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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的整体和系统研究ꎬ 涉及诸多对其历史

进程具有重大影响的问题ꎬ 可归纳为七大问题: 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的

理论指导ꎻ 多元文明的流变与古代的北非史ꎻ 非洲阿拉伯国家的氏族、 部落、
部族与民族国家认同ꎻ 列强对非洲阿拉伯国家的殖民统治ꎻ 现代化运动与阿

拉伯社会主义的治国实践ꎻ 早期的伊斯兰教与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潮ꎻ
北非的政治剧变和阿拉伯国家的未来走向ꎮ 这七大问题既是一个个独立的专

题研究案例ꎬ 又是一个彼此关联、 互为作用、 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整体ꎬ 它

依据多层面的视阈和大量客观史实ꎬ 深刻反映了不同时期非洲阿拉伯各国社

会、 政治、 经济和宗教文化等领域的独特样貌及嬗变ꎬ 从根本上影响着非洲阿

拉伯国家历史演进的脉络和轨迹ꎮ 一定程度上讲ꎬ 这些问题构建了非洲阿拉伯

国家通史研究的一个大框架ꎬ 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宏观的视野和路径ꎬ 并通过多

维度的比较研究来揭示非洲阿拉伯国家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特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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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是中国世界史研究异常薄弱的领域ꎮ① ２０１０ 年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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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 (１０＆ＺＤ１１５) 的研究成果ꎮ
非洲阿拉伯国家分布在非洲北部和东北部ꎬ 包括 １０ 个国家ꎮ 这些国家均以伊斯兰教为国教ꎬ 国

民的绝大多数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ꎮ 由于各种局限ꎬ 国内世界史学界对阿拉伯国家的研究ꎬ 通常

主要聚焦于西亚和西南亚诸国ꎬ 以及北非的埃及ꎻ 从事非洲研究的学者ꎬ 则重点关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

家ꎮ 这种状况导致国内学界对非洲阿拉伯国家历史的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化ꎬ 以至于国内至今尚无一部全

面反映非洲阿拉伯国家综合性通史的著作ꎬ 同时也缺乏比较系统的非洲阿拉伯国家国别史研究的专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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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ꎬ 以北非突尼斯的 “布瓦吉吉事件” 为导火线及以埃及 “一二五” 革命

为发端ꎬ 引发西亚北非地区多个阿拉伯共和制政权相继垮台ꎬ 阿拉伯变局举

世瞩目ꎮ ２０２１ 年初ꎬ 恰逢阿拉伯变局走过十年历程ꎮ 阿拉伯变局折射出的内

生性、 突发性、 连锁性和颠覆性这四大特点出人意料ꎮ 但可以肯定的是ꎬ 它

是由阿拉伯国家多年来累积的各种内外矛盾所酿成ꎬ 从历史的维度才能对其

进行更全面的解读和反思ꎮ 鉴此ꎬ 当下学界对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显得

尤为必要和迫切ꎮ
通史研究为历史学学科建设的龙头ꎬ 它不仅是衡量学科发展的一个重要

标志ꎬ 而且也在不同侧面代表一个国家史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水平ꎮ① 通史研究

的特殊功能决定了其撰著的难度ꎬ 而就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来说尤为如此ꎮ
究其原因: 一是国内学界对非洲阿拉伯国家历史研究的积淀极为有限ꎬ 尚未

形成一种可供借鉴的比较成熟的理论和研究体系ꎻ 二是从事非洲阿拉伯国家

历史研究的资源ꎬ 特别是有关非洲阿拉伯国家古代史研究的文献史料十分匮

乏ꎮ 出现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是ꎬ 阿拉伯人大都不太重视伊斯兰教诞生

前的阿拉伯历史研究ꎬ 称之为 “贾希利亚”②ꎬ 即蒙昧时期ꎮ 这便造成阿拉伯

人有关伊斯兰教诞生前阿拉伯历史论著的稀缺ꎮ 而非洲阿拉伯国家中的一些

小国ꎬ 诸如吉布提和科摩罗等国ꎬ 更是被国内学界喻为学术 “盲区”ꎬ 关注和

探究者亦属凤毛麟角ꎮ 这就进一步加大了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的局限ꎮ
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的整体和系统研究涉及诸多问题ꎬ 一部能够比较客

观地把握和勾勒非洲阿拉伯国家历史演进脉络的撰著ꎬ 需要对其中的一些重

大问题进行审慎的梳理和辨析ꎮ

一　 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的理论指导

史学研究离不开理论指导ꎬ 理论指导也是强化历史学科学性的前提ꎮ 非

洲阿拉伯国家通史属于综合性研究ꎬ 涉及面宽广ꎬ 包括历史、 政治、 经济、
社会、 外交、 军事、 民族、 宗教、 文化教育、 妇女问题和生活习俗等诸领域ꎬ
用理论来指导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ꎮ 对于非洲阿拉伯通史研究来说ꎬ 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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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树智主编: «阿拉伯国家史»ꎬ 高等教育出版社ꎬ ２００２ 年版ꎬ 第 ３ 页ꎮ
“贾希利亚” 为阿拉伯语的音译ꎬ 阿拉伯人将伊斯兰教诞生前的时期泛称为蒙昧时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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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面临的是选择或依据何种理论来带动历史研究ꎮ １９７８ 年之前ꎬ 中国的世界

史研究先后受 “西方中心论” 和 “五种经济形态说” 的影响和制约ꎬ 特别是

“五种经济形态说” 作为苏联史学的主要模式而被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所效仿ꎮ
“苏联史学模式是一套完整的体系ꎬ 学术性很强ꎬ 中国世界史研究就是在引进

这种模式的情况下ꎬ 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的ꎮ 但是 ‘五种经济形态说’ 的缺

点也很明显ꎬ 即过分简单化ꎬ 把一部丰富多彩的人类历史过程压缩成僵硬的

发展模式ꎬ 从而否定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ꎮ”① 故此ꎬ 这一时期问世的中国世

界史研究成果不可避免地带有类似的缺憾ꎮ
１９７８ 年后ꎬ 伴随改革开放ꎬ 中国的世界史学者开始围绕史学理论和方法

论不断进行开拓性的探索ꎬ 努力构建世界史研究的新体系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

来ꎬ 中国世界史学者通过深刻反思ꎬ 并在吸纳西方新史学流派和 “全球历史

观”② 有益养分的同时ꎬ 着力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础上的理论创新ꎬ 先后

提出三种新史观: 即吴于廑先生提出的 “世界史纵横发展整体史观”ꎻ 罗荣渠

和钱乘旦教授提出的 “现代化史观”ꎻ 彭树智和马克尧先生提出的 “文明史

观”ꎮ “三大世界史观的提出是中国世界史学界 ２０ 多年来的进步和成熟的标

志ꎬ 体现了中国世界史学界与世界史学的交流和融会ꎬ 以及史学理论和方法

应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ꎮ”③

三大新史观的建构在理论上对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的路径和方向具

有指南意义ꎮ 非洲阿拉伯国家多达 １０ 个ꎬ 这些国家的国情独特而复杂ꎬ 呈现

多元的色彩ꎮ 三大新史观对世界史研究的新认知和新构架ꎬ 不仅极大地拓宽

了世界史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思路ꎬ 而且开创性地对世界史的概念进行了再界

定ꎬ 从而为世界史研究注入新的活力ꎮ 因此ꎬ 三大新史观的创新理论亦可对

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的研究提供理论上的借鉴ꎬ 并以此为杠杆ꎬ 从不同层面

和维度来探讨非洲阿拉伯国家不同时期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特点ꎬ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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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乘旦: «中国的英国史研究»ꎬ 载 «历史研究» １９９７ 年第 ５ 期ꎬ 第 １６６ 页ꎮ
“全球历史观” 兴起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ꎬ 代表人物是英国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 美国

历史学家 Ｌ Ｓ 斯塔夫里阿诺斯和威廉麦克尼尔等ꎬ 该派为适应全球一体化发展所带来的新的时代特

征ꎬ 突破西方学术界根深蒂固的 “欧洲中心论”ꎬ 主张建立一种 “将视线投射到所有的地区和时代”ꎬ
“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限”ꎬ 并从宏观的、 联系的角度考察和分析人类社会历史演变走向的方法、 观念

和理论体系ꎮ
李学勤、 王斯德主编: «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 １９７８—２００８: 历史学»ꎬ 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ꎬ ２００８ 年版ꎬ 第 ２７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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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非洲阿拉伯国家通过何种途径ꎬ 怎样由相互闭塞逐步走向开放ꎬ 由彼此分

