“瓦哈比运动” 与所有恐怖暴力活动等同对待ꎮ 值得注意的是ꎬ 土耳其的学术

界和新闻界均认为ꎬ 赛莱菲主义在土耳其的发展将会破坏土耳其原有的苏菲

和哈乃斐传统ꎬ 破坏民主制度和世俗主义制度ꎮ
本文基于对土耳其现存赛莱菲主义的内涵、 发展状况、 传播方式ꎬ 纯粹

赛莱菲主义的标志与特征ꎬ “圣战” 赛莱菲主义与纯粹赛莱菲主义之间的关

系ꎬ 以及土耳其对两者的回应等研究基础上ꎬ 通过历史叙事以及论理分析两

种方式ꎬ 尝试阐明土耳其社会同赛莱菲主义究竟存在哪些隔阂ꎬ 以及这些隔

阂如何影响赛莱菲主义在土耳其的传播与发展ꎬ 并进一步分析近年赛莱菲主

义发展的新趋势ꎮ

赛莱菲主义在土耳其传播的社会环境

赛莱菲主义和纳克什班迪耶苏菲教团都属于逊尼派的范畴ꎬ 但是两者有

本质的区别ꎮ 因此ꎬ 在赛莱菲主义进入土耳其苏菲社会时ꎬ 引发了两者的交

锋ꎬ 其中ꎬ 既有两种思想本身的分歧ꎬ 也有历史与民族心理原因ꎬ 并进而体

现为政治层面的斗争ꎮ 在论及赛莱菲主义在土耳其发展陷入困境之前ꎬ 需要

厘清赛莱菲主义与纳克什班迪耶教团的分歧和隔阂ꎮ
(一) 信仰的挑战: 苏菲思想与赛莱菲思想

１ 土耳其的苏菲思想及其在信仰和政治方面的作用

土耳其的苏菲思潮最早可以追溯至穆罕默德哈文丁纳克什班迪

(１３１８ － １３８９) 所建立的纳克什班迪耶教团ꎬ 至今它已经成为世界上影响最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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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苏菲教团之一ꎬ 并在伊斯兰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ꎮ 纳克什班迪

耶教团的教义是使人们能够通过苏菲导师的精神引导而接近真主ꎬ 而导师的

传承则是一个紧凑而连续的谱系ꎮ 从理论来源上看ꎬ 最早的苏菲导师就是先

知穆罕默德ꎮ① 这种苏菲教义重视以理性来认识和解释 «古兰经» 和圣训ꎮ
在伍麦叶时期、 阿巴斯时期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期ꎬ 统治者曾在国家核心

机构任用哈乃斐教法学派的教众ꎬ 这是哈乃斐教法学派广为传播的一个重要

原因ꎮ② 同时ꎬ 纳克什班迪耶教团接受了马图里迪的教义学和实证传统ꎮ 马图

里迪派是由艾布曼苏尔穆罕默德马图里迪 (? —９４３) 创建的ꎬ 他吸收

了哈乃斐教法学派的教法和教义以及艾布哈尼法③的思想ꎬ 并改变了圣训派

的主张ꎬ 认为应该把圣训和实证相结合ꎮ 他还认为应通过证据和理性思考ꎬ
来证明伊斯兰的信仰与宗教的正确性ꎮ 马图里迪派与其他派别最明显的区别

是: 理性是马图里迪派教义的特色ꎬ 理性应该先于听闻ꎮ 马图里迪并不认为

这样破坏了传统ꎬ 而是要把理性证据放在与传统同等的位置上ꎮ 自 １５ 世纪开

始ꎬ 这一教派得到了奥斯曼帝国统治者的支持ꎬ 并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领

土上传播了数百年ꎮ④

因此ꎬ 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时期开始ꎬ “苏菲道路”⑤ 和苏菲教团就对土

耳其的政治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ꎮ 苏菲派产生之初是以个人的要求为起

点ꎬ 即要求人们应该履行更多的拜功ꎬ 克制私欲ꎬ 历久修炼就能认识和接近

真主ꎮ 因此ꎬ 苏菲派是一种修行方式ꎬ 并不属于教派的范畴ꎬ 即通过苏菲的

方式可以纯净心灵ꎬ 完成 “善行”⑥ 的宗教道德功修ꎬ 其理论渊源主要来自

一条圣训ꎬ 这条圣训曾教导人们 “你们拜主就如你们看到他一样ꎬ 即使你看

不到他ꎬ 但他确是能看到你的”ꎮ 著名的苏菲学者有艾布哈米德安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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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ｖａｎｔｅ Ｅ Ｃｏｒｎｅｌｌ ＆ Ｍ Ｋ Ｋａｙａꎬ “Ｔｈｅ Ｎａｑｓｈｂａｎｄｉ － Ｋｈａｌｉｄｉ Ｏｒｄｅｒ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ｓｌａｍ ｉｎ Ｔｕｒｋｅｙ”ꎬ
Ｈｕｄｓ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３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ｂｉｔ ｌｙ / ２ｂ５ＰＧｏｌꎬ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０９

Ｈｉｌｍｉ Ｄｅｍｉｒꎬ “Ｓｅｌｅｆｉｌｅｒ Ｋｉｍｄｉｒꎬ Ｓｅｌｅｆｉｌｉｋ Ｎｅｄｉｒ?”ꎬ Ｔｅｏｓｔｒａｔｅｊｉ Ａｒａｓｔｉｒｍａｌａｒｉ Ｍｅｒｋｅｚｉꎬ Ｊｕｎｅ ３０ꎬ
２０１４ꎬ ｈｔｔｐ: / / ｂｉｔ ｌｙ / ２ｈｔＸＳｙＩꎬ ２０１６ － １１ － ０９

艾布哈尼法 (Ａｂｕ Ｈａｎｉｆａｈꎬ ７００—７６７) 伊斯兰教逊尼派哈乃斐教法学派创始人ꎬ 教义学

家ꎮ ———译者注

[约旦] 迈鲁哈木迪赫尔曼: «伊玛目艾布曼苏尔马图里迪关于理性与服从的神学理

论» (阿拉伯文)ꎬ 载 «约旦古兰经研究» ２０１３ 年第 ３ 期ꎬ 第 １１ ~ １２ 页ꎻ «马图里迪» (阿拉伯文)ꎬ
载 «逊尼教派百科全书»ꎬ ｈｔｔｐ: / / ｂｉｔ ｌｙ / ２ｎｊｍＬｍｘꎬ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２２ꎮ

译为符合苏菲派的修行方式ꎬ 带有神秘主义色彩ꎬ 属于非建制化的伊斯兰派别ꎮ ———译者注

伊斯兰教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ꎬ 主要指穆斯林必须遵守穆罕默德按照 «古兰经» 指导规定

