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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阿拉伯伊斯兰价值观可以从信仰和生活两个层面加以考察。 在

信仰层面，“认主独一”是阿拉伯伊斯兰价值观的信仰核心，“代治人间”和

“两世兼顾”蕴含着深刻且积极的思想内涵。 在生活层面，伊斯兰教倡导穆

斯林追求美德，遵循中正、求知、仁爱、平等、公平、宽容、诚信、和谐等价值

观。 阿拉伯伊斯兰价值观是一个复杂、多元的体系，其中既包含优良传统

和可贵品质，同时也存在某些制约社会进步的弊端。 因此，阿拉伯伊斯兰

国家和社会应该通过重估、扬弃、吸纳等手段，实现阿拉伯伊斯兰价值观在

当代的重建与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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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民族是有着灿烂文明史的古老民族。 公元 ７ 世纪，先知穆罕默德开始在

阿拉伯半岛传播伊斯兰教。 此后，阿拉伯人以惊人的速度向外扩张，建立了幅员辽

阔的阿拉伯帝国。 在帝国疆域确定后的数百年间，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迎来了黄金时

期，阿拉伯人及各地穆斯林在创造辉煌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构建了以伊斯兰教为主

体的精神文明。 阿拉伯伊斯兰价值观是这一精神文明成就的重要成分，它以伊斯兰

教根本经典《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行录“圣训”为主要来源，在一千多年的历

史实践中得到丰富和发展。 这些价值观独具特色，影响深远，千百年来一直塑造着

阿拉伯伊斯兰民族的精神世界，也规范着阿拉伯穆斯林的伦理道德。

一、 认主独一： 阿拉伯伊斯兰价值观的信仰核心

阿拉伯伊斯兰价值观的主要内涵，可分为信仰层面的价值观和生活层面的价值

观。 “认主独一”的理念构成了阿拉伯伊斯兰价值观的信仰核心。
（一） 信仰真主

阿拉伯伊斯兰价值观最核心的内容，体现为对真主安拉的信仰，并尤其强调真

主的独一性。 伊斯兰教认为，真主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恩养者和唯一的主宰；是全

能全知、大仁大慈、无形无像、无所在又无所不在、不生育也不被生、无始无终、永生

自存、独一无二、实有超然的。① 在《古兰经》中，有多处描写真主属性的经文，如“他
是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 他是全知幽玄的。 他是至仁的，是至慈的。 他是

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 他是君主。 他是至洁的，是健全的，是保佑的，是见

证的，是万能的，是尊严的，是尊大的。 赞颂真主，超绝万物，他是超乎他们所用以配

他的。 他是真主，是创造者，是造化者，是赋形者，他有许多极美的称号，凡在天地间

的，都赞颂他，他是万能的，是至睿的”（５９：２２－２４）②。
穆斯林不仅信仰唯一的造物主———真主，而且尊崇传达真主“启示”的使者穆罕

默德。 伊斯兰教规定穆斯林恪守的“五功”之首功，便是念诵“证词”———“我作证：万
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除了信真主之外，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还

包括信天使、信经典、信使者、信后世和信前定。 在至高无上、无所不能的造物主真

主面前，被造的人对真主心怀感恩、爱戴、顺从、敬畏、崇拜之情。 穆斯林往往以“真
主的奴仆”自称，在伊斯兰教看来，这并不意味着人的奴性或依附性，恰恰相反，这突

显了人的自由和平等，因为根据教义，人只崇拜真主，不得崇拜真主以外的一切被造

者，无论其地位多高、权力多大。

·４·

①
②

王俊荣、冯今源：《伊斯兰教学》，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 ２０００ 年版，第 １２６ 页。
本文所引《古兰经》经文，均引自马坚的《古兰经》译本，引文后括号内标注其所在的章节号码。 参见

《古兰经》，马坚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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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代治人间

伊斯兰教认为，真主创造人的目的，不仅是要人赞颂、崇拜真主，而且还要人成

为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即代替真主治理好这个世界。 《古兰经》中关于真主委

托人“代治”人间的叙述，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其中蕴含着深刻且积极的思想内容。
第一，“代治人间”的思想充分显示了真主对人的信任。 《古兰经》黄牛章记述了

真主和众天神的有关对话：“当时，你的主对众天神说：‘我必定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

理人。’他们说：‘我们赞你超绝，我们赞你清静，你还要在大地上设置作恶和流血者

吗？’他说：‘我的确知道你们所不知道的。’”（２：３０）可见，当真主要把人①指定为在

大地上的代理人时，众天神曾对此表示疑虑，担心大地上因此会有“作恶”和“流血

者”。 但这并未动摇真主对人的信任，通过指定人代治大地，真主确立了人为万物之

灵长的地位。
第二，根据《古兰经》的叙述，对于真主的信任，人表现出勇于承担使命的勇气：

“我确已将重任信托天地和山岳，但它们不肯承担它，它们畏惧它，而人却承担了。”
（３３：７２）这段经文表明，人不仅行使了自由选择的权利，而且不畏艰难，敢于担当“天
地和山岳”都不肯承担的使命。