散逐步走向联系密切ꎬ 最终发展成为整体世界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ꎮ

二　 多元文明的流变与古代的北非历史

古代北非的历史实际上就是非洲阿拉伯诸国历史的源头ꎮ 北非曾是多种

古文明汇聚、 碰撞与融合之地ꎬ 不同文明在互为杂糅和兼容并蓄过程中所凝

聚的强大能量ꎬ 不仅推动着北非和东北非的历史演进ꎬ 并使其成为人类社会

生活最早实践的地区之一ꎮ 古代北非的多种文明大致先后经历了三个发展阶

段ꎬ 每一个阶段都彰显出各自文明在古代北非历史上留下的深刻烙印ꎮ
(一) 古埃及和古波斯文明对古代北非历史的影响

埃及地处北非历史的十字路口ꎬ 它把非洲和亚洲连接起来ꎮ 埃及文明的

历史发展具有 “沉淀性” 的特点ꎬ 埃及也是多种文明层层累加而成的国家ꎮ①

埃及古文明形成于公元前 ４０００ 年左右ꎬ 古埃及人借助母权制、 传统宗教制度

和 “神授王权” 的意识形态先后建立了 ３１ 个王朝ꎬ 延续时间长达 ３ ０００ 年之

久ꎮ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ꎬ 古埃及人以其卓越的智慧创造了独特的传统文化:
象形文字、 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 卡纳克神庙、 帝王谷、 美农巨像等遗存ꎬ
以及发达的数学、 几何学、 建筑学、 天文星象学和医学等ꎬ 无不浓缩着古埃

及人为人类文明做出的伟大贡献ꎮ 因此ꎬ 一些学者称埃及是非洲历史的真正

精华ꎮ② 古埃及文明构成了古代北非历史演进的一条鲜明的主线ꎮ
古波斯人是雅利安人的后裔ꎬ 大约在公元前 ２０００ 年前期进入伊朗ꎮ③ 公

元前 ５５０ 年左右ꎬ 阿契美尼德人在伊朗高原崛起ꎬ 建立了当时版图最大ꎬ 也

是世界上第一个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古波斯帝国ꎬ 从而奠定了古波斯文明的

根基ꎮ 古波斯文明的辉煌ꎬ 在器物层面上表现为宏伟华丽的新都———波斯波

利斯、 精美的浮雕和岩雕、 连接帝国各地的被称为 “御道” 的交通网络ꎬ 以

及沟通尼罗河和红海的运河等基础设施ꎮ 同时ꎬ 它还集中体现在政治、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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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菲利普Ｃ 内勒著: «北非史»ꎬ 韩志斌等译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ꎬ ２０１３ 年版ꎬ
第 ３ 页ꎮ

[美国] 埃里克吉尔伯特、 乔纳森Ｔ 雷诺兹著: «非洲史»ꎬ 黄磷译ꎬ 海南出版社、 三环

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版ꎬ 第 ４２ 页ꎮ
[美国] 埃尔顿丹尼尔著: «伊朗史»ꎬ 李铁匠译ꎬ 东方出版中心ꎬ ２０１０ 年版ꎬ 第 ３ 页、

第 ２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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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 法律和文化等典章制度建设上ꎬ 尤其是波斯帝国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

系成为后来中东地区出现的各个帝国和王朝纷纷效仿的样本ꎮ 由于波斯帝国

长期以琐罗亚斯德教为国教ꎬ 古波斯文明又彰显出鲜明的宗教特点ꎮ 如同古

埃及一样ꎬ 其对君权神授和正统观点的强调ꎬ 深刻影响了波斯的发展ꎮ 波斯

曾一度是几乎囊括整个古代近东文明地区的奴隶制大帝国ꎬ 它吸收了多种文

明的先进性ꎬ 表现出古波斯文化的多样性和一定的包容性ꎬ 而且它超越了原

有的文明中心ꎬ 即两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成为主导文明ꎮ 所谓 “波斯帝国的

文明秩序” 就是以生产力大发展所提供的强大经济、 政治和军事力量为后盾ꎬ
并通过更大规模的对外交往建立起来的ꎮ 古波斯文明的重要价值还在于ꎬ 在

波斯帝国统治埃及大约 １３０ 多年的时间里①ꎬ 它完全打破了地域性单一文明交

往的局限ꎬ 实现了亚非两大古文明的互动性交往ꎬ 推动了古代北非历史空前

的跨越式演进ꎮ
(二) 古希腊、 迦太基和古罗马文明对北非历史的再塑造

从公元前 ３３４ 年亚历山大东征ꎬ 到公元前 ３０ 年罗马消灭托勒密王朝ꎬ 在

近 ３００ 年的时间里ꎬ 北非进入 “希腊化时代”ꎮ 希腊人创造的文明是一种综合

了古代东西方文明诸多因素后发展起来的独特的、 新型的阶段性文明ꎮ 它使

古代北非原有文明区域的语言、 文字、 风俗、 政治制度等都受到了希腊文明

的洗礼ꎮ 希腊化时期的埃及经历了辉煌和繁荣ꎬ 亚历山大城不仅是各种商业

活动的中心ꎬ 而且引领西方文明ꎬ 兴起了第一次 “科学革命”ꎮ② 太阳系的理

论、 解剖学的诞生ꎬ 以及物理学和地理学方面的诸多新成就ꎬ 如阿基米德定

律的创立、 圆周率的划分、 运用经线和纬线计算出的地球周长的近似值等ꎬ
都陆续出现于亚历山大城ꎮ 同时ꎬ 这个时期的埃及也成为北非历史上跨文化

主义的典型案例ꎬ 马其顿人的宗教信仰与埃及的宗教信仰交融在一起ꎮ 但从

根本上说ꎬ 东方文明仍是希腊化文明的根基ꎬ 正如美国著名科学史专家乔

治萨顿所说: “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ꎬ 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ꎬ
没有这些基础ꎬ 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ꎮ”③

７

①

②
③

自冈比西斯二世起ꎬ 波斯人先后在古埃及建立了两个王朝ꎬ 即第 ２７ 王朝 (公元前 ５２５ 年至公

元前 ４０４ 年) 和第 ３１ 王朝 (公元前 ３４３ 年至公元前 ３３２ 年)ꎬ 两王朝在埃及的统治共计长达 １３０ 余年ꎮ
[美国] 菲利普Ｃ 内勒著: 前引书ꎬ 第 ２４ 页ꎮ
[美国] 乔治萨顿著: «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ꎬ 陈恒六等译ꎬ 华夏出版社ꎬ １９８９ 年版ꎬ

第 ６４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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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太基是作为马格里布地区第一个文明单元出现在古代北非舞台的又一

个重要国家ꎬ 大致位于今天的突尼斯ꎮ 它是由来自地中海东南沿岸黎凡特地

区①的腓尼基人在公元前 １０００ 年左右建立的殖民地ꎮ 后来ꎬ 历经几个世纪的

发展演变ꎬ 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城市国家ꎬ 并控制着从利比亚的的黎波里塔尼

亚到利比里亚的地中海沿海和大西洋海岸线的广大地区ꎮ 腓尼基人通过不断

与操柏柏尔语的当地居民交往和通婚ꎬ 创造了一种叫作 “布匿” 的混合语言

文化②ꎮ 腓尼基移民建立的迦太基城展示了古代人强大的适应性ꎬ 而创建一个

混合了腓尼基和非洲柏柏尔人要素的 “布匿” 社会ꎬ 又说明了民族文化具有

变通性ꎮ 迦太基人主要从事海上贸易和跨越撒哈拉大沙漠的黄金和象牙交易ꎮ
及至公元前 １０００ 年的后半期ꎬ 迦太基成为覆盖西地中海大部分地区的强大贸

易帝国ꎬ 是当时的政治和农业中心之一ꎮ 有研究者评论: “作为城市国家的迦

太基试图像一个帝国那样进行统治ꎬ 并能够维持几个世纪之久在世界历史上

还是第一次ꎮ”③ 亚里士多德赞扬迦太基的 “政体”ꎬ 实际上是一个贵族寡头

制政体ꎮ 雇佣兵由柏柏尔人和伊比利亚的辅助兵补充ꎬ 构成了贵族政府的武

装力量ꎮ④

但是ꎬ 随着迦太基人在与罗马人争夺地中海西部霸权的三次布匿战争中

的败北ꎬ⑤ 迦太基古城终被罗马人夷为平地ꎮ 罗马势力迅速向北非拓展ꎬ 陆续

征服希腊化时代的埃及和柏柏尔部落ꎬ 统一了北非ꎬ 先后设阿非利加 (即突

尼斯) 和埃及两个行省ꎬ 北非的沿海地区与内陆在不同程度上又实现了所谓

的 “罗马化”ꎮ 在罗马人对北非长达近 ６ 个世纪 (公元前 １４６ 年至公元 ４３９
年) 的统治下ꎬ 北非的农业和商业得到迅猛发展ꎬ 发达的农业不断为罗马提

供大量给养ꎬ 成为帝国的粮仓ꎮ 同时ꎬ 罗马人还在北非修建了上百座城市ꎬ
这些城市大都以罗马的商业区、 竞技场、 运动场和浴室等为建筑风格ꎮ 故此ꎬ

８

①
②

③

④

⑤

黎凡特是指现今的黎巴嫩、 叙利亚、 巴勒斯坦和约旦等地ꎬ 另有 “肥沃新月带” 之称ꎮ
布匿 (Ｐｕｎｉｃ)ꎬ 即 “古迦太基的”ꎬ 是迦太基的腓尼基人和北非人混居而形成的文化和语言的