的道德行为规范ꎮ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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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杰、 拉比亚阿达维、 哲拉鲁丁鲁米等ꎮ① 在他们的努力下ꎬ 苏菲从一

种个人主张变成了遍及伊斯兰世界的 “苏菲之道”ꎮ 然而ꎬ 苏菲派穆斯林对苏

菲也有不同的理解ꎬ 其中有些人严格遵守 «古兰经» 和圣训的要求ꎬ 并在这

两者基础上解释伊斯兰ꎬ 有些人则远离尘世来完成宗教功修ꎮ 但在赛莱菲主

义者看来ꎬ 苏菲派为异端ꎬ 且认为它已经偏离了宗教ꎮ
事实上ꎬ 纳克什班迪耶教团与其他苏菲教团不同ꎬ 他是唯一一个把精神

转移至首位哈里发艾布伯克尔的派别ꎬ 而其他派别则是通过什叶派的第一

位伊玛目阿里把精神转移至先知穆罕默德ꎮ 这表明了纳克什班迪耶教团承认

并尊重四大正统哈里发ꎬ 这与什叶派有极大的差异ꎮ②

对发展纳克什班迪耶教团贡献最大的人是艾哈迈德舍伦迪 (１５２４—
１６２４)ꎮ 在与什叶派苏菲的冲突中ꎬ 他进一步完善了纳克什班迪耶教团的教

义ꎬ 将 “吉哈德” 系统化ꎬ 认为 “吉哈德” 应该在 «古兰经» 和圣训的框架

内进行解读ꎮ 他还鼓励发展具有积极意义的苏菲行为ꎬ 而不鼓励将苏菲仅仅

局限于偏离民众生活的传统宗教仪式中ꎮ １８０９ 年ꎬ 出生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

德人哈里德巴格达迪加入纳克什班迪耶教团ꎬ 他肯定了舍伦迪的思想ꎬ 并

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新的分支ꎬ 称为 “哈里德支派” 或 “哈里德 － 纳克什班迪

耶派”ꎮ 在近现代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中ꎬ “哈里德支派” 发出自己的声音ꎬ
号召民众以伊斯兰思想为指导开展革命斗争ꎬ 反抗欧洲殖民者的侵略与

占领ꎮ③

总体看ꎬ 在 １９ 世纪苏菲教团改革之前ꎬ 各苏菲教团与奥斯曼帝国官僚体

系保持着紧密的联系ꎬ 但是这些教团并没有直接影响到政治层面ꎮ 然而ꎬ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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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介绍苏菲主义和苏菲时ꎬ 卡希尔曾说: 在真主的使者之后的穆斯林中ꎬ 只有使者的追随者

(圣门弟子) 能够拥有最高贵的品质ꎬ 这是最文明的时代ꎬ 其次是再传弟子和三传弟子的时代ꎮ 随后

人们会因对宗教、 功修及行为方式认识的不同而产生分歧ꎮ 但是每个教派中都会有苦行主义者ꎬ 他们

独善其身ꎬ 通过不断完成功修去接近真主ꎬ 保持内心洁净ꎬ 这种脱离俗世的行为叫作 “苏菲”ꎮ 参见

[英国] 雷诺Ａ尼科尔森: «伊斯兰的苏菲主义» (阿拉伯文)ꎬ 贝鲁特: 学术研究中心ꎬ ２０１６ 年

版ꎬ 第 ９ ~ １１ 页ꎻ 朱纳德将苏菲描述为 “隔离尘世ꎬ 清除杂念ꎬ 凝神静思ꎬ 顺从真主ꎬ 沿先知走过的

路前行ꎮ” 参见艾布伯克尔穆罕默德卡拉巴: «苏菲主义简介» (阿拉伯文)ꎬ 黎巴嫩萨迪尔出版

社ꎬ ２００１ 年版ꎬ 第 １６ 页ꎻ 在当代ꎬ 苏菲被理解为 “秉持真理”ꎬ 而苏菲主义者自称为 “秉持真理者”ꎮ
苏菲主义者的生活由两部分组成: 其一是努力缩短苏菲主义者和真主之间的距离ꎬ 其二是遵循 «古兰

经»、 教法、 先知的行为方式以及先知对待全人类的理念的宗教道德ꎮ 参见 [黎巴嫩] 莎拉索耶:
«伊斯兰中的苏菲主义» (阿拉伯文)ꎬ 黎巴嫩骆驼传播出版社ꎬ ２０１６ 年版ꎬ 第 １３ 页ꎮ

艾布伯克尔穆罕默德卡拉巴: 前引文ꎮ
同上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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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西方世俗主义教育在土耳其的出现ꎬ 这种联系逐渐减弱ꎮ 土耳其共和国初

期ꎬ 凯末尔推崇世俗主义ꎬ 打击苏菲教团ꎬ 致使他们被迫逃到了偏远的地区

进行秘密活动ꎮ
巴格达迪的学生们来到伊斯坦布尔ꎬ 在亚历山大帕夏区建立活动中心ꎮ

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到 ８０ 年代ꎬ 新的政治环境催生了多党制的活跃发展ꎬ 土耳

其的政治伊斯兰领导者都是以非官方的形式宣扬哈里德苏菲思想ꎮ 苏菲教团

领袖穆罕默德扎西德曾于 １９５８ 年至 １９８０ 年担任亚历山大帕夏清真寺教

长ꎮ １９６９ 年ꎬ 穆罕默德扎西德鼓励纳杰穆丁埃尔巴坎组建民族秩序党ꎬ
但是由于埃尔巴坎与亚历山大帕夏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ꎬ 民族秩序党最后

退出政治舞台ꎮ ２００１ 年 ８ 月ꎬ 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建立ꎬ 一部分苏菲教团成