第三，在所有被造物中，唯有人被赋予理性和知识，这恰是真主选择人作为“代
治者”的理由。 在《古兰经》黄牛章中，真主和众天神及阿丹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他将万物的名称，都教授阿丹，然后以万物昭示众天神，说：‘你们把这些事物的名

称告诉我吧，如果你们是诚实的。’他们说：‘赞你超绝，除了你所教授我们的知识外，
我们毫无知识，你确是全知的，确是至睿的。’他说：‘阿丹啊！ 你把这些事物的名称

告诉他们吧。’当他把那些事物的名称告诉他们的时候，真主说：‘难道我没有对你们

说过吗？ 我的确知道天地的幽玄，我的确知道你们所表白的，和你们所隐讳的。’”
（２：３１－３３）由此可见，真主将知识（万物的名称）首先赋予了人，而非众天神。 “正由

于拥有了连天仙也没有的知识，人类才成为了大地的主人翁和万物的统御者，才有

条件、有能力肩负代治者的任务。”②

第四，“代治”是人的责任，也是真主对人的考验。 《古兰经》中有许多经文对此

予以强调，如：“他（真主）以你们为大地的代治者，并使你们中的一部分人超越另一

部分人若干级，以便他考验你们如何享受他赏赐你们的恩典。”（６：１６５）“在他们灭亡

之后，我以你们成为大地上的代治者，以便我看你们怎样工作。”（１０：１４）“人啊！ 你

必定勉力工作，直到会见你的主，你将看到自己的劳绩。” （８４：６） “我必定要试验你

们，直到我认识你们中的奋斗者和坚忍者，我将考核关于你们的工作的报告。” （４７：
３１）“真主必定不变更任何民众的情况，直到他们变更自己的情况。”（１３：１１）由此可

·５·

①
②

此处指人类始祖阿丹（即亚当）。
李福泉：《简论伊斯兰教的“代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载《中国穆斯林》２０１０ 年第 １ 期，第 ２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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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真主不仅要求人类信仰宗教、通过宗教功修净化心灵，还要求人类努力工作、奋
发自强，履行好“代治”人间的使命，并以工作为评判人、考核人的重要标准。

综上可知，“代治”人间，是真主对人的托付，也是穆斯林人生的价值和目的所

在，人有勇气、也有能力承担这一使命。 可以说，伊斯兰教不仅为信众许诺了一个后

世的“真境花园”，让信众因为有了对“真境花园”的寄托和追求，而在凡庸的人世感

受到信仰的力量和精神的高贵，而且还将一个伟大的使命托付给人们———用双手建

设一个人间的“真境花园”。 古往今来，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宗教学者、思想家、
文学家都对人的“代治”使命有所阐发，如埃及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哈福

兹在多部文学作品中，就表达了他对“代治”的独到理解。 马哈福兹认为，真主在创

造了世界之后，便不再过问人间事；因此，人不能把希望寄托在虚幻的外力上，人间

的幸福要靠自己创造，这是人作为“代治者”的本职。①

（三） 两世兼顾

伊斯兰教认为，人在今世生活之后还有后世。 今世是通往后世的旅途或桥梁，
今世是短暂、虚幻而不完满的。 《古兰经》云：“今世的生活，只是虚幻的享受。” （３：
１８５）“你们应当知道：今世生活，只是游戏、娱乐、点缀、矜夸，以财产和子孙的富庶相

争胜；譬如时雨，使田苗滋长，农夫见了非常高兴，嗣后，田苗枯槁，你看它变成黄色

的，继而零落。”（５７：２０）只有后世才是人的永恒归宿：“后世才是安宅。”（４０：３９）人
在今世的所作所为，都会在后世得到应有的报偿。 到了世界的“末日”或“复活日”，
所有曾在今世生活过的人们都将“复活”，接受真主公正的审判。 虔诚信教、履行宗

教功修并行善积德者，后世将进入“天堂”；而不信教并作恶的人，后世将堕入“火
狱”。 由此，伊斯兰教发挥了对信众劝善戒恶、用后世赏罚引导今世良善的积极

作用。
伊斯兰教虽然更加看重后世，追求后世天国的幸福，但也并没有否定今世的幸

福。 《古兰经》告诫穆斯林：“你应当借真主赏赐你的财富而营谋后世的住宅，你不要

忘却你在今世的定分。 你当以善待人，像真主以善待你一样。”（２８：７７）所以，弃绝现

实生活、出家修行的行为，并不是伊斯兰教所提倡的。 “你当为今世而工作，犹如你

永生一样；你当为后世而工作，犹如你明天就要死去一样”②，这句在伊斯兰世界广为

流传、深入人心的名言，十分典型地体现了伊斯兰教两世兼顾的观念。
值得一提的是，明末清初以来的中国回族学者王岱舆、马注、马复初、刘智等人，

把重视现实人生价值的中国传统思想与伊斯兰教的两世兼顾观相融合，提出了以今

·６·

①

②

［埃及］ 纳吉布·马哈福兹：《自传的回声》，薛庆国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２００１ 年版，第 ８５ 页；薛
庆国：《神秘的寻找》，载《外国文学》２００８ 年第 １ 期，第 ２２ 页。