称谓ꎮ
Ｂ Ｈ Ｗａｒｍｉｎｇｔｏｎꎬ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ｆｏｒｍ Ｄｉｏｅｌｅ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Ｖａｎｄａｌ Ｃｏｎｐｕｅｓｔ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 １９６９ꎬ ｐｐ ４７ － ４８
Ｓｔｅｐｈａｎｅ Ｇｓｅｌｌꎬ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Ａｎｃｉｅｎｎｅ ｄｅ ｌ’ Ａｆｒｉｑｕｅ ｄｕ Ｎｏｒｄꎬ ８ｖｏｌｓ ４ｔｈ ｅｄꎬ Ｐａｒｉｓ: Ｌｉｂｒａｉｒｉｅ Ｈａｃｈｅｔｔｅꎬ

１９２０—１９２８ꎬ ｐ ３８９
布匿战争指古罗马和迦太基两个奴隶制国家之间为争夺地中海西部统治权而进行的著名战争ꎬ

前后共三次: 第一次 (公元前 ２６４ 年至前 ２４１ 年)ꎻ 第二次 (公元前 ２１８ 年至前 ２０１ 年)ꎻ 第三次 (公
元前 １４９ 年至前 １４６ 年)ꎮ 布匿战争的结果是迦太基被灭ꎬ 古罗马争得地中海西部的霸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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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非的罗马遗迹也是世界上现存最闻名的历史古迹ꎮ①

(三) 早期基督教在北非的扩张和影响

基督教是继犹太教之后在公元 １ 世纪发源于巴勒斯坦的第二个一神教ꎬ
具有跨文化的突出特点ꎬ 反映了希伯来人的一神论、 古埃及宗教死而复生的

永恒观念和希腊人的哲学思想ꎮ 北非、 尼罗河流域和非洲之角等地区的各民

族是世界上最早的基督教信仰者群体之一ꎮ 公元二世纪ꎬ 埃及和其他北非地

区的一些城市中已出现众多基督教团体ꎬ 而且基督教在穷人和政治上受压迫

的人中间传播得最快ꎮ 二世纪末ꎬ 非洲基督教徒在亚历山大创办的教理学

校———迪达斯卡利亚ꎬ 成为早期的基督教学术中心ꎬ 并产生了一大批对基督

教早期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神学家和理论家ꎮ
早期基督教的不同教派围绕耶稣在多大程度上是神或人这个本质问题曾

展开激烈争论ꎬ 参与争论的两个重要派别ꎬ 即阿利乌主义派②和基督一性论派

都以埃及为据点ꎮ 由于这两个派别的教义同基督教主张的圣父、 圣子、 圣灵

三位一体的正统教义相左ꎬ 先后被罗马教会和帝国宣布为 “异端” 和 “异教

徒”ꎮ 基督一性论派在公元 ４５１ 年的卡尔西顿会议上被宣布为异教徒后ꎬ 经受

住了罗马教会和帝国权力旨在取缔和摧毁其信仰所发动的进攻ꎬ 形成了埃及

新的基督一性论的科普特教派ꎮ 较之其他地区ꎬ 科普特教派改变了北非和尼

罗河流域的基督教发展轨迹ꎬ 其内部产生了一种有别于罗马天主教教会或东

正教教派所辖领地的宗教形式ꎮ③

自公元 ７ 世纪上半叶起ꎬ 基督教未能抵御另一新的一神教———诞生于阿

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向北非迅疾扩展ꎬ 最终确立其主流宗教的地位ꎮ 作为征

服者ꎬ 初创时期的伊斯兰教 “顺应现世”ꎬ 大量基督徒纷纷改宗ꎮ 同时ꎬ 阿拉

伯帝国实行伊斯兰教的低税制ꎬ 与拜占庭对北非属地的强制高税形成明显反

差ꎬ 扩大了伊斯兰教的吸引力ꎮ 与此相反ꎬ 基督教却因不同教派之间的长期

９

①
②

③

[美国] 菲利普Ｃ 内勒著: 前引书ꎬ 第 ９ 页ꎮ
阿利乌主义派 (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亦称阿里乌斯派ꎬ 是以生活在公元 ３ 世纪后期的亚历山大基督教司

铎阿利乌命名的基督教派别ꎮ 阿利乌坚持基督在各方面都与天父的本体和特性不同ꎬ 基督也与人不同ꎬ
基督没有人的灵魂ꎬ 耶稣次于天父ꎬ 是受造物ꎬ 圣灵更次于圣子和反对教会占有大量财产ꎮ 该派在公

元 ３２５ 年的尼西亚会议上被确定为 “异端” 后逐步向罗马以北地区扩张ꎻ 基督一性论 (Ｍ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ｔｅ)
派ꎬ 该派认为耶稣的神性超过人性ꎬ 耶稣并非兼有全神和全人的本性ꎬ 而是完完全全的神ꎬ 故而只有

一个本性ꎮ
[美国] 菲利普Ｃ 内勒著: 前引书ꎬ 第 ９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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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斗和分裂不断削弱着自身力量ꎬ 特别是其教义始终未能真正融入北非大多

数本地人的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中ꎬ 无法应对伊斯兰教强劲的拓展之势ꎬ 基

督教因而经历了由盛转衰的变化ꎮ 唯有科普特教派在埃及扎下根ꎬ 时至今日ꎬ
科普特教派仍是代表埃及、 埃塞俄比亚基督教团体和信仰的教派ꎮ

多种文明的汇聚、 碰撞、 融合和更替ꎬ 构成了古代北非历史流变波澜壮

阔的画卷ꎬ 并为探究北非的古代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源泉和重要线索ꎮ 它们

不仅能够弥补阿拉伯人因忽略伊斯兰教诞生前古代北非史研究所造成的文献

史料方面的缺憾ꎬ 而且启迪人们从文明交往的视阈来进一步认识和领悟不同

文明间交往的内涵、 类型、 因素、 属性、 规律和本质ꎬ 以及文明交往作为人

类社会发展的动力ꎬ 又是如何在具体的社会生产实践中ꎬ 使不同文明的交往

由低级向高级演进ꎬ 由野蛮状态向文明化升华ꎬ 尤其是如何从物质、 精神、
制度和生态等层面来实现文明交往自身的价值ꎬ 推动社会历史的进步ꎮ 简言

之ꎬ 文明交往论也是研究和解读古代北非历史的一把钥匙ꎮ

三　 非洲阿拉伯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氏族 (家族)、 部落、
部族与民族国家认同问题

　 　 非洲阿拉伯民族国家构建中的氏族 (家族)、 部落、 部族与民族国家认同

问题ꎬ 是非洲阿拉伯国家历史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难题ꎮ 氏族、 部落和部

族通常被视为民族共同体发展中的一种历史类型ꎬ 属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

政治形态ꎮ 氏族和部落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来维系其存续ꎬ 氏族是组成部落

的基本单位ꎬ 在氏族内部又组成血缘家庭ꎮ 氏族和部落观念根深蒂固ꎬ 其成

员对所属氏族和部落的忠贞是无止境、 无条件的ꎮ① 而部族已不再以血缘为纽

带ꎬ 它主要以地域为联系ꎬ 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ꎬ 并有一套适合本部族的

社会和政治制度ꎮ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将部落定义为 “一种组织完备的

社会”ꎬ 其功能和属性是: 具有一块领土和一个名称ꎬ 具有独用的方言ꎬ 对氏

族选出来的首领和酋帅有授职和罢免之权ꎬ 具有一种宗教信仰和崇拜祭礼ꎬ
有一个由酋长会议组成的最高政府ꎬ 在某种情况下有一个部落大首领ꎮ② 美国

０１

①
②

[美国] 菲利普Ｋ 希提: «阿拉伯通史»ꎬ 马坚译ꎬ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７９ 年版ꎬ 第 ２９ 页ꎮ
[美国]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 «古代社会» 上册ꎬ 杨东莼等译ꎬ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８３ 年版ꎬ

第 １０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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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人类学家约翰霍尼格曼认为ꎬ 部落是 “具有共同的领土、 共同世系