员加入该党ꎬ 这些成员中有巴希尔阿塔莱和阿卜杜卡迪尔阿克苏等人ꎬ
除此之外ꎬ 还有一部分哈里德支派成员参加了民兵组织ꎮ① 因此ꎬ 纳克什班迪

耶教团事实上影响了土耳其的宗教、 社会和政治发展ꎮ
２ 赛莱菲主义的思想主张

赛莱菲主义同盛行于土耳其的哈乃斐教法学派、 马图里迪派和纳克什班

迪耶教团不同ꎬ 它抓住 «古兰经» 和圣训的字面意思ꎬ 并重复强调 “纯洁的

伊斯兰”ꎮ “赛莱菲” 的原意为先知穆罕默德的圣门弟子、 再传弟子和三传弟

子ꎮ 圣训中曾提到: “最好的时代是我的时代ꎬ 然后是挨着他们的时代ꎬ 然后

是挨着他们的时代ꎮ 在那之后的人ꎬ 他们作证但是他们没有行动ꎬ 他们背信

弃义ꎬ 欺骗在他们之间蔓延ꎮ”② 所以ꎬ 赛莱菲主义者想要回到那个最好的时

代ꎬ 便要求人们遵循圣门弟子的生活方式ꎬ 紧紧抓住 «古兰经» 和圣训ꎬ 并

宣扬 “认主独一” 的理念ꎮ
伊斯兰初期 (６１０ ~ ６６１ 年) 的穆斯林认为ꎬ 根据他们与先知之间的距

离ꎬ 可以划分为若干个等级ꎬ 第一等是圣门弟子ꎬ 第二等是再传弟子ꎬ 第三

等是三传弟子ꎬ 并指出在第三传弟子之后会出现异端ꎬ 人们的心灵就会因沾

染污秽而不再纯洁ꎮ 赛莱菲主义者宣称ꎬ 他们号召人们效仿前三代圣门弟子

的思想与行为ꎬ 采取他们的信仰原则和行为评判方式ꎬ 打击所有的反对者和

１１１

①
②

艾布伯克尔穆罕默德卡拉巴: 前引文ꎮ
赛莱菲主义的定义及行为方式ꎬ ｓｅｅ ｈｔｔｐ: / / ｂｉｔ ｌｙ / ２ｍＦｐ２ｐ７ꎬ ２００３ － １０ － ２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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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邪说ꎮ① 伊本泰米叶也曾说: “宗教异端用他们自认为正确的言论来解

释伊斯兰教ꎬ 他们要么根据字面意思ꎬ 要么根据可接受的含义来解释ꎬ 而不

用真主或者使者的言语来解释宗教实际上ꎬ 所有的解释都是违背真主和

使者的语言的”ꎮ②

伊玛目艾哈迈德本罕百里是最先主张 “遵循 «古兰经» 和圣训而不

去解释” 的教法学家ꎬ 他也是最反对用哲学的理性来解释伊斯兰教的学者ꎮ
在伊斯兰学者受到了古希腊哲学思想的影响后ꎬ 穆阿太齐赖派应运而生ꎬ 这

一派注重依靠理性来认识信仰ꎬ 但是艾哈迈德本罕百里认为这一学派的

行为近乎宗教异端ꎮ③ 伊历 ８ 世纪ꎬ 伊玛目艾哈迈德本泰米叶再次反驳了

凯拉姆派和穆阿太齐赖派ꎮ １８ 世纪中叶ꎬ 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比扛

起复兴 “纯洁的伊斯兰” 的大旗来对抗奥斯曼帝国ꎬ 认为奥斯曼帝国内苏菲

思想盛行ꎬ 解读 «古兰经»、 发展教义学的做法是违背正确的伊斯兰思想

的ꎮ④ 因此ꎬ 赛莱菲主义反对以人的思想来解读宗教ꎬ 反对艾布哈尼法以及

马图里迪的思想及其对宗教的解释ꎬ 反对盛行于土耳其的纳克什班迪耶

教团ꎮ⑤

赛莱菲主义属逊尼派思想ꎬ 它要求穆斯林按照伊斯兰方式来改革管理制

度、 社会秩序和生活方式ꎬ 主张人们要坚守正信ꎬ 改正信仰和行为中的缺点ꎬ
消除类似于苏菲的异端行为ꎮ 他们认为异端的表现为: 在坟墓上建造清真寺ꎬ
相信星象与神性ꎬ 把先知和圣门弟子作为媒介来接近真主ꎬ 相信能够与真主

合为一体ꎬ 庆祝圣纪或是伊历新年ꎬ 或是纪念穆罕默德神秘的夜间旅行ꎬ 或

是庆祝登霄夜ꎬ 或是统治者采取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 民族主义或世俗主义

等将宗教和政治分隔开的政治制度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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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叙利亚] 穆罕默德赛义德拉马丹布提: «赛莱菲主义: 吉庆的时代没有伊斯兰教派»
(阿拉伯文)ꎬ 叙利亚现代思想出版社ꎬ １９９８ 年版ꎬ 第 １０ ~ １１ 页ꎮ

[黎巴嫩] 穆斯塔法赫尔弥: «赛莱菲主义: 伊斯兰信仰与西方哲学» (阿拉伯文)ꎬ 贝鲁

特: 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０６ 年版ꎬ 第 ５０ ~ ５１ 页ꎮ
Ｍｕｓｔａｆａ Ａｋｙｏｌꎬ “Ａ Ｓａｌａｆｉ Ａｓｓａｕｌｔ ｏｎ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ꎬ Ａｌ －Ｍｏｎｉｔｏｒꎬ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１０ꎬ ２０１３ꎬ ｈｔｔｐ: / / ｂｉｔ

ｌｙ / ２ｈＣ３ｄＹ０ꎬ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１７
[叙利亚] 赛义德阿拉比本凯玛勒: «赛莱菲» (阿拉伯文)ꎬ ｈｔｔｐ: / / ｂｉｔ ｌｙ / ２ｍｎｃＣＲＸꎬ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１３ꎮ
Ｈｉｌｍｉ Ｄｅｍｉｒꎬ ｏｐ ｃｉｔ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Ｋｎｙｓｈꎬ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ｌａｆｉ － Ｓｕｆｉ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Ｃａｕｃａｓｕｓ ｔｏ

Ｈａｄｒａｍａｗｔ”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 Ｖｏｌ ４３ꎬ Ｎｏ ４ꎬ ２００７ꎬ ｐｐ ５０３ － ５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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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赛莱菲主义” 者只停留在这一程度ꎬ 他们秉持 “命人行善ꎬ 止人作

恶” 的原则ꎬ 以温柔的方式来改善人们的信仰及行为ꎬ 而避免使用武力ꎮ 他

们认为ꎬ 服从当权者的统治是一个穆斯林的义务ꎮ 这与下文提到的主张采取

武力方式来达到目标的 “圣战赛莱菲主义” 是有本质区别的ꎮ
(二) 历史与心理的挑战: 奥斯曼与 “瓦哈比” 的分歧

奥斯曼人和赛莱菲或 “瓦哈比” (土耳其人对赛莱菲的称呼) 之间的分

歧导致了两者之间的思想冲突ꎬ 进而引发谢赫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

比和他的政治盟友阿卜杜拉本沙特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之间发生冲突ꎬ
这种影响至今仍然存在ꎮ

阿卜杜拉本沙特曾在纳吉德地区建立独立的沙特王国ꎬ 并控制了麦

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地ꎬ 之后又带兵进攻伊拉克ꎬ 直捣卡尔巴拉ꎮ 因此ꎬ 阿卜