有人认为此言是“圣训”，但圣训学家认为其缺乏确切的传述世系，因此予以否认，参见《“你当为今世

而工作，犹如你永生一样”并非确定的圣训》 （阿拉伯文），伊斯兰之网，ｈｔｔｐ： ／ ／ ｆａｔｗａ． ｉｓｌａｍｗｅｂ．ｎｅｔ ／ ｆａｔｗａ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ｐａｇｅ＝ ｓｈｏｗｆａｔｗａ＆Ｏｐｔｉｏｎ＝ＦａｔｗａＩｄ＆Ｉｄ＝ １１３９５，登录时间：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 １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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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幸福为载体、后世幸福为目的的“两世吉庆观”。 “两世吉庆观”既重视今世的生

活，又重视后世的幸福，并鼓励穆斯林为获得两世的吉庆而奋斗。 “消极出世与积极

入世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态度，经中国文化的变移而巧妙融通，协调互用，呈现为一

种独放异彩、别具风格的伊斯兰思想境界和处世原则。”①

二、 追求美德： 阿拉伯伊斯兰价值观的生活准则

对于穆斯林而言，伊斯兰教不仅是一套信仰体系，而且是涵盖生活方方面面的

社会文化、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所以，伊斯兰教在确立以“认主独一”为核心的信

仰层面价值观的同时，也在生活层面为信众制定了一整套价值观标准。 《古兰经》和
“圣训”两大经典提出了穆斯林大众应该遵守或追求的一系列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
表明伊斯兰教从一开始就是一门有着很高道德追求的宗教。 先知穆罕默德曾宣示：
“我被派遣就是为了完善高尚的品德。”（《艾哈迈德录穆斯奈德圣训集》）穆罕默德

还表示：“没有任何东西放在天平上比美德分量更重。 的确，具备美德者达到了封斋

者和礼拜者的品级。”（《提尔密济圣训集》） 《古兰经》对使者穆罕默德也赞许有加：
“你确是具备一种伟大的性格的。”（６８：４）在广大穆斯林看来，穆罕默德本人不仅在

信仰功修上为万众之楷模，而且在道德品质方面也率先垂范，近乎完人。
具体而言，伊斯兰教在生活层面倡导穆斯林遵循的价值观主要包括以下八个方

面的内容。
（一） 中正

“中正”或“中道”（Ｗａｓａｔｉｙｙａｈ）是伊斯兰教特别强调的一项准则，它同中华传统

文化中的“中庸”思想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无论在宗教功修还是为人处事方面，伊斯

兰教均主张不偏不倚、中和均衡，反对极端和过分。 《古兰经》曾这样告诫信众：“我
这样以你们为中正的民族，以便你们作证世人，而使者作证你们。”（２：１４３）伊斯兰世

界历代思想家也都强调中正之道的重要性，近代伊斯兰改革主义的代表人物、埃及

著名学者穆罕默德·阿布笃曾指出：“穆斯林是良善公道之士，他们在宗教上既非过

分、偏执之辈，也非疏忽、不信之徒。 在信仰、道德和行为上，穆斯林都追求中正。”②

在宗教功修上，伊斯兰教虽然倡导虔敬事主，但却反对过激之举。 先知穆罕默

德这样警示人们：“你们谨防宗教上的过激，你们之前的民族就因为宗教上的过激而

灭亡。”《奈萨仪圣训集》）“圣训”中还记载了三位信士与穆罕默德的对话：“其中有

个人说：‘我将终生整夜礼拜，不睡觉。’另一个人说：‘我将长年封斋，不开斋。’第三

个人则说：‘我将远离女人，永不结婚’。 他（穆罕默德）说：‘是你们说如此这般的话

·７·

①
②

林松：《古兰经知识宝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第 ２３２ 页。
［埃及］穆罕默德·阿布笃：《灯塔注释》（第 ２ 卷）（阿拉伯文），开罗：灯塔出版社，伊历 １３５０ 年版，第

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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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 指主发誓，我比你们任何人都更加害怕和敬畏真主，但是我封斋，我也开斋；我
礼拜，我也睡觉；我也同女人结婚。 谁违背我的圣行，谁就不属于我的民众。’”（《布
哈里圣训集》）

在日常生活中，伊斯兰教既反对纵欲主义和享乐主义，也不认同禁欲和苦行，而
是取其中道而行之，鼓励穆斯林合理、合法地享受现世幸福。 《古兰经》云：“他们用

钱的时候，既不挥霍，又不吝啬，谨守中道。”（２５：６７）“信道的人们啊！ 真主已准许你

们享受的佳美食物，你们不要把它当作禁物，你们不要过分。 真主的确不喜爱过分

的人。”（５：８７）《古兰经》还反对在宗教规定之外擅自判定“合法”与“违法”：“你说：
‘你们告诉我吧！ 真主为你们降下的给养，你们把它分为违法的与合法的，你们究竟