的传统、 共同的语言、 共同的文化ꎬ 以及共同的族称ꎬ 所有这一切就构成了

连接诸如村落、 群居、 区域或世系等较小集团的基础ꎮ”①

北非的部落组织主要包括两大类: 一类是由土著的柏柏尔人或是已被阿

拉伯同化的柏柏尔人组成的部落ꎻ 二是伴随伊斯兰教的兴起及对外扩张大规

模进入和分散到北非各地区的阿拉伯部落ꎮ 阿拉伯著名学者伊本赫勒敦认

为ꎬ 部落中的每一个小区域、 每一个小部分ꎬ 都属于同一个大的部落ꎬ 它们

又可分为许多小的族群和小的家族ꎬ 它比大的宗谱血统团结得更紧密、 更加

牢固ꎮ 部落的领导权就属于他们中间的核心族群ꎬ 掌握领导权的族群必须具

备优势和控制能力ꎮ② 由于历史和社会发展的局限ꎬ 非洲的多数阿拉伯国家都

是由不同的部落或部族发展而来ꎬ 这些部落或部族历史悠久ꎬ 谱系血缘关系

密切ꎬ 部落社会基础牢固ꎬ 内部结构庞杂ꎬ 社会政治影响极大ꎮ 在非洲各阿

拉伯民族国家构建中ꎬ 家族和部落因素始终是困扰其实现民族和国家认同、
确立公民意识的难以消除的障碍ꎮ 在一些国家ꎬ 家族和部落甚至扮演着决定

国家稳定、 左右国家发展方向的关键角色ꎮ
以利比亚为例ꎬ 利比亚国内有 １４０ 多个部落ꎬ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３０ 多

个ꎮ 但在国家社会、 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真正发挥主导作用的则属于三大部落

联盟: 东部地区的萨阿迪部落联盟ꎻ 中部地区的阿瓦拉德—苏莱曼部落联

盟ꎻ③ 西部和西南部地区的巴哈尔部落联盟ꎮ 在历史上ꎬ 利比亚的各家族、 部

落和部落联盟之间积怨很深ꎬ 矛盾重重ꎬ 难以形成所谓国家层面的公共权力ꎮ
因此ꎬ 以血缘关系和共同祖先凝结而成的家族和部落ꎬ 以及伊斯兰传统始终

是处理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主要方式和依据ꎬ 致使利比亚在历史上有部落无国

家ꎬ 呈现出 “碎片化” 的政治地理特征ꎮ④ １９６９ 年ꎬ 卡扎菲发动军事政变夺

取政权后ꎬ 采取一系列措施和 “革命手段”ꎬ 试图对利比亚的部落社会进行自

上而下的彻底改造ꎬ 以便打破部落藩篱ꎬ 并以国家认同取代部落意识ꎬ 强化

国家的内聚力ꎬ 但收效甚微ꎮ 根据民调ꎬ 及至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末ꎬ 利比亚民

１１

①
②

③

④

[法国] 莫戈德利埃: «部落的概念»ꎬ 沈静芳译ꎬ 载 «民族译从» １９８４ 年第 ４ 期ꎬ 第 ３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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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５ 年版ꎬ 第 １６３ ~

１６４ 页ꎮ
卡扎菲家族所属的卡扎法部落 (Ｑａｄａｒｈａ) 和利比亚最大的部落瓦拉法部落 (Ｗａｒｆａｌｌａ) 都属

于该部落联盟ꎮ
闫伟、 韩志斌: «部落政治与利比亚民族国家重构»ꎬ 载 «西亚非洲» 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ꎬ 第１１７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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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对部落的认同仍高达 ９６％ ꎬ 城市人群中对部落的认同也有 ９０％ ꎮ① 正是由

于利比亚强大的部落势力ꎬ 迫使卡扎菲在其统治利比亚近 ３０ 年后不得不改弦

易辙ꎬ 转而重新回归传统ꎬ 更加仰赖利比亚的三大部落势力来维系其统治ꎬ
直到 ２０１１ 年政权垮台ꎮ 时至今日ꎬ 政权更迭近 １０ 年后的利比亚ꎬ 依然被置

于互不统属、 一盘散沙式的部落割据态势ꎬ 由此折射出部落因素对利比亚政

局的根本性影响ꎮ
再以苏丹为例ꎬ 根据考古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ꎬ 苏丹可能是世界上最

早的人类诞生之地ꎮ 早期的人类在苏丹经历了从氏族到部落ꎬ 再到部族的发

展过程ꎮ 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ꎬ 苏丹古老的部落体制经久不衰ꎬ 并呈现多样

化的特征ꎬ 亦即以氏族部落构成的原始公社形态ꎬ 或是以主体部落与不同血

缘部落组成的酋邦ꎬ 乃至大、 小王国交替出现ꎮ 因此ꎬ 氏族部落自古以来始

终是苏丹社会的基本单元和细胞ꎮ 现今的苏丹仍有将近 ６００ 个部落ꎬ 使用不

同的 ２ ０００ 多种语言ꎮ② 苏丹的部落有南北之分ꎬ 北方主要为阿拉伯部落和非

阿拉伯部落ꎮ 两者的区别有二: 一是苏丹阿拉伯人必须以阿拉伯语为母语ꎻ
二是其祖先必须来自阿拉伯半岛ꎬ 或是具有阿拉伯的谱系关系ꎬ 或是其部落

已完全阿拉伯化ꎮ 然而ꎬ 所谓苏丹纯正的阿拉伯部落之说很可能只是一个历

史虚构ꎬ 它实际上反映了苏丹阿拉伯人对阿拉伯半岛谱系关联的强烈认同ꎮ
这与黎巴嫩出生的美籍历史学家希提的看法如出一辙: 血缘关系ꎬ 不管是虚

构的ꎬ 还是真实的ꎬ 总是维系部族组织的重要因素ꎮ③ 苏丹北方规模最大、 分

布最广的阿拉伯部落是贾阿林部落ꎬ 此外还有丹拿格拉和朱海纳部落ꎮ 苏丹

南方主要为黑人部落ꎬ 丁卡人构成了原苏丹的第二大部落ꎬ 占原苏丹全部人

口的 １０％ ④ꎬ 约 ３１０ 万⑤ꎮ 苏丹北南双方庞杂的部落结构ꎬ 使它在独立后构建

民族国家进程中屡遭挫折ꎬ 内战绵延不绝ꎬ 以至于在 ２０１１ 年苏丹北南双方分

裂ꎬ 南苏丹宣告独立ꎮ 显然ꎬ 苏丹的南北分裂同种族或部落冲突相关ꎬ 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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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一种表象ꎬ 透过表象可以发现其中更深层的原因: 一是北南双方明显存

在伊斯兰宗教文化和基督教宗教文化的差异ꎬ 特别是当彼此的穆斯林和基督

徒身份在强制性的伊斯兰化过程中被不断放大时ꎬ 必然会导致矛盾的激化ꎻ
二是苏丹土地贫瘠ꎬ 自然条件恶劣ꎬ 经济资源分配不均衡致使不同部落和部

族之间经常因争夺牧场、 水源和其他生活物资而兵戎相见ꎻ 三是苏丹北南双

方在政治权利方面不平等ꎮ 苏丹长期存在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 白人和黑

人之间的种族歧视ꎬ 阿拉伯文明被人为地凌驾于黑人文明之上ꎬ 北方隶属贾

阿林部落的阿拉伯河岸部落始终主导和控制着苏丹的政治和经济政策ꎬ① 并通

过强制推行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把持国家大权ꎬ 致使其他部落处于边缘化状

态ꎮ 家族和部落因素在苏丹民族国家构建中表现出了另一种特点ꎮ 简言之ꎬ
苏丹的家族和部落不过是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凸显各种矛盾冲突的一个载体ꎮ

家族和部落因素在非洲阿拉伯民族国家构建中的影响无疑是多元而复杂

的ꎮ 其他国家诸如摩洛哥、 毛里塔尼亚、 索马里和吉布提等国的家族和部落

组织ꎬ 也都有自身发展演变的路径和规律ꎬ 它们对各自民族国家构建的影响

自然也是不同的ꎮ 探究非洲阿拉伯国家的家族和部落问题必须把握两个维度:
一是应该厘清非洲阿拉伯诸国主要家族和部落的基本情况ꎬ 这包括家族和部

落的区域分布、 成员的构成、 生态环境和经济生产方式、 组织结构和运作机

制、 内生矛盾冲突的调节、 对外交往原则、 文化传统和习俗的维护等等ꎻ 二

是在全面认识非洲阿拉伯各国的家族和部落基本情况的基础上ꎬ 需要运用经

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来阐释和解读非洲阿拉伯各国的家族和部落

长期存续的原因ꎮ 总体来说ꎬ 非洲阿拉伯国家在获得独立和建立民族国家后ꎬ
大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现代化发展ꎬ 并对部落社会进行了相应改造ꎬ 各国的