杜拉本沙特的军事行动引发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当权者的强烈不满ꎬ 甚

至认为其已经威胁到帝国中央政权ꎮ １８０５ 年至 １８１８ 年期间ꎬ 双方冲突不断ꎬ
伊布拉欣本穆罕默德阿里受命于奥斯曼土耳其统治者ꎬ 大举进攻阿拉

伯半岛ꎬ 并于 １８１１ 年攻占了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地ꎮ １８１８ 年ꎬ 奥斯曼军队攻

破德拉伊耶ꎬ 逮捕了阿卜杜拉本沙特ꎬ 第一个沙特政权就此覆灭ꎮ① 在这

一事件发生后ꎬ 土耳其人和赛莱菲主义人士对彼此的负面形象产生了ꎬ 土耳

其人认为赛莱菲人士就是 “反叛者”ꎬ 认为他们背叛在先ꎬ 进攻在后ꎻ 而赛莱

菲人士则认为土耳其人是 “异端”ꎬ 应予以剪除ꎮ② 土耳其人认为ꎬ “瓦哈比

运动” 是伊斯兰教逊尼派四分五裂的主要原因ꎮ③ 甚至一些土耳其人认为ꎬ 赛

莱菲主义这种类似穆斯林兄弟会的运动ꎬ 并没有因为第一沙特王国的覆灭而

消失ꎬ 反而是在等待一个卷土重来的机会ꎬ 以期对抗土耳其人统治ꎮ 第一次

世界大战时期ꎬ 英国人曾支持阿拉伯人对奥斯曼帝国的革命ꎬ 并支持阿拉伯

人建立独立的国家ꎮ④ 因此ꎬ 所有这些冲突使两者之间产生了无法逾越的心理

隔阂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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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Ｃｏｌｅ Ｂｕｎｚｅｌꎬ “Ｔｈ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ａｌｉｐｈａｔｅ: Ｄｕ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ｔａｔｅｓ”ꎬ 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Ｅｎｄｏｗ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ꎬ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８ꎬ ２０１６ꎬ ｈｔｔｐ: / / ｃｅｉｐ ｏｒｇ / ２ｅｏＦ３ｆｇꎬ ２０１６ － ０３ － １５ꎻ Ｓｅｌｉｍ Ｋｏｒｕꎬ “Ｔｕｒｋｅｙ’ｓ
２００ －Ｙｅａｒ Ｗａｒ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ＳＩＳ’”ꎬ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ꎬ Ｊｕｌｙ ２４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ｂｉｔ ｌｙ / ２ｇＩｆＵｙＬꎬ ２０１６ －１２ －０９

“在土耳其ꎬ 我们发现苏菲主义与赛莱菲主义是对立的”ꎬ 载中东在线 (阿拉伯文):
ｈｔｔｐ: / / ｂｉｔ ｌｙ / ２ｇＩｒｍＫＣꎬ ２０１７ － ０１ － ０９ꎮ

Ｈｉｌｍｉ Ｄｅｍｉｒꎬ ｏｐ ｃｉｔ
Ｓｅｌｉｍ Ｋｏｒｕꎬ ｏｐ ｃ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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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ꎬ 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比提出复兴以 “正确的伊斯兰” 和

“清除异端” 为核心要旨的 “瓦哈比主义” 后ꎬ 两者在思想上的争端逐步转

化为政治分歧ꎮ 随后ꎬ 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比与阿卜杜拉本沙

特在纳吉德地区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沙特阿拉伯王国ꎬ 开始正式对抗奥斯曼土

耳其苏丹ꎮ 因此ꎬ 限制赛莱菲主义在土耳其传播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土耳其苏菲主义思想与 “瓦哈比主义” 为代表的沙特赛莱菲思想之间的

斗争ꎻ 二是奥斯曼土耳其与纳吉德沙特阿拉伯王国之间的政治对抗ꎮ

土耳其赛莱菲主义的发展及其传播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虽然土耳其世俗主义捍卫者坚持实施打压宗教的军事行

动ꎬ 但是土耳其和沙特之间的关系却不断升温ꎮ 部分土耳其政治精英认为ꎬ
沙特是维护这一地区政治秩序稳定的重要力量ꎬ 希望通过密切与沙特的关系

来增强 “官方伊斯兰” 的力量ꎬ 打压纳杰穆丁埃尔巴坎的政治伊斯兰运动ꎮ
因此ꎬ 世界伊斯兰联盟和土耳其宗教事务部才得以在宗教教育领域开展了合

作ꎬ 但赛莱菲主义者还远未达到他们的目标ꎮ①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起ꎬ 土耳其赛莱菲主义的发展进入了黄金时期ꎮ 土耳

其赛莱菲主义传播的途径有很多ꎬ 主要分为以下五种:②

其一是尤尔朱本人的演讲和宣传ꎮ 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就是阿卜杜拉
尤尔朱ꎮ １９９２ 年ꎬ 尤尔朱在伊斯坦布尔的苏丹艾哈迈德地区创立 “异乡书

局”ꎮ③ 尤尔朱通过书局在土耳其宣传赛莱菲主义思想、 改革目标和实践方式ꎬ
并组织活动ꎮ 尤尔朱的活动旨在调解赛莱菲主义者与苏菲主义者、 世俗主义

者之间的分歧ꎮ 尤尔朱认为ꎬ 哈乃斐教法学派、 马图里迪派以及苏菲之道已

经遍及土耳其社会的各个角落ꎬ 但是在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四五百年时间里ꎬ
土耳其没有一个逊尼派的改革者ꎮ 人们越来越盲目ꎬ 越来越无知ꎬ 使得宗派

偏见、 苏菲思想、 马图里迪教义在他们心中已经根深蒂固ꎮ 后来ꎬ 由于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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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Ａｎｄｒｅｗ Ｈａｍｍｏｎｄꎬ “Ｓａｌａｆｉｓｍ Ｉｎｆｉｌｔｒａｔｅｓ Ｔｕｒｋｉｓｈ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ꎬ Ｍｉｄｄｌｅ Ｅａｓ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ꎬ Ｊｕｌｙ
２２ꎬ ２０１５ꎬ ｈｔｔｐ: / / ｂｉｔ ｌｙ / ２ｇＦ２ｕＦ９ꎬ ２０１６ － ０１ － １２

«艾斯里谢赫: 正确的信仰在土耳其传播: 伊本泰米叶的书籍十分畅销»ꎬ 见 «与阿卜杜拉
艾斯里谢赫的谈话集» (阿拉伯文)ꎬ 载穆斯林网站: ｈｔｔｐ: / / ａｌｍｏｓｌｉｍ ｎｅｔ / ｎｏｄｅ / ８６７９３ꎬ ２０１６ －１１ －１６ꎮ