是奉真主的命令呢？ 还是假借真主的名义而造谣呢？’”（１０：５９）
在当今世界，打着伊斯兰旗号的极端分子和恐怖分子不仅贻害四方，殃及无辜，

而且对伊斯兰教本身造成了莫大伤害。 因此，强调、弘扬伊斯兰教的中正思想，对于

抵制极端、倡导“正信”，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求知

伊斯兰教是一门特别鼓励求知、推崇理智的宗教。 《古兰经》中有许多鼓励信众

求知的经文，如：“你（穆罕默德）说：有知识的与无知识的相等吗？ 惟有理智的人能

觉悟。”（３９：９）“真主将你们中的信道者升级，并将你们中有学问的人们提升若干

级。”（５８：１１）
先知穆罕默德也经常教诲穆斯林求知：“谁走上求知的道路，真主使他容易走上

通往天堂的道路；众天使因为喜爱求知者而落下他们的翅膀；天地间的万物，甚至水

中的鱼都为求知者求饶恕。 的确，学者优于修行者，就像月亮优于其它繁星一样；学
者是众先知的继承人。”（《提尔密济圣训集》）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还有不少鼓励求

知的名言，被当作“圣训”广为传诵，如：“求知，哪怕远在中国”，“求知是穆斯林男女

的天职”，“求知，从摇篮到坟墓”，“学者的墨水比烈士的鲜血更珍贵”，等等。
伊斯兰教不仅倡导求知，而且不认为信仰与理智存在矛盾，并鼓励信众将信仰

与求知结合，通过运用理智追求知识，去参悟宇宙的浩瀚和万物的奥秘，进而加深对

全能真主的敬畏和虔诚。 我国著名穆斯林学者纳忠先生曾对此有过很好的阐述：
“我们越有深湛的学问，就越能认识大自然的奥妙，也就越能利用大自然的宝藏，来
为人类的生存谋幸福，为人类的文化求发展。 我们对于科学之研究愈精深，参悟愈

精密，研究愈广博，那么信仰真主愈笃实，认识真主愈真切，服从真主愈诚恳。 因为

这样认识真主是由知识学问得来的，不是因袭传统的。”①

（三） 仁爱

根据伊斯兰教，人类是真主吹入自己气息而精心创造的产物，自然受到真主的

·８·

① 纳忠：《求学是天命》，载《清真铎报》１９４５ 年 ７ 月，新 １６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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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爱和厚待。 在众生中，具有良好道德品质者是真主尤其喜爱的。 《古兰经》云：“真
主是喜爱坚忍者的。”（３：１４６）“真主是喜爱行善者的。”（３：１４８）“真主确是喜爱敬畏

者的。”（３：７６）“真主确是喜爱公道者的。”（５：４２）
同时，伊斯兰教也要求人与人之间要友爱相处，以善相待。 《古兰经》云：“你当

以善待人，像真主以善待你一样。”（２８：７７）“你们当崇拜真主，不要以任何物配他，当
孝敬父母，当优待亲戚，当怜恤孤儿，当救济贫民，当亲爱近邻、远邻和伴侣，当款待

旅客，当宽待奴仆。 真主的确不喜爱傲慢的、矜夸的人。” （４：３６）先知穆罕默德则说

过：“真主把仁慈分成一百份，将其中的一份降在了大地上，而其中一部分就是人与

人之间的互爱。”（《布哈里圣训集》）
伊斯兰教倡导的仁爱可分为几个层面，包括爱父母、爱兄妹、爱妻室、爱弱者、爱

人类，即从爱身边最亲的人开始，由近及远地将全人类纳入了爱的对象。① 《古兰经》
中有许多关于爱家人的教诲，如：“应当孝敬父母。 如果他们中的一人或者两人在你

的堂上达到老迈，那末，你不要对他俩说‘呸！’不要喝斥他俩，你应当对他俩说有礼

貌的话。 你应当必恭必敬地服侍他俩，你应当说：‘我的主啊！ 求你怜悯他俩，就像

我年幼时他俩养育我那样’。”（１７：２３－２４）“他（真主）从你们的同类中为你们创造配

偶，以便你们依恋她们，并且使你们互相爱悦，互相怜恤。” （３０：２１）先知穆罕默德也

有这方面的教诲：“你当爱你的母亲、父亲，弟兄姐妹，然后最亲近的人，然后次亲近

的人。”（《布哈里圣训集》） “不疼爱子女，不尊敬长辈的人不是我的教民。” （《提尔

密济圣训集》）
伊斯兰教还主张关爱弱者。 《古兰经》云：“正义是……将所爱的财产施济亲戚、

孤儿、贫民、旅客、乞丐和赎取奴隶。”（２：１７７）先知穆罕默德说：“为孤寡人和穷难人

奔波的人，犹如为主道出征的人，也像白天斋戒、晚上礼拜的人。”（《布哈里圣训集》）
在伊斯兰教“五功”中，“斋功”设立的目的之一，就是培育人的恻隐之心，让斋戒者体

会穷人的饥渴，进而产生同情心和责任感。 而“课功”即“纳天课”，更是一种首先为

了接济穷人而设立的宗教性慈善义务。
伊斯兰教还提倡将仁爱惠及于全人类。 《古兰经》云：“众人啊！ 我确已从一男

一女创造你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互相认识。”（４９：１３）这被普

遍理解为真主博爱人类、鼓励各民族和谐共处、沟通交流的重要依据。 穆罕默德则

指出：“全人类是真主的家属，真主最喜爱的人，是善待真主的家属者。”（《百海盖圣

训集》）圣训中还记录了他和圣门弟子的这样一段对话：“穆圣说：‘你们没有正信，直
到对人仁慈’，他们（圣门弟子）说：‘真主的使者呀，我们都是仁爱者！’他说：‘仁爱

不是一个人对他的同伴表示偏爱，而是普遍的爱。’”（《塔伯拉尼圣训集》）对人类的

仁爱，还表现为对非穆斯林的尊重，因为每个人都是真主创造的一个生命。 “圣训”

