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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是中国多民族格局进一步发展并基本定型的时期，法律文化的内涵因对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的深入

及少数民族法律成分的汇入而大大扩展与丰富，相对于“同质的核心地区”①  而言，边疆地区法律的异质性

与多元性更为突出。清代新疆便是一个国家制定法、宗教法以及习惯法多元并存的独特法律文化区域，清

代新疆法律研究由此构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检阅学界诸多相关成果发现

目前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考察虽成果颇丰② 但多为宏观研究并持整体观，即基本将中国视为统一、同质的

社会，对由于地域差异尤其是民族、宗教等因素而致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多元性与异质性均未给予充分

关注。

基于对中国传统社会并非同质的基本认识，“在中观层面解析中国社会结构性、地域性等复杂局面”③ ，

①［英］S·斯普林克尔 ：《清代法制导论 ：从社会学角度加以分析》，张守东译，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7 页。

客观地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已经取得较为丰硕与成熟的研究成果并在方法论以及研究视角方面有进一步的拓展与深化。在方法论

上具有启发意义的主要有瞿同祖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费孝通著《乡土社会》、斯普林克尔著《清代法制导论：从社会学角度加以分析》、

林端著《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社会学观点的探索》等；以中西比较的方式剖析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主要以张中秋著《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

为代表；以中国传统社会基层控制为视角探研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主要有萧公权著《调争解纷——帝制时代中国社会的和解》、张仲礼著《中

国绅士》、吴晗与费孝通等合著《皇权与绅权》、朱勇著《清代宗族法研究》等，以法律多元为分析工具研究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主要有日

本学者千叶正士著《法律多元——从日本法律文化迈向一般理论》、苏力撰《法律规避与法律多元》、梁治平撰《中国法律史上的民间法——

兼论中国古代法律的多元格局》、王志强著《法律多元视角下的清代国家法》等。

王志强 ：《法律多元视角下的清代国家法》，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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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由于民族、宗教、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清代新疆的法律格局一直呈现国家制定法、宗教法、

习惯法等多元法律并存的样态，军府制时期较为突出。建省后，新疆行政建制实现了与内地的统一，

多元法律的整合亦随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然而法律的多元现象依旧不同程度地存在于新疆。这种

法律的多元以及多元法律的民族与宗教因素构成了传统中国法律文化发展至清代表现于新疆地域的

独特的地方性知识。清代新疆多元法律及伊斯兰教法为主线的边疆法制实践表明，彼时新疆之法律

实践虽不乏成效亦含族群关系之诸多隐患。要之，清代新疆治理在法制层面推进乃近代民族国家建

构之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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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成为探讨宏观问题之前或至少同时进行的“必不可少的环节”。清代新疆正是这样一个典型区域。清代治

边实践中，新疆地区国家法、伊斯兰教法、蒙古法以及少数民族习惯法等多元法律共存并各有其适用范围

与领域，构成迥异于内地的具有独特地域背景的多元发展格局，由此形成据以反思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及边

疆治理的具有学术价值的“地方性知识”。本文拟以伊斯兰教法为范例展开对清代新疆多元法律形态及其影

响等问题的尝试性探索，粗陋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斧正。

一、边疆属性 ：清代新疆的多元法律

以中华法系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历史悠久、特色鲜明、内涵丰富、影响深远”① ，因而始终

为学界所关注，成果颇丰。然而，在目前学界偏重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研究中却存在易为人忽略的问题。

突出反映在，众多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探讨通常都是在正统史观或“中原中心史观”下将中国作为一个整

体来考察，以汉民族或汉民族居住区域为对象进而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特质做出诸如伦理化、泛刑法化

等等的概括，边疆少数民族的法律及法律文化并未被纳入研究视野而予以关注并充分研究。

当然，这种正统史观之下的整体性以及主体民族的研究对于“理解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话语所建构的

法律精神，无疑是基础性的”② 。然而，由于中国地域性差异的存在，忽略地方、区域或民族的特点而仅进

行宏观研究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理解与把握显然是不够的。

清代作为满洲权贵联合汉族地主阶级与各边疆少数民族上层建立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政权，其开疆拓

土并有效经营的边疆政绩为历代所不及，其“疆域之辽阔，管辖之有效，都达到了极限，远远超过了历史

上任何一代盛世”③ 。清代治边实践之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意义在于，因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更加深入的