同上书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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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国家的介入ꎬ 土耳其的伊斯兰哈里发政权倒台ꎬ 这个伊斯兰帝国变成了

伊斯兰世界第一个世俗主义国家ꎮ 对于修行方式ꎬ 尤尔朱认为 “大部分宗教

大学和神学院的穆斯林精英都受到穆阿太齐赖思想的影响ꎬ 并以此引导普通

穆斯林的舆论ꎬ 甚至有些人更趋极端地认为 ‘逊尼派伊玛目艾哈迈德本
罕百里是伊斯兰世界的罪魁祸首ꎬ 因为他反对理性’ꎮ”① 为此ꎬ 尤尔朱努力

对赛莱菲主义思想与苏菲主义思想之间产生隔阂的历史和信仰根源进行解释ꎬ
认为自己是第一个以正确的伊斯兰逊尼派方式改革土耳其宗教社会思想的人ꎮ
他强调: “土耳其赛莱菲主义的问题在于其产生并非是自然而然的ꎬ 也就是在

奥斯曼帝国时期并没有出现逊尼派改革家ꎬ 而在当代土耳其也没有出现一个

能号召穆斯林放弃信仰苏菲教义、 马图里迪教义或其他教派教义的人ꎮ”②

其二是海湾国家赛莱菲宣教团的宣传ꎮ 它们常向土耳其派遣宣教人士ꎬ
从而以赛莱菲主义信仰为向导的方式传播赛莱菲主义ꎮ

其三是曾在境外接受赛莱菲思想的土耳其人的宣传ꎮ 很多土耳其人曾在

土耳其境外接受赛莱菲主义思想ꎬ 这些人包括: 曾在沙特麦地那大学和埃及

开罗爱资哈尔大学接受赛莱菲教育的留学生ꎬ 曾在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阿富

汗等国家进行过 “圣战” 活动并接受赛莱菲主义思想的土耳其人士ꎬ 或是曾

在欧洲与赛莱菲主义人士接触并受其影响的土耳其人ꎮ
其四是互联网或社交媒体的宣传ꎮ 赛莱菲主义者经常活跃于互联网或社

交媒体 (如 “推特”、 “优兔” 和 “脸谱” 等)ꎬ 并用土耳其语传播他们的作

品和进行演讲ꎬ 推动赛莱菲主义在土耳其的本土化传播ꎬ 以扩大其舆论影响ꎮ
其五是出版宣传赛莱菲主义的书籍ꎮ 尤尔朱曾说: “土耳其没有原版的赛

莱菲主义书籍ꎬ 所以我们决定创办一个出版社ꎬ 这样我们可以翻译并出版书

籍来宣传正确的逊尼派教义ꎮ” 而后ꎬ “异乡书局” 应运而生ꎮ 尽管部分土耳

其人知道这些是赛莱菲主义书籍ꎬ 但仍旧认为这些书籍作为历史文献具有较

大价值ꎬ 值得学习和推广ꎬ 甚至将其翻译为土耳其语ꎮ 几十年来ꎬ “赛莱菲主

义” 这个词语开始出现在一些土耳其思想家的作品里ꎮ 例如ꎬ 阿里布拉吉

在 １９９４ 年出版的 «宗教与哲学的关系: 伊斯兰思想中的启示与理性» 一书

中ꎬ 明确指出该术语的多种形式ꎬ 他在文中几十次提到 “赛莱菲”、 “赛莱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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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 “赛莱菲教派” 和 “赛莱菲倾向” 等术语ꎬ 并将赛莱菲解释为 “伊斯

兰逊尼派教法学派”ꎻ 再如ꎬ 赫米迪米尔也认为ꎬ “赛莱菲主义” 作为一种

逊尼派的传统思想已经被土耳其接受ꎮ
除土耳其赛莱菲主义者自身的传教努力外ꎬ 赛莱菲主义在土耳其的传播

还得益于外部力量的支持ꎮ 如科威特赛莱菲主义者哈基姆穆泰里ꎬ 他倡导

建立 “阿拉伯 －土耳其合作会议”ꎬ 从而为土耳其赛莱菲主义的传播提供了平

台ꎬ 并通过该合作会议ꎬ 以探讨并支持解决巴勒斯坦和伊斯兰世界的问题为

契机ꎬ 接触正发党的代表和其他活跃在土耳其政治和媒体的人士ꎮ① 正发党掌

权后ꎬ “赛莱菲主义者及未来展望” 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ꎬ 成为

赛莱菲主义以 “公开的身份” 出现在土耳其的标志性事件ꎮ 同时ꎬ 出席此次

会议的主要是国际赛莱菲主义组织领导者ꎬ 其中包括沙特的谢赫纳赛尔欧

麦尔、 苏丹的谢赫穆罕默德阿卜杜勒卡里姆以及埃及的谢赫穆罕默德
尤斯里伊布拉欣ꎮ②

土耳其宗教事务部于 １９９９ 年正式承认赛莱菲派是除哈乃斐学派、 马图里

迪学派之外的另一个土耳其伊斯兰逊尼教派ꎮ 此后ꎬ 土耳其民众对赛莱菲主

义的态度开始有所变化ꎮ③ 但是ꎬ 如前所述ꎬ 土耳其人基于思想、 历史、 心理

等方面的原因反对赛莱菲主义ꎬ 甚至对 “赛莱菲” 一词都极为敏感ꎬ 继而对

赛莱菲主义者也持怀疑的眼光ꎮ 因此ꎬ 基于对土耳其民族特性和社会状况的

了解ꎬ 赛莱菲主义者虽极力反对马图里迪派的主张ꎬ 呼吁人们改变对马图里

迪派的信任ꎬ 但从未采取任何可能引发冲突的行动ꎮ 尤尔朱认为: “土耳其人

十分抵触赛莱菲主义ꎬ 所以我们要走入他们的内心ꎬ 应该以一种聪明的方式

向他们展示宗教上的问题ꎮ” 因而ꎬ 赛莱菲主义者一直使用非对抗性的方式传

播该教派思想ꎮ 例如ꎬ 赛莱菲主义者从不公开强调马图里迪的信仰是错误的ꎬ
而是向穆斯林大众发放赛莱菲主义的宣传片ꎬ 并将其包装为艾布哈尼法的

信仰体系ꎬ 以期影响土耳其穆斯林的判断ꎬ 继而认为马图里迪的信仰是错误

的ꎮ④ 尤尔朱的宣传刻意回避诸如伊拉克战争、 叙利亚内战等地区政治宗教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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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阿卜杜拉拉赫蒙: «赛莱菲主义在土耳其的尝试» (阿拉伯文)ꎬ 载 [美国] «赫
芬顿邮报»ꎬ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５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ｈｕｆｆ ｔｏ / ２ｍｎｌｎｄＯꎬ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１７