·９·

① 丁士仁：《伊斯兰的核心价值观》，载《中国穆斯林》２０１３ 年第 ６ 期，第 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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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这样的记载：“有一次，一群犹太人出殡，当死者被抬过先知穆罕默德面前时，他
主动为死者起立。 这时，有人对他说，死人是犹太人。 先知说：‘难道他不是一个生

命吗？’”（《布哈里圣训集》）
（四） 平等

伊斯兰教认为，人类不论种族、贫富、贵贱，都是真主的创造物。 人类同出一源，
因而相互平等。 先知穆罕默德在宣教过程中也特别强调信徒之间一律平等的观念，
在著名的“辞朝演说”中，他明确吩咐：“你们中最尊贵的是那些最敬畏安拉的人。 在

认主拜主方面，阿拉伯人不优越于非阿拉伯人，非阿拉伯人也不优越于阿拉伯人；白
人不优越于黑人，黑人也不优越于白人。”①

主流伊斯兰教还认为，对于非穆斯林也要以平等的态度相待，在信仰上相互尊

重，行为上相互宽容。 伊斯兰国家历史上都有大量非穆斯林受到礼待、甚至身居要

职的例子。 如在阿拔斯王朝，“历史上还记载了某些基督教的大臣，他们在九世纪后

半期享有盛名……历代哈里发的御医，大半是景教徒”②。
在传统的部落观念与宗族意识盛行的阿拉伯半岛，平等观念无疑促进了阿拉伯

民族的团结和进步。 在伊斯兰教走出半岛向世界传播的过程中，平等观念有助于消

除各种歧视，并对被征服地区的底层人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也有助于缩小穆斯

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的隔阂，促进不同民族和宗教间的沟通和理解。
（五） 公正

公正、公平、正义，历来是伊斯兰教强调的重要价值观原则。 “真主让公正成为

珍珠项圈上最大的那颗珍珠。”③《古兰经》中有许多要求信众秉持公道为人处事的

经文，如：“真主的确命人公平、行善。”（１６：９０）“你们当为正义和敬畏而互助，不要为

罪恶和横暴而互助。”（５：２）
先知穆罕默德也一贯倡导公正，甚至把它列为信仰的一部分。 如：“谁具备了三

件事，谁确已具备了伊玛尼（信仰）：出自你内心的公正，向世人道平安，即使贫困仍

然施舍。”（《布哈里圣训集》） “我的仆民啊，我禁止你们对我不义，也禁止你们对你

们自己不义，因此，请不要以不义互相对待。”（《穆斯林圣训集》）
（六） 宽容

无论就宗教经典还是发展历史而言，伊斯兰教总体上主张宽容与仁爱，反对狭

隘和仇恨。 《古兰经》中有不少要求信众宽容对待他人过错、甚至罪过的经文：“善恶

不是一样的。 你应当以最优美的品行去对付恶劣的品行，那末，与你相仇者，忽然间

会变得亲如密友。”（４１：３４）“恶行应得同样的恶报。 谁愿恕饶而且和解，真主必报酬

·０１·

①
②
③

王有勇编著：《阿拉伯文献阅读》，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６ 年版，第 ３５３ 页。
［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马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０ 年版，第 ４１６ 页。
［埃及］马哈茂德·谢勒图特：《伊斯兰：信仰与教法》（阿拉伯文），开罗：旭日出版社 １９８８ 年第 ４ 版，

第 ４４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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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４２：４０）“如果你们容忍，那对于容忍者是更好的。”（１６：１２６）
先知穆罕默德也一直以自己的言行倡导宽容。 据史载，穆罕默德在攻克麦加后

胜利进城之日，曾对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说：“今天对你们毫无谴责。 你们走吧！ 你

们都被赦免了。”①他还说过：“三件事是伊玛尼的根本：不要伤害说了‘万物非主，唯
有真主’的人；不要因一点罪过断别人为叛教；不要凭一件工作的错误把人逐出伊斯

兰。”（《艾哈迈德录穆斯奈德圣训集》）
伊斯兰教倡导的宽容理念还反映在信仰方面。 《古兰经》反对强迫他人信仰宗

教。 “对于宗教，绝无强迫；因为正邪确已分明了。”（２：２５６）“如果你的主意欲，大地

上所有的人，必定都信道了。 难道你要强迫众人都做信士吗？ 任何人都不会信道，
除非奉真主的命令。”（１０：９９－１００）伊斯兰教的发展历史也表明，宗教宽容的原则总

体上是得到落实的。 在堪称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黄金时期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统