部落呈现一定的萎缩之势ꎮ 但家族和部落依然在国家的政治、 经济和社会生

活等领域起着重要作用ꎬ 甚至是决定国家稳定的关键因素ꎮ 而关于部落意识

向国家认同的转化ꎬ 也是一个双向度的问题ꎮ 非洲阿拉伯国家滞后的社会发

展和固有的传统文化ꎬ 决定了各国根深蒂固的部落意识的转换将是一个缓慢

的渐进过程ꎮ 部落意识的弱化有赖于部落民众能够充分感受到他们在没有或

失去部落庇护的情况下ꎬ 同样能够享有更多的权益和更好的生活ꎮ 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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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阿拉伯河岸部落是指那些生活在尼罗河谷和青白尼罗河之间热带草原东、 西部的部落ꎬ 他们几乎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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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替代的前提条件ꎮ 而要实现这样的目标ꎬ 不仅仰仗各国社会和经济发展

所能提供的雄厚财力和物质基础ꎬ 同时还依靠各国政府能够有效实施各种有

利于协调部落与国家关系ꎬ 促使部落民众生成国家认同的一系列相关手段和

政策ꎮ 因此ꎬ 对上述问题的考量和辨析是探究非洲阿拉伯国家家族和部落问

题的一种新的尝试ꎮ

四　 列强对非洲阿拉伯国家的殖民统治及其影响

在近现代历史上ꎬ 非洲阿拉伯国家不论大小ꎬ 几乎都曾长期饱尝西方列

强残酷的殖民掠夺和统治ꎮ 法国率先在北非的马格里布地区建立了以阿尔及

利亚为中心的殖民统治圈ꎮ １８３０ 年ꎬ 阿尔及利亚沦为法国的殖民地ꎻ １８８１
年ꎬ 突尼斯成为法国的 “保护国”ꎻ １８８８ 年ꎬ 法国占领吉布提全境ꎬ 并于

１８９６ 年在吉布提建立 “法属索马里” 殖民政权①ꎻ １９１２ 年ꎬ 摩洛哥沦为法国

的 “保护国”ꎬ 同年科摩罗四岛也成为法国的殖民地ꎻ １９２０ 年ꎬ 毛里塔尼亚

成为 “法属西非洲” 管辖的领地ꎮ 英国紧步法国的后尘ꎬ 它在奥拉比领导的

埃及反英起义失败后ꎬ 于 １８８２ 年占领埃及ꎬ 并将其变为 “保护国”ꎻ １８９９ 年ꎬ
在英国操纵下ꎬ 苏丹成为英国和埃及的共管国ꎻ １８８７ 年ꎬ 英国将索马里北部

地区作为它的 “保护地”ꎬ 并于 １９４１ 年控制整个索马里ꎮ １９１２ 年ꎬ 意大利在

意土战争后将利比亚变为它的殖民地ꎻ １９２５ 年ꎬ 意大利在索马里南部建立

“意属索马里”ꎻ １９４３ 年ꎬ 英国取代意大利ꎬ 占领利比亚南、 北两地区ꎻ 西班

牙在列强瓜分北非殖民地的浪潮中也分羹一杯ꎮ １９１２ 年ꎬ 摩洛哥沦为法国的

“保护国” 后ꎬ 西班牙旋即与法国签订 «马德里条约»ꎬ 摩洛哥北部地带和南

部伊夫尼等地划归西班牙的 “保护地”ꎮ 至此ꎬ 非洲阿拉伯诸国陆续被西方列

强纳入各自的殖民体系中ꎮ
马克思在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一文中评价英国在印度的殖

民统治时指出: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ꎮ 一是破坏性的使命ꎬ 即消灭

旧的亚洲式的社会ꎻ 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ꎬ 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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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历史上ꎬ 吉布提和索马里同属一个文化圈ꎮ 法国于 １８５０ 年前后入侵吉布提ꎬ １８８５ 年法国同

吉布提地区的酋长们签订条约ꎬ 确认法国在吉布提的统治地位ꎮ １８８８ 年法国又同英国达成协定ꎬ 两国

以吉布提和泽拉之间的中线划分势力范围ꎬ 吉布提一侧为 “法属索马里”ꎬ 泽拉一侧为 “英属索马

里”ꎬ １８９６ 年法国在吉布提正式建立 “法属索马里” 殖民政府ꎮ



关于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物质基础ꎮ”① 但是ꎬ 以法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非洲阿拉伯国家的长期统治只

是完成了其破坏性的使命ꎬ 即各国原有的传统社会经济结构在西方势力的冲

击下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ꎻ 而殖民者要完成的建设性使命则成了虚幻之梦ꎮ
以阿尔及利亚为例ꎬ 马克思在马柯瓦列夫斯基所著的 «公社土地占有

制» 一书摘要中揭露ꎬ 自 １８３０ 年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后ꎬ 法国的殖民统治

“手段有时会改变ꎬ 目的始终是一个: 消灭土著的集体财产ꎬ 并将其变为自由

买卖的对象ꎬ 从而使这种财产易于最终转到法国殖民者手中ꎮ”② 恩格斯撰写

的 «阿尔及利亚» 一文ꎬ 也对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进行了针针见血

的深刻描述: “从法国人最初占领阿尔及利亚的时候起到现在ꎬ 这个不幸的国

家一直是不断屠杀、 掠夺和使用暴力的场所ꎮ 征服每一座大城市或小城市ꎬ
每一寸土地都要付出巨大的牺牲ꎮ 把独立视为珍宝ꎬ 把对外族统治的仇恨置

于生命之上的阿拉伯和卡拜尔部落ꎬ 在残暴的袭击下被镇压ꎬ 他们的住宅和

财产被焚毁和破坏ꎬ 他们的庄稼被践踏ꎬ 而幸存的受难的人不是遭到屠杀ꎬ
就是遭到各种奸淫和暴行的惨祸ꎮ”③

利比亚被形象地喻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联合国 “制造” 出来的一个国

家ꎮ 实际上ꎬ 这也是域外大国之间相互博弈、 各自谋求在利比亚权益的一种

妥协的产物ꎮ 美国驻利比亚首任大使亨利赛拉诺维拉德 (Ｈｅｎｒｙ Ｓｅｒｒａｎｏ
Ｖｉｌｌａｒｄ) 曾指出ꎬ 利比亚的历史基本上是征服与占领交替更迭的历史ꎮ④ 据统

计ꎬ １９１２ 年利比亚被征服后ꎬ 在意大利殖民统治的 ３０ 年间ꎬ 大约有 １１ 万利

比亚人被关押在集中营ꎬ ４ 万人死于疾病、 虐待或饥馑ꎮ 最新的利比亚解密档

案显示ꎬ 意大利殖民者处死的囚禁者多达 ７ 万人ꎻ⑤ 而本土人口则从 １９０７ 年

的 １４０ 万降至 １９３３ 年的 ８２ ５ 万人ꎮ⑥

西方列强长期的殖民统治造成非洲阿拉伯国家的贫穷和落后ꎬ 社会发展

异常缓慢ꎮ 同时ꎬ 被置于殖民体系中的非洲阿拉伯国家不得不在屈从或服务

于各宗主国殖民权益的前提下ꎬ 实施自身的政治、 经济、 外交和文化政策等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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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使这些政策普遍带有明显的殖民依附色彩ꎮ 例如ꎬ 科摩罗的许多现代政治

和法律制度就源于殖民时代ꎬ 一位科摩罗律师比喻: “科摩罗国家是从法国复

制而来的ꎬ 它是复印件ꎮ”① 又如ꎬ 吉布提独立后ꎬ 法国在此长期驻扎 ４ ０００
人的军队ꎬ② 并宣称为吉布提提供所谓的 “安全保障”ꎮ

此外ꎬ 西方列强对非洲阿拉伯国家实施的殖民手段和方式ꎬ 也因对象国

不同而有所区别ꎬ 对于那些战略和经济利益重大的国家ꎬ 通常采取直接统治

的方式ꎻ 对于那些小国或经济权益有限的国家ꎬ 他们往往通过挑选代理人ꎬ
诸如当地的封建主和有名望的部落酋长、 首领等实行间接统治ꎮ 非洲阿拉伯

国家对于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一直进行着顽强抗争ꎬ 但各国谋求独立和解放

的途径ꎬ 则因国情不同和殖民者统治方式的差异而呈现反差ꎮ 一般来说ꎬ 在

那些殖民统治最残酷的国家ꎬ 民众浴血反抗的斗争就更加激烈ꎮ 阿尔及利亚

是一个最典型的案例ꎮ 阿尔及利亚人自 １９５４ 年在奥雷斯山区打响武装斗争的

第一枪后ꎬ 经过 ７ 年艰苦卓绝的反法解放战争ꎬ 最终粉碎了法国强加于阿尔

及利亚人长达 １３２ 年之久的殖民枷锁ꎬ 于 １９６２ 年赢得独立ꎮ 科摩罗、 吉布提

和毛里塔尼亚这些小国基于自身的局限ꎬ 以及它们同前宗主国法国的无法割

断的各种联系ꎬ 因而选择了非暴力的和平方式走向独立ꎮ 利比亚历来是大国

逐鹿争雄之地ꎬ 它的建国彰显了大国在联合国舞台上折冲樽俎、 不甘舍弃已

有权益的博弈ꎮ 故此ꎬ 西方列强在非洲阿拉伯国家的殖民史是非洲阿拉伯国

家近现代史的重要研究内容ꎮ 殖民统治对各国历史进程所衍生的各种关键问

题及影响ꎬ 都需要依据可靠的史料做出尽可能符合客观事实的更深层次的再

分析和全新的解读ꎮ

五　 现代化运动与阿拉伯社会主义的治国实践

现代化源于西欧ꎬ 是伴随近代工业革命所聚集的强大内动力所兴起的ꎮ
二战结束后ꎬ 作为新生的现代民族独立国家ꎬ 非洲阿拉伯国家在战后世界现

代化浪潮的冲击和驱动下ꎬ 陆续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ꎮ 外源性和后发型是非

洲阿拉伯国家推进现代化的基本特点ꎮ 非洲阿拉伯国家启动现代化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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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结构、 资源禀赋、 社会基础和价值取向等完全不同于西方ꎬ 由此决定了