[沙特阿拉伯] 艾哈迈德艾布迪格: «赛莱菲主义在土耳其的传播» (阿拉伯文)ꎬ 载

[沙特阿拉伯] «简报»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７ 日ꎬ ｈｔｔｐ: / / ｂｉｔ ｌｙ / ２ｍｎｍＹＡａꎬ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１７
同上文ꎮ
同上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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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问题的讨论ꎬ 而是竭力宣传赛莱菲主义思想ꎬ 抨击穆斯林有悖宗教规范的

行为ꎮ
尽管如此ꎬ 赛莱菲主义者所确立的远大理想现在还远远没有实现ꎬ 土耳

其的赛莱菲主义者也一直以 “慢慢走ꎬ 不着急加快脚步” 作为自己的发展原

则ꎮ 因此ꎬ 截至目前ꎬ 土耳其还没有一个正式的赛莱菲组织ꎮ 但是ꎬ 阿卜杜

拉尤里吉认为当前的赛莱菲主义者 “确实能够建立一个机构ꎬ 但是又去哪

里找人来管理这个机构呢? 现在建立这样的机构可能很快就会遭受失败ꎮ 而

且ꎬ 土耳其人对赛莱菲主义的发展极为敏感ꎬ 所以推迟这一话题的讨论是明

智的选择”ꎮ①

由此可见ꎬ 赛莱菲主义在土耳其的崛起似乎还很遥远ꎬ 因为它在土耳其

苏菲社会和世俗社会中出现过普遍的敌对情绪ꎬ 并且这一态势仍然存在ꎬ 并

将长期发挥作用ꎮ 赛莱菲主义的宣传对土耳其产生的影响极为有限ꎬ 甚至有

人认为在土耳其完全不存在任何赛莱菲主义ꎮ 与此同时ꎬ 赛莱菲主义在土耳

其发展的民意基础还不甚牢固与广泛ꎬ 难以在短期内影响土耳其的基本政治

生态ꎮ 此外ꎬ ２０１５ 年以后 “瓦哈比” 和 “赛莱菲主义” 成为 “姐妹词”ꎬ 许

多国际媒体和土耳其媒体把 “圣战赛莱菲主义” 和 “纯粹赛莱菲主义” 联系

在一起ꎬ 认为这两种思想虽然方式不同ꎬ 但是同出一源ꎬ 引发大众的不安

情绪ꎮ

“圣战赛莱菲主义” 对土耳其的影响范围

很多土耳其人认为ꎬ 该国境内 “伊斯兰国” 激进分子所为与 “瓦哈比”、

“赛莱菲主义”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ꎬ 他们甚至直接把这些事件与历史相连ꎬ
认为土耳其当下遭受到袭击的根源就是 “瓦哈比运动” 和 “奥斯曼帝国” 之

间历史冲突的重现ꎮ 萨利姆库尔指出: “自 １８１８ 年奥斯曼帝国镇压了阿卜

杜拉本沙特的起义起ꎬ 土耳其与 ‘伊斯兰国’ 的战争就已经开始了ꎬ 到

今天ꎬ 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将近 ２００ 年”ꎮ② 因此ꎬ 本文有必要讨论 “圣战赛

莱菲主义” 在土耳其的影响及其与 “纯粹赛莱菲主义” 的关系ꎮ “纯粹赛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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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主义” 要想在土耳其发展壮大ꎬ 必须撕掉 “叛离伊斯兰的思想” 这一标签ꎬ
从而走出一条利用非对抗性方式改造土耳其人的宗教信仰的新路ꎮ

赫米迪米尔等学者认为ꎬ “纯粹赛莱菲主义” 与 “圣战赛莱菲主义”
产生分歧的根源在于阿富汗战争ꎬ 一些 “圣战士” 在战争结束后ꎬ 又转向了

新的战场ꎬ 如波斯尼亚、 塔吉克斯坦和车臣等地ꎬ 而后又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通过互联网向青年人解释 “圣战赛莱菲” 的思想ꎮ① 土耳其 “纯粹赛莱菲主

义” 者支持当政者ꎬ 且从不发表 “改正信仰ꎬ 消除异端” 的激烈言论ꎮ 相反ꎬ
一些阿拉伯 “圣战赛莱菲主义” 者仍然秉持 “圣战赛莱菲” 理念ꎬ 并在宣传

赛莱菲主义有关 “圣战” 的表述方面表现积极ꎬ 甚至异化这些思想ꎬ 主要表

现在以下方面②:
第一ꎬ 过度宣扬圣训中关于 “武力” 品级的表述ꎮ 圣训中提到: “你们中

谁看到有人作恶时ꎬ 就用他的手去改变ꎻ 如果不能ꎬ 则用语言或用心去改变ꎬ
这是最弱的信仰”③ꎮ 根据这段圣训对品级的评判ꎬ 以武力去改变是坚守信仰

的最好品级ꎮ
第二ꎬ 过度宣扬圣训中有关教派分歧的表述ꎮ “先知曾说: ‘犹太教分为

７１ 派ꎬ 基督教分为 ７２ 派ꎬ 伊斯兰教将会分为 ７３ 派ꎬ 但是这些派别只有一派

不会入火狱ꎮ’ 有人问: ‘使者啊ꎬ 那一派是什么样的人呢?’ 先知回答: ‘那
一派是效仿我和我的圣门弟子的人ꎮ’④ 尽管先知对这一派别的解释是模糊的ꎬ
但是 “圣战组织” 认为他们是那唯一的一派ꎬ 而别的教派都是将穆斯林带入

歧途的异端ꎮ
第三ꎬ 过度宣扬伊斯兰 “异乡”⑤ 情节ꎬ 致力于革除腐化人心的糟粕ꎮ

在这方面ꎬ 主要依据以下圣训: “伊斯兰异乡而起ꎬ 将如兴起一样异乡而归ꎮ
美好的归宿只归教门异乡之时的那些敬畏者ꎬ 他们是革除腐化糟粕行为之

人ꎮ”⑥ 因此ꎬ 这些 “圣战赛莱菲主义” 者认为他们与众不同是正常的ꎬ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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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 穆斯林本哈贾吉、 [伊拉克] 伊本拉吉卜罕百里: «科学与智慧大全» (阿拉