治下的基督教徒基本上还是享受着大量宽容的待遇的”②。 许多史料和文件可以表

明，“作为受保护的民族之一来说，犹太教徒的生活，甚至比基督教徒还要过得好

些”③。 在阿拉伯人征服西班牙南部之后，“基督教徒可以太太平平地信仰自己的宗

教，不受任何干涉，他们内部的事务，由土著的法官，依照教会的法律而裁判”④。
（七） 诚信

诚实守信是伊斯兰教的基本道德要求。 《古兰经》要求信众与诚实的人为伍。
“信道的人们啊！ 你们要敬畏真主，要和诚实的人在一起。”（９：１１９）真主还为诚实者

许诺了“乐园”：“这确是有裨于诚实人的日子。 他们得享受下临诸河的乐园，而永居

其中。 真主喜悦他们，他们也喜悦他。”（５：１１９）
《古兰经》还鼓励信众言而有信、履行诺言，并视信诺为敬畏者的美德。 如：“凡

践约而且敬畏的人，（都是真主所喜爱的），因为真主确是喜爱敬畏者的。” （３：７６）
“你们应当履行诺言；诺言确是要被审问的事。”（１７：３４）

先知穆罕默德也有许多关于诚信的教诲。 如“你们要坚持诚实的美德，因为诚

实会引导你们走向正义，正义会引导你们步入乐园；说谎话引导你们走向犯罪，犯罪

会引导你们步入火狱。”（《提尔密济圣训集》）他还把不诚实和不履行诺言视同伪信

士的标志：“伪信士有三个特征：说话便撒谎，结约便失信，受托便背信弃义。”（《布哈

里圣训集》）
（八） 和谐

伊斯兰教倡导和谐，不仅主张人与人之间奉行仁爱、平等、公正、宽容等原则，实

·１１·

①

②
③
④

泰伯里：《历代先知和帝王史》，转引自现代综合图书馆网站（阿拉伯文），ｈｔｔｐｓ： ／ ／ ａｌ⁃ｍａｋｔａｂａ． ｏｒｇ ／
ｂｏｏｋ ／ １０７７９ ／ ４４，登录时间：２０１８ 年 １ 月 １４ 日。

［美］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第 ４１５ 页。
同上，第 ４１６－４１８ 页。
同上，第 ６０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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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和谐相处，而且追求人与宇宙、自然间的和谐。
伊斯兰教认为，真主创造的整个宇宙就是一个和谐的整体。 《古兰经》云：“他

（真主）创造万物，并加以精密的注定。”（２５：２）“他创造了七层天，你在至仁主的所

造物中，不能看出一点参差。 你再看看，你究竟能看出什么缺陷呢？” （６７：３）真主还

创造了自然环境和各种物质资源，供人类开发利用：“我在大地上为你们和你们所不

能供养者而创造了许多生活资料。” （１５：２０） “他制服海洋，以便你们渔取其中的鲜

肉，做你们的食品；或采取其中的珠宝，做你们的装饰。 你看船舶在其中破浪而行，
以便你寻求他的恩惠，以便你们感谢。”（１６：１４）因此，人应该尊重并亲近真主创造的

自然，而不可肆意掠夺自然、破坏自然。
据“圣训”记载，先知穆罕默德在路过麦地那附近的吴侯德山时，曾经深情地对

随从说：“这是吴侯德山，我们爱它，它爱我们。”（《布哈里圣训集》）这段“圣训”对人

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作了诗意表达，可见在先知穆罕默德眼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
堪比朋友和爱人。

三、 扬弃与重建： 阿拉伯伊斯兰价值观的当代审视

在上文中，笔者参考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学者的观点，主要依据《古兰经》和“圣
训”两大经典，归纳梳理了伊斯兰教倡导的核心价值观。 无疑，这些价值观不是阿拉

伯伊斯兰社会价值观念的全部，但它们代表了伊斯兰教的精髓，体现了阿拉伯伊斯

兰文明的特色，也是能为世界各国人民接受、认同和赞许的。 “正因为伊斯兰教具有

这些精髓，它才能激励人们创造出历史上灿烂辉煌的物质文明，更为古往今来无数

信徒提供了精神慰藉和心灵寄托，启示他们追求理想与真理。 换言之，这些精髓，恰
是伊斯兰教具有恒久性魅力的原因。”①

与此同时，无论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内外，客观的时事观察者都会注意到，当今

的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远非历代仁人志士们孜孜以求的理想世界。 相反，这里比世

界其他地区经历了更多的纷争、冲突乃至战争；中东地区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不
仅使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广大民众深受其害，而且已演变为困扰全世界的人类之大

患；许多阿拉伯伊斯兰国家仍未摆脱贫困、落后、专制、动荡的重压；曾经灿烂辉煌的

伊斯兰文明体系正处于尴尬的边缘化地位。 针对当代阿拉伯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

总体差距越来越大这一事实，充满忧虑的当代阿拉伯学者发出了感慨：阿拉伯人“已
濒于一道真正的鸿沟———文明和科学的鸿沟”②。 其实，今日阿拉伯伊斯兰文明面临

的困境，只是这一文明在中世纪黄金时期以后陷入的漫长衰微期的延续。 著名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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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黎巴嫩裔史学家希提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出版的《阿拉伯通史》中曾经写道：“弊病