系统立法与司法管辖，将边疆少数民族的法律纳入到王朝法律体系当中，在保持以伦理为内涵的国家制定

法为主体的基础上，大大拓展了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涵。

在各边疆少数民族法律当中，清代新疆地区尤当关注。由于复杂的地理与人文等因素，清代统一新疆

后采取“因俗而治”的治边政策，对维吾尔、蒙古、哈萨克等主要民族的法律予以一定程度与范围的认可

或默认，这些形态不一的法律也因而构成清代新疆法律的组成部分，清代新疆地区呈现国家制定法、伊斯

兰教法以及各民族习惯法等同时并存的多元法律格局。

多元法律中的伊斯兰教法是清代新疆法律卓有特色的构成之一。唐以后的新疆，除了蒙元曾经实施对

新疆的统治，新疆在较长时间内与中原王朝并无密切的接触与联系，尤其是明代基本丧失对新疆的统治权。

在这个长期以自在发展的地方割据政权为主要政治形态的时期，新疆的人文环境包括民族、宗教与文化在

发生着缓慢但巨大的变化。其中突出表现之一是从中亚传入的伊斯兰教经历数百年时间逐渐成为新疆天山

南部维吾尔全民信仰的宗教，与维吾尔习惯法结合而逐步本土化的伊斯兰教法成为民众生活的主要行为规

范并深刻影响着维吾尔乃至新疆社会的方方面面，伊斯兰教法亦成为清代新疆重要的法律渊源之一。

蒙古习惯法是草原法文化的主要代表，由于满蒙联盟政策的长期推行以及自清代政权建立就开始的对

蒙古诸部落所处地域及民众的管理与经营，清代蒙古习惯法的成文化程度比较高，很多习惯法比如设誓、

罚九等都被吸收到清代制定法当中。清代灭准噶尔汗国统一新疆之后，准噶尔作为民族实体已经不复存在，

新疆地区主要分布的是厄鲁特蒙古、乾隆三十六年从俄国东归的土尔扈特及和硕特部以及从外省调集之察

哈尔驻防蒙古等。哈萨克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西北游牧民族，有清一代主要活动于新疆的中俄交界的边境

地带。哈萨克亦信仰伊斯兰教，然而由于其历史上多信仰的文化传统以及居无定处的游牧经济形态，其法

律更多地带有本民族习惯法的特色。

清代新疆维吾尔、蒙古、哈萨克、汉等多民族法律纷繁多元，在以《大清律例》为代表的国家制定法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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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回疆维吾尔等所遵行的伊斯兰教法、具有伊斯兰教色彩的哈萨克习惯法以及蒙古习惯法等构成了清代多

元法律中特殊而重要的一部分，在进一步丰富了传统中国一体与多元的法律文化格局的同时，中国传统法

律文化的内涵亦因之愈加丰富与深刻。

据此，在广袤复杂的时空地域之下，概括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特征并理解其意义，诚如梁治平所言“必

须慎之又慎，认真考虑区域文化的差异及其相互关系”，其真实意义才能在“不断地从整体到部分，再从

部分到整体的循环往复中得到说明”① 。中国历史发展至清代，“在很多方面都比我们一般说的中国、或者

比起宋朝或明朝时候的中国，包含的要多出许多”② ，传统法律文化也是其中的一方面。基于疆域的扩大与

有效的经营，具体的时空条件之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内涵愈加丰富，在秉持儒教文化内核的同时亦涵括

形式多样甚至文化内涵与性质各异的边疆各民族法律文化，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因而具有突出的边疆性及相

应的特质。这不仅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历史发展中出现的新因素的基于事实的尊重，也是对中国传统法

律文化动态发展的客观事实的肯定，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边疆属性的理解与认识也必将因此而完善并拓宽。

从国家主权与边疆治理的角度而言，明确清代新疆地区少数民族的法律作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构成之一