伯文)ꎬ 黎巴嫩通讯公司ꎬ ２００１ 年版ꎬ 第 ２４３ 页ꎮ
艾布达吾德、 铁尔密兹、 伊本马哲、 哈基姆: «关于真正穆斯林的条件» (阿拉伯文)ꎬ

ｈｔｔｐ: / / ｂｉｔ ｌｙ / ２ｎＡ９Ｏｋｏꎬ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０３ꎮ
意指迁士ꎮ ———译者注

“伊斯兰异乡而起” 圣训解释ꎬ 参见圣训注解官方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ｂｉｎｂａｚ ｏｒｇ ｓａ /
ｆａｔａｗａ / ４７１６ꎬ ２０１７ － ０２ － ０３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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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ꎮ
第四ꎬ 过度宣扬反对不遵循伊斯兰教法的统治ꎮ “圣战赛莱菲主义” 者认

为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 民族主义、 世俗主义和政教分离的政治制度是不符

合伊斯兰精神的ꎮ «古兰经» 中提到: “不依照真主的启示去统治的人ꎬ 他们

就是隐昧者ꎮ” (５: ４４) 所以ꎬ 他们认为国家应该按照伊斯兰的方式来管理ꎮ
第五ꎬ 过度宣扬号召穆斯林领袖 (伊玛目) 反对西方ꎮ 阿富汗战争、 车

臣问题等地区争端无形中助推了这一极端思想①ꎬ 继而影响了土耳其青年一

代ꎮ 他们与 “圣战赛莱菲主义” 者接触ꎬ 受其影响将该思想传回国内ꎮ 此外ꎬ
阿布卡塔达菲里斯提尼和阿布穆罕默德马克迪斯等人的文章也被翻

译成土耳其语ꎬ 并在网上广泛传播ꎮ② 随后ꎬ 叙利亚内战爆发ꎬ “伊斯兰国”
组织骤然起势ꎬ 促使 “圣战赛莱菲主义” 者在土耳其的目标更加明确ꎮ 阿布

瓦利德认为 “包括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在内的土耳其统治者都

是叛教者ꎬ 反对这些人的统治应是使命”③ꎮ 同时ꎬ “伊斯兰国” 组织认为土

耳其人 “在奥斯曼帝国末期ꎬ 助长苏菲传统ꎬ 崇尚世俗法律ꎬ 开启现代教育ꎬ
也就是背叛了伊斯兰ꎮ 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ꎬ 又以舍弃伊斯兰为代价来宣扬

爱国主义ꎮ”④ “伊斯兰国” 加入者积极宣传上述思想ꎬ 吸收土耳其青年成为

该组织成员ꎮ ２０１５ 年ꎬ “伊斯兰国” 重要军事据点泰勒艾卜耶德被库尔德武

装攻陷后ꎬ “伊斯兰国” 组织通过土耳其语杂志 «君士坦丁堡» 公然宣传反

对土耳其ꎬ 宣称土耳其联合库尔德人和美国来反抗 “伊斯兰国”⑤ꎬ “认定土

耳其人不是穆斯林”ꎮ⑥ 随后ꎬ “伊斯兰国” 在土耳其一些城市发动大规模的

军事报复活动ꎬ 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ꎮ
土耳其 “圣战赛莱菲主义” 的影响主要集中在 ４ 个地区ꎬ 分别是伊斯坦

布尔、 阿德亚曼、 科尼亚以及伊兹密尔ꎮ 伊斯坦布尔是 “圣战赛莱菲主义”
者的重要据点ꎮ 土耳其当局曾截获了伊斯坦布尔恐怖分子马斯欧德留给他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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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阿卜杜拉拉赫蒙: 前引文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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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ｓｕｅ Ｂｒｉｅｆ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６ꎬ ｐ ４ꎬ ｈｔｔｐ: / / ｂｉｔ ｌｙ / ２ｃＲ７ｕｚＷꎬ ２０１６ － １２ －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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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一封信ꎬ 其中提及让他们去叙利亚联系 “伊斯兰国” 成员埃利亚斯艾

登ꎮ 艾登曾在土耳其广播电台上号召采取 “圣战赛莱菲主义” 的方式推翻土

耳其政治制度ꎬ 实行伊斯兰政治制度ꎻ 并宣扬 “土耳其没有 ‘圣战者之家’ꎬ
所有的统治者和政治家都是异教徒”ꎮ 阿德亚曼省是 “伊斯兰国” 在土耳其的

最大据点ꎬ 与之相关的恐怖袭击大约有十次ꎮ 科尼亚市也是 “伊斯兰国” 组

织的重要据点ꎬ 其组织负责人是穆斯塔法琼斯ꎮ 伊兹密尔则是 “圣战赛莱

菲主义” 者重要的兵源地ꎬ 该地区的负责人马拉迪在当地组织军事力量ꎬ 并

负责在土耳其境内征兵ꎮ① “圣战赛莱菲组织” 为了其自身安全ꎬ 一般采取秘

密活动的方式ꎬ 因此ꎬ 政府公开的 “圣战分子” 只是该组织的一小部分ꎮ 随

着土耳其加紧对叙利亚南部的军事行动ꎬ “伊斯兰国” 组织的势力逐渐在该地

被清除ꎬ “伊斯兰国” 开始对普通民众发动复仇袭击ꎬ 进一步加剧了 “圣战赛

莱菲主义” 的负面形象ꎮ

土耳其对赛莱菲主义的回应

正如前文所述ꎬ 通过对 “纯粹赛莱菲主义” 和 “圣战赛莱菲主义” 两者

之间的主张、 运作方式等方面的比较ꎬ 我们可以了解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ꎮ
实际上ꎬ 在阿拉伯国家ꎬ 关于二者的解释或说明则更多ꎬ 特别是在沙特ꎬ 因

为沙特政府和教法学家反对 “圣战赛莱菲主义”ꎬ 沙特也曾遭受由 “圣战赛莱

菲主义” 者策划的恐怖袭击ꎮ 而在土耳其ꎬ 上述两种赛莱菲相伴相生ꎬ 因此

被无差别地称为 “瓦哈比”ꎬ 其根源是土耳其民众对赛莱菲主义抱持普遍的敌

对态度ꎬ 而 “伊斯兰国” 组织的暴力袭击在很大程度上将土耳其 “纯粹赛莱

菲主义” 者 ３０ 年的努力付之一炬ꎮ 土耳其赛莱菲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在土耳其