它们不可能照搬西方模式ꎮ
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和演进的最复杂的过程ꎮ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实践ꎬ

按经济形态来区分ꎬ 大致可归纳为三大类: 即资本主义类型、 社会主义类型、
混合类型ꎬ 而每一种类型都有多种发展模式ꎮ① 但任何一种发展模式都要适应

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ꎬ 符合本国的具体国情ꎮ 非洲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总

体上都属于混合类型ꎬ 是一种尚未定型的现代化选择ꎮ 它兼采资本主义现代

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两种模型的不同特色ꎬ 是将两大对立模型合成而产生的

一种中间发展形式ꎬ 在本质上是一种边缘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ꎮ②

阿拉伯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堪称战后多数非洲阿拉伯国家推进现代化的

一种主流ꎮ 这一现象的出现同战后西亚北非地区盛行的阿拉伯社会主义思潮

密切相关ꎮ 阿拉伯社会主义主要由阿拉伯民族主义、 伊斯兰传统和科学社会

主义的个别原理所构成ꎬ 是一种带有浓厚阿拉伯—伊斯兰特色的社会思潮ꎮ
非洲阿拉伯国家的所谓社会主义主张ꎬ 名目繁多ꎬ 形式不一ꎮ 其中包括: 埃

及的纳赛尔主义、 阿尔及利亚的自管社会主义、 突尼斯的宪政社会主义、 利

比亚的伊斯兰社会主义ꎬ 以及索马里西亚德总统自封的 “科学社会主义”
等ꎮ③ 阿拉伯社会主义有几个共同点: 一是把社会主义等同于伊斯兰教的教义

精神ꎬ 认为伊斯兰教是社会主义原则的渊源ꎻ 二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发展

经济和振兴民族ꎬ 进而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纲领和手段ꎻ 三是拒绝科学社会主

义ꎬ 明确反对无神论ꎬ 强调以伊斯兰教信仰为基础ꎬ 尊重民族和宗教文化传

统ꎬ 主张阶级合作和私有制的永恒性ꎮ④ 纳赛尔就曾表示ꎬ 他的阿拉伯社会主

义与马克思主义存在根本性差异ꎬ 并且具体表现在五方面ꎮ⑤ 这便昭示了阿拉

伯社会主义的特殊属性ꎮ
阿拉伯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多数非洲阿拉伯国家选择的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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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荣渠著: «现代化新论»ꎬ 北京大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３ 年版ꎬ 第 １５０ 页ꎮ
[埃及] 萨米尔阿明: «不平等的发展»ꎬ 高銛译ꎬ 商务印书馆ꎬ １９９０ 年版ꎬ 第 １６９ 页ꎮ
索马里总统西亚德巴雷自称奉行 “科学社会主义”ꎬ 但从不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ꎮ

他宣称其 “科学社会主义” 是与伊斯兰教 “和谐一致” 的ꎬ “伊斯兰教义中有社会主义的基础”ꎮ 参

见唐大盾等著: «非洲社会主义: 历史理论实践»ꎬ 世界知识出版社ꎬ １９８８ 年版ꎬ 第 ３７ 页ꎮ
黄心川主编: «世界十大宗教»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ꎬ ２００７ 年版ꎬ 第 ３１０ ~ ３１１ 页ꎮ
１９６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纳赛尔在全国人民力量代表大会上的发言ꎬ 载 [埃及] «金字塔报» １９６２ 年

５ 月 ３１ 日ꎬ 转引自唐大盾等主编: «非洲社会主义新论»ꎬ 教育科学出版社ꎬ １９９４ 年版ꎬ 第 ９６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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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ꎬ 一方面是由于非洲阿拉伯国家深受殖民主义之害ꎬ 导致其本能地排斥

西方发展模式ꎮ 亦如研究者所言ꎬ 当资本主义与殖民国家和剥削特权联系在

一起后ꎬ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相反的意识形态ꎬ 在非洲无疑成为普遍的诉求ꎮ①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到 ７０ 年代中期ꎬ 阿拉伯社会主义在多数非洲阿拉伯国

家的实践ꎬ 确实取得了一些不容否认的成效ꎮ 一些数据也可说明这一点ꎮ 例

如ꎬ 埃及的工业产值从 １９５２ 年的 ３ １４ 亿埃镑增加到 １９７９ 年的 ６１ ６ 亿埃镑ꎬ
增长了 １９ 倍多ꎮ 同一时期ꎬ 农业产值由 ３ ８７ 亿埃镑提高到 ３６ ６ 亿埃镑ꎬ 增

长了 ９ ４６ 倍ꎮ② 阿尔及利亚在１９６７ ~ １９７８年国民经济保持年均 ７ ２％ 的增长

率ꎬ 十多年间人均国民收入从 ３７５ 美元增至 ８３０ 美元ꎮ③ 突尼斯经过十年的建

设ꎬ 基本形成自身的民族工业体系ꎬ 国有企业从 １９６０ 年的不足 ２５ 家发展到

１９７０ 年的 １８５ 家ꎬ 国有经济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从 １ ８％上升到 ３３ ７％ ꎮ④

然而ꎬ 由于内外和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局限ꎬ 非洲阿拉伯国家在现代化进

程中遭遇的挫折与失败远大于成功ꎬ 是一种不成功的现代化尝试ꎮ 它们面临

一系列难题: 诸如政治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ꎻ 经济发展对外的严重依赖

性ꎻ 生产结构的单一性与脆弱性ꎻ 社会经济的二元性与对立性ꎻ 工业分布的

条块性与不均衡性ꎻ 过度城市化和人口增长失控ꎻ 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等ꎮ 这

些问题使非洲阿拉伯国家在全球化时代难以摆脱被边缘化的命运ꎮ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以后ꎬ 以阿拉伯社会主义为主导的非洲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实践ꎬ
无不经历了趋于衰势的变化ꎮ ８０ 年代末期ꎬ 伴随东欧剧变和苏联的解体ꎬ 有

关阿拉伯社会主义的议题在多数非洲阿拉伯国家逐渐成为一种历史记忆ꎮ 从

反思的角度看ꎬ 理性处理宗教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仍是非洲阿拉伯国家在现

代化实践中不能回避的课题ꎮ 宗教地域特征和传统文化使非洲阿拉伯国家的

现代化之路充满了 “悖论”ꎮ 由于近代以来伊斯兰世界尚未真正出现比较彻底

的宗教改革运动ꎬ 未能在人的解放和价值取向等问题上实现跨越性的突破ꎬ
伊斯兰世界在近代的各种社会改革基本上都没有超出改良范畴ꎬ 其主轴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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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捍卫伊斯兰教传统价值观和巩固当权者的统治为目标ꎮ 它们触及的仅仅是

应对外来挑战的表象问题ꎬ 而回避对其政治和思想体系的批判性内省与更新ꎬ
从而制约着各国的文明演进和现代化进程ꎮ

阿拉伯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民族主义思潮在战后的非洲阿拉伯国家盛行 ２０
年之久ꎬ 它是独立后的非洲阿拉伯各国选择的一种现代化模式和社会制度ꎮ
因此ꎬ 其核心仍是国家定位和发展道路的问题ꎬ 也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和理论价值的问题ꎮ 学界对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探索ꎬ 将有助于充实和丰