并展开该主题的深入研究更具有一种深刻而重要的政治意义。

二、作为“民间法”的宗教法 ：清代新疆的伊斯兰教法

乾隆二十六年（1761），回疆甫定，乾隆帝即对如何治理回疆维吾尔民众以上谕做出指示 ：“总之办理

回众事务，宜因其性情风俗而利导之，非可尽以内地之法治也。”③此谕令即为对回疆乃至新疆地区一定限度

地适用伊斯兰教法的认可，同时也表明了伊斯兰教法作为清代法律体系组成的地位。

 （一）清代新疆的伊斯兰教法

伊斯兰教法，“阿拉伯语称作‘沙里亚’，原意为‘通向水源之路’，泛指‘行为’‘道路’；进入法律

成文期以后，又称‘沙里亚法典’，意为安拉降示的神圣命令，包括有关穆斯林宗教、社会、家庭、个人生

活等方面的行为法规。伊斯兰教法被穆斯林民众视为自天而降的神圣法律，在维吾尔地区曾具有至高无上

的地位。世人仅有发现和理解神圣指令的义务，而没有怀疑和抗拒它的权利。”④  自 9 至 10 世纪伊斯兰教开

始从中亚地区传入新疆天山南路地区，大约经过 5 个多世纪才被当地民众普遍接受。喀喇汗王朝时期，当

权者接受伊斯兰教并努力推行伊斯兰教的国教化。此后，伊斯兰教法作为“神圣法律”便为历代伊斯兰封

建地方政权统治者所信奉和推崇。在和卓统治时期，伊斯兰教法与苏菲神圣主义结合在一起，直接成为和

卓宗教封建主政教合一统治的基础。在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的过程中，经历了伊斯兰教法文化与维吾尔习惯

法之间的适应与融合，形成了有别于中亚地区的维吾尔特色的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教法。清代统一新疆之后，

设立军府制之下的多元行政管理模式，对回疆等地区⑤ 的伊斯兰教法进行改革与限制，将其与其他少数民族

习惯法予以保留并认可，伊斯兰教法成为清代新疆多元法律体系当中国家制定法之外重要的法律渊源之一。

以国家制定法为主的清代新疆的多元法律在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与社会组织及不同的领域发挥着社会

控制的作用。适用伊斯兰教法的回疆等地区在规则体系以及基层社会控制诸方面都体现出与国家制定法的

较大差异。概括地说，清代新疆地区的伊斯兰教法具有独特的性质，即宗教性、异质性、自治性。

宗教性。伊斯兰教法是伊斯兰教的教义中的一部分，它与宗教道德与戒律合二为一，在长期的发展中，

梁治平 ：《法律的文化解释》，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 年，第 32 页。

［美］欧立德 ：《满文档案与“新清史”》，刘凤云、刘文鹏编 ：《清朝的国家认同 ：“新清史”的研究与争鸣》，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第 391 页。

《高宗实录》卷 648“乾隆二十六年十一月丁未”。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乾隆朝卷四），乌鲁木齐 ：新

疆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77 页。

陈光国、徐晓光 ：《清代新疆地区的法制与伊斯兰教法》，《西北民族研究》1995 年第 1 期。

清代新疆维吾尔族民众主要聚居于施行伯克制的回疆八城，此外，还相对集中分布于施行札萨克制的哈密、吐鲁番。伊犁尚有一部分自准

噶尔时期便被迁徙至此从事农耕的维吾尔人（清代文献称“塔兰奇人”），清代亦以伯克制进行管理。虽然行政管理方式各有不同，但是这

些地区的维吾尔人一般都信仰伊斯兰教，其民事纠纷及轻微刑案均以伊斯兰教法裁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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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法已经形成了一个包括戒律、民事规范与刑事规范三部分的体系庞大的法律体系。自喀喇汗王朝

时期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直至察合台汗国时期，成为维吾尔全民信仰的宗教，其间经历了伊斯兰教的本土化，

伊斯兰法与维吾尔习惯法不断地交融，伊斯兰教法日益成熟。清代统一新疆之前，维吾尔聚居的回疆地区

为准噶尔贵族羁縻统治，回疆社会基本是和卓为核心的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政权。清代统一天山南北各路后，

对新疆实施“因俗而治”，在贯彻“政教分离”政策的前提下，对宗教信仰予以保留并承认，具有宗教背

景的伊斯兰教法依旧活跃于回疆基层社会的民事等领域当中。

异质性。伊斯兰教在哲学基础、价值取向上都与儒家文化存在较大的差异。儒家文化以天道、伦理为

哲学基础，奉行“君权神授”，以血缘宗族为纽带，而伊斯兰文化则崇信真主安拉，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权政

治，以宗教信仰为纽带。虽然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以及新疆，都经历了本土化，然而，宗教教义的基本内容