国内引起较大反响ꎬ 土耳其采取以下几种方式来回应:
第一ꎬ 积极阐明哈乃斐教法学派、 马图里迪派对于土耳其的重要意义ꎮ

大部分土耳其人开始对赛莱菲主义在土耳其的出现和发展表示担忧ꎮ 他们利

用媒体和学术平台就奥斯曼土耳其的伊斯兰遗产及其意义展开讨论ꎬ 其实质

就是明确土耳其人是信仰哈乃斐教法学派、 马图里迪派的 “开明” 穆斯林ꎮ
主张共和制的世俗主义思想家认为ꎬ 奥斯曼帝国留下的哈乃斐教法学派、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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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里迪派是土耳其自由和开放的基础ꎬ 并将土耳其与其他伊斯兰国家区别开

来ꎮ 例如ꎬ 民族行动党人恩迪兹阿特卡担心赛莱菲主义会破坏土耳其社会

模式ꎬ 认为: “与其他穆斯林社会相比ꎬ 土耳其现代化是很成功的ꎬ 因为与赛

莱菲主义相反的世俗主义共和制是正确的伊斯兰ꎬ 在哈乃斐教法学派、 马图

里迪派影响下实行共和制是最合适的ꎮ①

第二ꎬ 谨防赛莱菲思想在土耳其宗教教学体系内的渗透ꎮ 一部分土耳其

人认为ꎬ 赛莱菲主义思想是 “外来思想”ꎬ 他们担心政府的一些行为可能会导

致 “宗教性” 的赛莱菲主义战胜 “理性” 的哈乃斐主义ꎬ 哈乃斐主义是靠科

学、 哲学和逻辑发展起来的ꎮ 穆斯塔法阿克约尔批评了一些学校的教学改

革ꎬ 他说: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ꎬ 神学院的学习内容包括了所有的伊斯兰学科

和世俗主义学科ꎬ 包括 «古兰经» 和圣训ꎬ 社会知识和哲学历史ꎮ 但是ꎬ 土

耳其高等教育委员会在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突然宣布减少哲学类的课程ꎬ 将哲学类由

‘必修课’ 转为 ‘选修课’ꎬ 同时减少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课时ꎮ 这个决定减少

了土耳其社会对哲学思想的重视ꎬ 而且将限制神学院毕业生理解世俗社会的

能力ꎬ 为他们接受 ‘瓦哈比’ 思想或赛莱菲思想提供机会ꎮ 同样ꎬ 教学模式

也重回了教法学校的体制ꎬ 即仅限于学习经注、 教法和圣训ꎬ 将引发土耳其

社会形成既狭隘又肤浅的伊斯兰思维模式ꎮ”②

第三ꎬ 关注赛莱菲主义对土耳其民主力量的消极作用ꎮ 土耳其人也担心

赛莱菲主义势力在土耳其做大ꎬ 从而出现不信仰民主的社会阶层ꎮ 他们认为

“赛莱菲主义将民主宣传为反伊斯兰的制度ꎬ 这种制度将立法权交到了人民或

代表他们意愿的议员手中ꎬ 而不是由真主掌管ꎮ 大多数人都同意颁布一个有

利于这个民族的法律ꎬ 即使这些法律会违背天性、 宗教和理性ꎬ 依赖世俗主

义ꎬ 允许饮酒、 堕胎、 高利贷等”ꎮ③

第四ꎬ 利用赛莱菲主义力量实现土耳其的政治目标ꎮ 土耳其人也认为ꎬ
正发党为实现土耳其国家发展的政治目标和地区战略目标ꎬ 应找寻更多的社

会支持力量ꎮ 因此ꎬ 他们建议政府可适当支持赛莱菲主义者开展的活动ꎮ
当然ꎬ 在土耳其ꎬ 还有一些针对土耳其政府与赛莱菲关系的反对派意见ꎮ

有些土耳其人指责总统埃尔多安 “维护逊尼派的赛莱菲组织ꎬ 反对伊斯兰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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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派的伊斯玛仪派支派的努赛里耶教派”ꎮ① 也有民族行动党政治家指责土耳

其总统有赛莱菲倾向ꎬ 因为这可以解释他与沙特保持良好关系ꎮ② 另外ꎬ 政治

反对派还指责埃尔多安向赛莱菲主义者敞开怀抱ꎬ 颁布了许多有利于赛莱菲

主义宣传的决议ꎬ 其中包括设置背诵 «古兰经» 的专门场所、 印刷出版相关

书籍、 举行许多赛莱菲主义代表参加的伊斯兰世界会议等ꎮ③

结　 语

由于世界各国对于文化多样性的理解存在偏差ꎬ 人权标准莫衷一是ꎬ 赛

莱菲主义思想在土耳其进一步发展虽具有极大的可能性ꎬ 但 “纯粹赛莱菲主

义” 若要真正进入土耳其社会阶层发挥实质性的作用ꎬ 必须要遵循土耳其现

行的法律和政治制度框架ꎮ
传播赛莱菲主义需要大量的活动来支撑ꎬ 这些活动不一定是官方的ꎮ 赛

莱菲学者和宣传者通过出版书籍、 发表演讲、 支持出版教法原版书籍并翻译

为土耳其语等方式来扩大赛莱菲主义的影响力ꎮ 例如ꎬ “异乡书局” 在毫无阻

力的情况下ꎬ 发行过数百万册伊本泰米叶的 «教法集» 和 «赛莱菲信仰简

介» 等书籍ꎮ④ 但是ꎬ 赛莱菲主义在土耳其苏菲社会发展中获得的支持ꎬ 以及

传播地域与在民众中的影响范围还十分有限ꎬ 原因有三: 第一ꎬ 赛莱菲主义

倡导的教条太过严苛ꎬ 而土耳其社会很难接受过于严苛的教条ꎻ 第二ꎬ 赛莱

菲主义对伊斯兰的解释在土耳其人民中难以得到回应ꎬ 而土耳其人一直秉持

着伊斯兰公正和多样化的理念⑤ꎻ 第三ꎬ 一些土耳其人认为遵从赛莱菲主义ꎬ
就会抛弃马图里迪派的传统ꎬ 也就是抛弃适应时代的多样化、 民主、 人权和

选举权ꎮ⑥

综上所述ꎬ 以人的主观能动和理性解读宗教的理念在土耳其社会已经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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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蒂固ꎬ 这是土耳其人的特点ꎬ 也是土耳其民主开放的重要原因ꎮ 土耳其人

认为ꎬ 赛莱菲主义只是一味地顺从ꎬ 因此在土耳其苏菲社会ꎬ 赛莱菲主义很

难有很大发展ꎮ 加之ꎬ 从 １９ 世纪初开始ꎬ 历史和心理双重维度的隔阂就已出

现ꎬ 而且这些隔阂可能会阻碍赛莱菲主义在土耳其社会的发展ꎬ “纯粹赛莱菲

主义” 在土耳其社会的传播与发展面临诸多挑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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