富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落后国家发展道路选择的相关理论ꎮ

六　 早期的伊斯兰教与当代非洲阿拉伯国家的伊斯兰潮

恩格斯在 «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 一文中指出ꎬ “伊斯兰这种宗教是适合

东方人的ꎬ 特别是适合于阿拉伯人的”ꎮ① 早期伊斯兰教在非洲的传播肇始于

第二任哈里发时期穆斯林军队于公元 ６３９ 到 ６４２ 年对埃及的征服ꎮ 非洲本土

人最早的伊斯兰教皈依者大多为社会的上层ꎬ 其中又以统治者和成功的商人

最愿意改信伊斯兰教ꎬ 穷人和乡村居民的改宗要晚得多ꎮ 故此ꎬ 早期的伊斯

兰教在非洲被称为 “宫廷和商业宗教”ꎬ② 这一宗教首先在政界及商界权势人

物中传播开来ꎮ 后来ꎬ 埃及人纷纷皈依伊斯兰教ꎮ 同时ꎬ 新的伊斯兰政府容

许的宗教自由也比拜占庭要多ꎮ 科普特基督教徒直到 １１ 世纪依然占埃及人口

的大多数ꎬ 便是一个颇具说服力的佐证ꎮ
在伊斯兰教创立初期ꎬ 北非实际上也是那些发现自己与中央伊斯兰国家

日益强大的逊尼派正统观念不合的穆斯林的庇护所ꎮ③ 伊斯兰教初期的两个重

要少数派教派———什叶派和哈瓦利吉派④都在北非找到了避难地ꎮ 哈瓦利吉派

落脚于北撒哈拉沙漠中的小绿洲ꎬ 他们同土著柏柏尔人建立了比较亲密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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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瓦利吉派 (Ｋｈａｗāｒｉｄｊ) 伊斯兰教早期派别之一ꎮ 哈瓦利吉意为 “出走者”ꎬ ６５７ 年隋芬之战

期间ꎬ 穆阿维叶在面临失败时提出 “以 «古兰经» 裁判” 的停战要求ꎮ 当时阿里营垒内分为主战和主

和两派ꎬ 阿里倾向和解ꎬ 遂接受穆阿维叶的要求ꎬ 引起主战派的极端不满ꎬ 约有 １２ ０００ 人离开阿里的

队伍出走ꎬ 组成哈瓦利吉派ꎮ 此外ꎬ 该派认为哈里发应由穆斯林公选ꎬ 当选者不应只限于古莱什人ꎮ
同时主张在所有穆斯林中共同分配土地和战利品ꎬ 故又称军事民主派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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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ꎮ 什叶派在北非的势力和影响更大ꎮ 公元 ９０９ 年ꎬ 什叶派首领奥贝德拉在

突尼斯以先知穆罕默德之女法蒂玛的苗裔自居ꎬ 被拥戴为哈里发ꎬ 建立法蒂

玛王朝ꎬ 这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的第一个王朝ꎮ 国都为马赫迪亚①ꎮ 随后ꎬ 法蒂

玛王朝征服摩洛哥ꎬ 进而占领整个马格里布地区ꎬ ９６９ 年攻占阿拉伯帝国统治

下的埃及ꎬ ９７３ 年迁都开罗ꎬ 实施了长达 ２００ 余年的统治ꎬ 直到 １１７１ 年被推

翻ꎮ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初期ꎬ 在北非的一个共同现象是: 无论是基督教的

少数派阿里乌斯派和一性论派ꎬ 还是伊斯兰教的少数派什叶派和哈瓦利吉派ꎬ
都把北非作为大本营ꎬ 或是作为庇护地ꎬ 这一现象的历史蕴含令人深思ꎮ 或

许正因为如此ꎬ 近代以来北非阿拉伯诸国出现的各种伊斯兰复兴思潮或运动ꎬ
都按照其自身的逻辑发展ꎮ 就地缘政治来说ꎬ 它不像西亚阿拉伯国家那样ꎬ
处于中东各种矛盾的漩涡中ꎬ 因而受外部影响相对较少ꎮ 就对外交往来看ꎬ
北非诸国毗邻欧洲ꎬ 在历史上多为法、 英等国的殖民地ꎬ 与西方有密切联系ꎬ
故此对东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差异的体验也比西亚阿拉伯国家更深刻ꎮ 这些因

素凝聚了北非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多元化色彩ꎮ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的北非伊斯兰复兴运动主要在埃及、 苏丹和阿尔及利

亚等国形成几个中心ꎮ 一般来说ꎬ 北非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主调趋

于温和与理性ꎮ 这里并不否认在某些特定时空下出现的极端倾向ꎮ 以埃及为

例ꎬ 由哈桑班纳于 １９２８ 年组建的穆斯林兄弟会 (以下简称 “穆兄会”) 是

埃及最大的民间伊斯兰组织ꎬ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虽然穆兄会分裂出一些激进组

织ꎬ 包括 “赎罪与迁徙组织” 和 “圣战组织” 等ꎮ 但总体上看ꎬ 埃及历届政

府基本能够掌控来自宗教势力的挑战ꎮ 纳赛尔时期ꎬ 埃及政府与穆兄会的关

系在合作、 利用和打压中轮换ꎮ 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ꎬ 穆兄会基本放弃暴

力手段ꎬ 转而采取和平、 合法和半合法的斗争策略ꎮ 穆兄会中占主导的温和

派强调ꎬ 以和平和渐进的方式实现伊斯兰化ꎬ 以理性和现代的角度看待伊斯

兰法和伊斯兰政府的功能ꎮ② 由此ꎬ 政府与穆兄会之间形成了容忍、 妥协、 限

制和反限制关系的动态性变化ꎬ 从而维持着埃及社会的稳定ꎮ
苏丹的哈桑图拉比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苏丹最有影响力的宗教政治思想

０２

①

②

法蒂玛王朝最初建都拉卡达ꎬ 即今突尼斯的凯鲁万ꎬ 后于 ９２０ 年迁都马赫迪亚ꎬ 位于凯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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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ꎬ 有 “非洲霍梅尼” 之称ꎮ 图拉比同 １９８９ 年发动军事政变掌权的巴希尔合

作ꎬ 在苏丹建立了伊斯兰政权ꎮ 图拉比主张实行政教合一ꎬ 全面实现社会生

活的伊斯兰化ꎬ 并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在苏丹实施所谓的 “伊斯兰试验”ꎮ 图拉

比认为ꎬ 他的伊斯兰试验是 “建立在人民价值观基础之上ꎬ 由知识分子引导ꎬ
动用宗教资源促进不发达国家发展的新尝试ꎮ”① 他还认为ꎬ 伊斯兰复兴最理

想的情况是在没有内部压制和外部干涉的形势下通过和平、 渐进的方式发

展ꎮ② 因而ꎬ 一方面ꎬ 他反对暴力ꎬ 强调伊斯兰教的温和与宽容ꎬ 认同与时俱

进的宗教改革ꎬ 倡导妇女解放和提高妇女地位等ꎮ 这些都体现了图拉比伊斯

兰试验的温和性ꎮ 另一方面ꎬ 图拉比的伊斯兰试验始终被限定在其合作者世

俗的苏丹总统巴希尔设定的轨道内ꎬ 巴希尔决不允许图拉比的宗教权势凌驾

于其权力之上ꎮ 事实上ꎬ 代表国家政权的巴希尔与代表伊斯兰势力的图拉比

的政教结合ꎬ 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权力借重和彼此利用的关系ꎮ 在苏丹这种多

部族多宗教的复杂的政治环境下ꎬ 教权显然无法与世俗政权相抗衡ꎮ
阿尔及利亚是北非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另一个类型ꎬ 体现了阿尔及利亚宗

教政治化和政治暴力化的双重特点ꎮ １９８９ 年诞生的阿尔及利亚 “伊斯兰拯救

阵线” (以下简称 “伊阵”) 是阿尔及利亚最具影响力的伊斯兰复兴组织ꎬ 其

主要领导人阿巴斯迈达尼是一个拥有英国教育学博士学位的大学教授ꎬ 另

一个是清真寺的伊玛目阿里贝尔哈吉ꎮ 实际上ꎬ 他们分别代表着阿尔及利

亚伊斯兰复兴运动中的温和派与激进派两大势力ꎮ 尽管存在思想意识上的分

歧ꎬ 但这并未成为双方合作的障碍ꎬ 有研究者将他们对外发出的不同声音形

象地喻为 “双头性领导” 下的 “多声部合唱”ꎮ③ 两人迥然不同的风格相得益

彰ꎬ 吸引了大批不满的阿尔及利亚人ꎮ④ 伊阵主张维护穆斯林共同体的统一ꎬ
捍卫伊斯兰历史和文化遗产ꎮ⑤ 其最高目标是通过和平斗争的策略ꎬ 实现阿尔

及利亚的伊斯兰化ꎮ 但是ꎬ 军队作为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胜利者的象征ꎬ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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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伊斯兰势力改变国家的世俗发展方向ꎮ 当伊阵通过市政和议会选举即