却是根深柢固的。 在土耳其人来临之前好几个世纪，伊斯兰教创造的火花早已熄灭

了。 １３ 世纪开始的经院神学的全胜，在精神领域中正统派和神秘派的占据优势，科
学精神的衰退，不加批判地尊崇古人之风的盛行，以及墨守成规等，这一切都不利于

学术研究和学术创作。 束缚阿拉伯人智力的这些桎梏，直到 １９ 世纪早期在西方的影

响之下，才开始逐渐解除。”①令人遗憾的是，上述束缚阿拉伯伊斯兰民族智力的那些

桎梏，其实在今天仍未得到彻底解除。
因此，在讨论阿拉伯伊斯兰价值观时，一个重要的问题自然会摆在我们面前：如

何结合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当下境遇，客观、全面地审视阿拉伯伊斯兰价值观念？
为此，有必要将以下几点纳入考量：

第一，阿拉伯伊斯兰价值观和阿拉伯伊斯兰社会一样，兼有同一性和多元性。
一方面，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民族信奉同一个真主、同样的经典，对教义、教法的理解

有许多共性，因此其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同一性。 另一方面，阿拉伯伊斯兰世

界的价值观又呈现出多元特色，并在多个层面有所体现。
伊斯兰教在发展过程中，内部衍生出的诸多派别对宗教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

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教派对教法的理解就存在差异。 “当逊尼派的四大教法学派被

公认后，逊尼派只允许后来的教法学家接受‘仿效’原则，承认权威，而不允许再有任

何创新；什叶派则主张，在伊玛目隐遁之后，它的教法权威（穆智台希德）可以对教法

做出新的阐释，承认穆智台希德释法的权威性。”②而历来受到知识精英青睐的苏非

主义，是对伊斯兰教中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一种反抗，它和正统伊斯兰对真主的

理解有很大不同。 古波斯苏非大诗人鲁米的观点集中体现了这种不同：“真主在正

统伊斯兰的观念中至高无上，而鲁米认为它是内在；对于前者，真主与世界分离；对
于鲁米，真主与世界相联；对于前者，真主是抽象的，位于宇宙之外；对于鲁米，真主

处于宇宙之中。 正统伊斯兰教认为真主并不显现在事物中，而鲁米认为真主在万物

之中永无止境地显现。”③

伊斯兰教在从阿拉伯半岛传向世界各地之后，“除保持其基本信仰外，也经历了

一个民族化、地方化的过程，它吸收了当地宗教的某些成分和地方习俗，增添了不同

的色彩”④。 因此，伊斯兰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也呈现出不同风貌。
即使在一国之内，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以及具有不同意识形态和教育背景的人，

在价值观包括对宗教的认知上也存在差异。 阿拉伯社会总体上由游牧民（贝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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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农民和城市居民三种群体组成。 “贝都因人对于伊斯兰教的唯一认识就是‘万
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至于礼拜、天课、斋戒和朝觐等教规，他们

并不严格遵守，民间宗教在一些部落中依然盛行。”①在广大农村，“农民敬畏真主，害
怕邪恶，相信命运。 他们重视民间宗教，敬仰圣徒，以祈求平安幸福，却不喜欢官方

宗教的抽象概念和繁文缛节”②。 而在城市，统治阶层和大商人阶层“不但追求获取

政治权力，而且物质占有欲极强，还利用宗教为自己装点门面”③。
伊斯兰教的一体多元特色，在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过程中也有体现。 伊斯兰教

进入中国 １３００ 多年以来，受中国自然条件、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的影响，也呈现出某

些中国色彩。 在当今阿拉伯伊斯兰世界普遍面临困境、缺乏成功模式可供借鉴的背

景下，中国伊斯兰教更应该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本土化发展之路，从穆斯林先贤“以
儒释经”的历史尝试中获得启示，将中国的传统智慧和当代经验与伊斯兰的原则结

合，为宗教适应现代化，为宗教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发展，贡献宝贵的中国经验。
第二，如何全面、准确地理解伊斯兰宗教经典，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作为一

门古老的宗教，伊斯兰教和世界其他几大宗教一样，其经典具有一定的隐晦性、歧义

性和开放性；而且，其中许多内容的出现是有其原因和背景的。 埃及著名文化学者

艾哈迈德·爱敏指出：“《古兰经》的敕降，是适合于当时社会的状况和需要的。”④他

认为，如果不理解《古兰经》降示时的社会背景，往往会发生误解经义的情况。⑤ 因

此，《古兰经》只有一本，但对它的阐释与解读却多种多样。 从古至今，人们往往会把

自己的认识水平和价值取向带到对经文的理解中，无论是开明之士还是偏执之徒，
都能从《古兰经》中找到自己所需的内容。 如《古兰经》忏悔章的“宝剑经文”，就经

常被狂热分子用作宣扬激进思想乃至恐怖主义的依据。 有经注学家甚至认为，“宝
剑经文”废除或中止了《古兰经》中主张宽容对待异教徒的经文。 但是，围绕这种理

解从古至今一直存在极大争议。 此外，《古兰经》中关于妇女地位的一些表述，也容

易被人视为歧视妇女的证据。 同样情况也出现在对“圣训”的理解上，不同汇录者汇

编的“圣训”集中，都不乏一些让普通读者感到不解、甚至让穆斯林信众也觉得困惑

的言论和事件。
因此，仅仅强调“回归经训”是不够的。 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宗教