将掌控国家政权时ꎬ 军队毫不犹豫地予以干涉ꎬ 终止了其迈向权力舞台的步

伐ꎮ 而伊阵内部和政府内部对事态的不同认知ꎬ 最终酿成了一个分裂的政府

与一个分裂的伊斯兰反对派之间对抗的危机ꎮ① 据统计ꎬ 在随后的 ４ 年多时间

里ꎬ 暴力冲突和派别残杀此消彼长ꎬ 约有 ６ 万平民和军人死亡ꎮ② 阿尔及利亚

被打上了暴力政治的特有符号ꎮ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 １９９５ 年 １１ 月泽鲁阿勒

赢得阿尔及利亚历史上首次自由选举的胜利ꎬ 由此证明了阿尔及利亚人最终

抛弃了困扰国家政治的宗教和世俗极端主义ꎮ③

从北非三国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来看ꎬ 尽管其目标和行动手段有相似之处ꎬ 但

三国互不统属ꎬ 几乎不存在彼此的协调和支持ꎮ 这种状态表明北非伊斯兰复兴运

动的分散性和多样性ꎬ 因而外溢影响有限ꎮ 同时ꎬ 它也揭示了北非宗教复兴运动

所聚集的能量和张力ꎬ 无论是在同世俗政权合作还是在抗衡方面ꎬ 都不足以占上

风的总趋势ꎬ 更无法改变世俗政权主导国家政治秩序和发展方向这一历史事实ꎮ

七　 政治剧变和北非阿拉伯国家的未来走向

北非是 ２０１０ 年底 ２０１１ 年初阿拉伯政治剧变的发源地ꎬ 三个阿拉伯共和

制政权先后垮台ꎬ 从而诱发了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震荡ꎮ 此次政治剧变的根源

在于ꎬ 阿拉伯威权主义政权在政治上的极度僵化和现代化发展的 “错位”ꎬ 以

至于它们无法满足阿拉伯民众对民生、 民主、 民权的期盼ꎮ 换言之ꎬ 阿拉伯

变局实际上也是阿拉伯民众谋求重新选择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一种抗争ꎮ
然而ꎬ 旧政权的垮台并不意味着新制度的建立ꎮ 早在政治剧变之初ꎬ 巴

林思想家贾比尔安莎里在一篇文章中就写道: “一层厚厚的浪漫主义之膜ꎬ
正裹绕阿拉伯国家当前的变革要求ꎮ 这种情形ꎬ 我们这一代人也曾经历过ꎬ
我们曾经梦想过统一、 自由和社会主义ꎬ 但我们等来的却是专制ꎬ 它带给我

们的只有挫败和失望ꎮ”④ 另一位阿拉伯政治家指出ꎬ 变革不应止于改变统治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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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ꎬ 而应致力于改变社会ꎬ 即改变社会的经济、 文化基础ꎬ 问题是: 如何让

变革从表面及于纵深ꎬ 从形式过渡到实质?① 这些担忧和发问似乎已预感到阿

拉伯变局前景的迷惘ꎮ 而后来阿拉伯变局的走向也印证了这一点: 埃及经历

了翻烧饼式的政权 “轮回”ꎬ 从穆巴拉克的垮台ꎬ 到穆兄会的穆尔西在权力之

巅的昙花一现ꎬ 再到穆尔西被军人政权所取代ꎬ 民主政治似乎离埃及依然遥

远ꎻ 卡扎菲之后的利比亚陷入四分五裂的武装割据状态ꎬ 各派系之间的混战

绵延不绝ꎬ 新的政治秩序的重建渺无音讯ꎻ 唯有突尼斯的局势让人看到了一

缕 “阿拉伯世界微弱的曙光”ꎮ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ꎬ 突尼斯诞生首位民选总统ꎬ 国

内局势趋于相对稳定ꎬ 但突尼斯的腐败之风并未得到有效遏制ꎮ 根据国际组

织提供的数据ꎬ ２０１０ 年突尼斯在 “透明国际” 清廉指数中位列 １７８ 个国家的

第 ５９ 位ꎬ ２０１６ 年则在 １７６ 个国家中名列第 ７５ 位ꎮ② 因此ꎬ 突尼斯的社会改造

和政治变革任重道远ꎮ
与此同时ꎬ 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生态因政治剧变而发生明显变化ꎬ 一些地

区和国家出现权力 “真空”ꎮ 为抢占地盘和扩张势力ꎬ 不同派系之间的恶斗持

续升温ꎮ 北非马格里布地区和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均是恐怖主义的渊薮ꎮ 利比

亚境内的恐怖活动日甚一日ꎬ 它们所释放的破坏力对近邻突尼斯的稳定构成

威胁ꎻ 索马里青年党作为东非臭名昭著的恐怖主义组织ꎬ 它在阿拉伯政治剧

变后进一步扩大活动领域ꎬ 频繁制造一系列暗杀和暴恐事件ꎬ 破坏索马里和

平进程与民权社会ꎮ 同时ꎬ 索马里猖獗的海盗劫持活动ꎬ③ 也在严重干扰着国

际水道的航行安全和各国间的经贸交往ꎮ
阿拉伯政治剧变距今已有十年ꎬ 反观非洲阿拉伯诸国的社会、 政治、 经

济和意识形态的现状ꎬ 多数国家仍在过去的老路上徘徊不前ꎬ 尚未在新的探

索中取得突破性进展ꎬ 也没有找到能够理性化解长期困扰国家的社会、 经济

和族群割裂问题的有效策略ꎮ 非洲阿拉伯国家的发展和创新之路如此之艰难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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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从两个层面来解析: 一是缘于自身的局限ꎮ 多数非洲阿拉伯国家实际上都

没有真正经受过现代大工业血与火的洗礼ꎬ 迄今还不能形成一个能够体现或

代表先进生产力ꎬ 并能领导和得到民众广泛支持的社会阶层ꎮ 这表明非洲阿

拉伯国家仍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ꎮ 二是基于非

洲阿拉伯国家固有的宗教地域特点ꎮ 宗教被人为地承载了过多的非宗教因素ꎬ
因而需要不断理顺信仰与理性、 宗教与世俗、 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等方面的

关系ꎬ 并且必须防止伊斯兰教义被随意曲解和 “工具化”ꎬ 从而挑起宗教狂

潮ꎬ 使国家的正常发展迷失方向ꎮ “伊斯兰社会民主演进的障碍不仅是政治层

面的ꎬ 而且在根本上还与价值观念有关ꎮ 因此ꎬ 要建立相对性、 多元化的民

主理性ꎬ 就必须撼动神学与教法的基本结构ꎮ”① 由此可见ꎬ 实现与时俱进的

宗教变革和激活人的创造力ꎬ 将是非洲阿拉伯国家长期和不可懈怠的使命ꎮ

八　 结语

如前所述ꎬ 非洲阿拉伯国家多达十个ꎬ 各国国情独特而复杂ꎬ 呈现纷繁

和多元的色彩ꎮ 但非洲阿拉伯国家同样存在共性ꎬ 在历史演进中面临的许多

问题也是相同的ꎮ 按照传统观点ꎬ 对于国别通史的研究ꎬ 通常的聚焦点大多

是诸如政治制度、 经济模式、 社会结构等这些显性要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

演化ꎮ 毋庸置疑ꎬ 这些要素是通史研究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ꎮ 但笔者并不仅

仅拘泥于这些显性要素ꎬ 而是审慎地选择更贴近客观社会现实ꎬ 且能折射事

物本质的七大问题来解析非洲阿拉伯国家的历史发展ꎮ 这实际上是力图从一

个不同的新视角ꎬ 来探讨非洲阿拉伯国家综合性通史的一种尝试ꎮ 而这种尝

试完全取决于非洲阿拉伯国家固有的独特国情ꎬ 也是非洲阿拉伯国家历史进

程中必须直面的重大议题ꎮ 它有利于突破惯性思维的窠臼或定式ꎬ 从更深层

次认知非洲阿拉伯国家的变迁ꎮ 上述七大问题既是一个个独立的专题研究案

例ꎬ 又是一个彼此关联、 互为作用、 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整体ꎬ 它依据多层

面的视阈和大量客观史实ꎬ 深刻反映了不同时期非洲阿拉伯各国社会、 政治、
经济和宗教文化等领域的独特样貌及嬗变ꎬ 并从根本上影响着非洲阿拉伯国

４２

① 本阿舒尔: «民主派和神学派的政治活动»ꎬ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联合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４ 日ꎮ 转引自马晓霖主编: 前引书ꎬ 第 ４３８ 页ꎮ



关于非洲阿拉伯国家通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家历史演进的脉络和轨迹ꎮ 从一定意义上讲ꎬ 它们构建了非洲阿拉伯国家通

史研究的一个大框架ꎬ 同时也提供了一种宏观的视野和路径ꎬ 以便在纵横维

度的比较研究中揭示非洲阿拉伯国家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特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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