经典的精髓，对其做出合乎时代要求的解读。 正如朱威烈教授所言，“伊斯兰文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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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发展，最终得从本身的历史、宗教信仰和民族属性出发，在依据自身的发展利益

需要选取或重新解读《古兰经》、‘圣训’的有关经文的基础上，制定出国家建设和民

族建设的指导原则，并通过对古今文化、内外文化的兼收并蓄和继承创新才能

实现”①。
第三，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内外，学术界有相当多的论述认为，当代阿拉伯伊斯

兰社会在思想观念上还存在不少弊端，这是妨碍伊斯兰社会进步的深层原因。 有学

者指出，伊斯兰文化尤其是阿拉伯传统文化中，具有尊古贬新、保守封闭、自大排外

的积弊。 在阿拉伯世界一向盛行的说法之一是伊斯兰教创立后的前三个世纪最为

理想，以后的岁月每况愈下。 这种观点强调伊斯兰的出路在于回归原初，遵循“先贤

之道”（即“赛莱菲叶”）。 在阿拉伯语中，“创新”（ ｉｂｄａ）与“异端”（ｂｉｄａｈ）源于同一

个词根，任何思想创新都有可能被指责为“异端邪说”。 在逊尼派多数教法学家看

来，“创制”（即对教法的阐释）之门自公元 １０ 世纪起就已关闭，后人只能“因袭”前
人，不得有任何创新。 更有甚者，“现代化” （ｈａｄａｔｈａ）这一词语及其代表的文明现

象，在不少人看来也不能接受。 隶属于伊斯兰合作组织的权威性学术机构“国际伊

斯兰教法学会”１９９８ 年曾颁布“伊斯兰教应对全面现代化”的决议，认为“‘现代化’
是一种新的思潮，建立在神化理性、拒绝玄冥、否认天启、破坏一切传统信仰、价值和

道德的基础之上。 在这个意义上的现代化，是一种反宗教思潮，它反对伊斯兰的根

本和原则，是被真主、使者和穆斯林拒绝的，即使它披上‘珍惜’、‘革新’伊斯兰的

外衣”②。
有学者认为，“阿拉伯民族受过去的影响，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人们膜

拜过去，把过去视为未来的最佳典范”③。 当代阿拉伯大诗人阿多尼斯一针见血地指

出：“阿拉伯文化，就其主导的、沿袭至今的形式而言，是具有宗教性结构的，即它是

因袭文化，它不仅强调因袭，而且拒斥创造，从而妨碍了任何真正的进步。 换言之，
在我看来，阿拉伯生活要想复兴，阿拉伯人要想创新，就必须打破阿拉伯思想中这种

主流的效仿机制，改变曾经和仍然在左右这种思想的认知和理解方式。”④

四、 余论

综上所述，阿拉伯伊斯兰价值观是一套十分复杂的体系，其中既包含许多优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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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和可贵品质，同时也存在不少制约社会进步的严重弊端。 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许

多有识之士也已经意识到，伊斯兰世界目前陷入诸多困境的深层原因之一在于文化

观念的落伍。 因此，阿拉伯伊斯兰民族迫切需要在已有的思想文化基础上，重建适

应时代要求的新文化和新价值观。
无疑，新文化和新价值观的重建，首先离不开以时代的眼光对传统观念进行客

观、冷静的审视和评价。 在这方面，对宗教经典作出与时俱进的再阐释，是势在必行

的当务之急。 这就需要在重估传统价值观的基础上，弘扬传统文化中传承下来的极

为珍贵且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念，同时剔除某些与时代不相称、妨碍社会进步的

思想观念，并以伊斯兰文明黄金时期那种海纳百川的胸襟，吸纳其他文明的优秀成

果，引入自由、理性、科学、法制、人权等当今人类共同珍视的进步价值观，通过审视、
重估、扬弃、吸纳，实现阿拉伯伊斯兰价值观在新时代的重建与升华。

人类在现当代的遭遇与经验表明，只有将东西方文化的精髓相融合，才能为人

类创造一个更合理的未来。 虽然西方文明中的许多核心价值观已显示出巨大的进

步意义，但西方文明中过于强调维护个体利益的文化观念，以及片面的人类中心主

义、狭隘的西方中心主义、贪婪的物质至上主义等，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当今人类

面临战争频仍、弱肉强食、物欲横流、精神空虚、道德沦丧乃至环境恶化等困境。 如

何在自由中引入公正，在理性中注入同情，为人权赋予责任，以道德辅助法制，即如

何匡正有失偏颇的现代性，是东西方有识之士都在苦苦探索的问题。 在这方面，阿
拉伯伊斯兰文明中许多优秀的精神遗产和价值观念，完全有可能为之提供宝贵的资

源。 伊斯兰文明这一曾为人类做出巨大贡献的古老文明，能否在未来再现辉煌？ 让

我们拭目以待。

（责任编辑：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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