以及伊斯兰教法的本质并没有变化。因此，基于文化内涵的差异，清代回疆的伊斯兰教法与国家制定法之

间存在较为突出的异质性。这首先体现为宗教法与世俗法之间的差异，此外，其差异在刑法领域的体现为

对杀人及伤害罪的定刑及惩处 ；民事领域当中，中原伦理法强调“同姓不婚”，回疆民众则实行“同乳不

婚”与“同出不婚”① 。《新疆回部志》亦载“兄弟之子女则互相婚配”② 。诉讼领域，中原法的司法审判

中案件的定拟以口供为主要依据，而在伊斯兰教法的审判中则比较重视证据。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则有“设誓”

的制度：“其俗最重诅誓，谓之抱经。凡钱债、田土、婚姻纠葛不明，则诣礼拜寺诵经，誓者将经卷抱胸前，

置朗（即假头）于地，以足踏之，示不再食意，即罢争。然稍有虚伪亦不敢誓，恐为神所诛也”③ 。成书于

清末的《于阗县乡土志》也有相关记载 ：“人多信誓，过有疑难不了之事可以誓决，惟入誓须居中公正作证

之人，两造不能自誓，亦杜譸张为幻之意也。”④

自治性。鉴于独特的宗教文化传统，清代对新疆地区实施“因俗而治”，以军府衙门监管下的各民族

上层等直接管理民政事务。就法律治理而言，立法权与命盗刑事案件的司法管辖权基本由国家控制与掌握，

基层民事领域则给予较大的自治空间，民事纠纷一般由札萨克王公、伯克及阿訇为代表的宗教人士等裁决

调解。因此，清代新疆地区的伊斯兰教法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性。

尽管与国家制定法存在较大的差异，清代新疆地区的伊斯兰教法并不构成独立于或外在于传统中国的

法律制度，它作为清代主权管辖下的地域性的法律为新疆地区维吾尔等民族加以遵行，与其他多种法律互

为补充“相辅而行”⑤ ，共同构成清代新疆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有机组成。

（二）伊斯兰教法与国家律法的适用领域

清代统一新疆之前就为回疆民众遵循奉行的伊斯兰教法等在司法领域中的适用范围与领域伴随边疆政

权建设的稳固逐步受到限制，国家制定法在新疆刑事司法领域内的统一适用受到维护与强化。随着清政府

对新疆统治的渐趋稳固，国家法在刑事司法领域的适用也进一步推广和深入，命盗重案开始要求一律按国

家律例统办。⑥

乾隆五十七年（1792），乾隆帝就回子托虎塔殴伤胞兄迈玛特额则斯身死一案于十一月九日以上谕申斥

审理此案的乌什办事大臣富尼善，原因即是富尼善援引伊斯兰教法定拟审断案件。上谕云 ：

［清］袁大化修，王树枏等纂：《新疆图志》卷 48“礼俗”。李毓澍主编：《中国边疆丛书》第 1 辑，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1965 年，第 1725 页。

［清］苏尔德 ：《新疆回部志》卷 2“婚姻”第十七，吴江吴氏辑刊。

［清］方希孟 ：《西征续录》（下卷），《西北行记丛萃》，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148 页。

     马大正等整理 ：《新疆乡土志稿》“于阗县乡土志”，第 423 页。

乾隆二十六年，喀什噶尔伊斯拉木刺杀台因和卓并伤及其妻弟案发。此案中，伊斯拉木系照管屯田回人，因台因和卓之妻辱詈起衅，刺杀

台因和卓并伤及其妻与弟。负责此案的永贵认为应依照大清律例中的斗杀律拟绞而非引照“回经”出财抵罪，因而上奏请示皇帝。乾隆帝

在 11 月 4 日的上谕中指出伊军机大臣 ：“按律定拟，断不姑宽”，但“伊斯拉木稍有劳绩，是以格外加恩”。乾隆帝在此案中倾向于以伊斯

兰教法定拟，说明认可伊斯兰教法在特定条件下可以作为对律例的补充而予以适用，使其处于类似于对国家法的变通执行的地位。但这种

变通主要体现为一种“皇恩浩荡”，而不是对伊斯兰教法在刑事领域法律地位的当然承认，因为只有在“亲属情愿”的情况下，其方可适用。

见《高宗实录》卷 646“乾隆二十六年十月癸酉”条，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乾隆朝卷四），第 73 页。

①

②

③

④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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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回子归化有年，应谙悉内地法纪，今托虎塔殴死胞兄，即应按照内地例案办理。富尼善既将该犯

问拟立决，又援引回疆捐金赎罪条款，折内并称我内地之例，彼回子之例，尤不成话，回子等均属臣仆，

何分彼此，富尼善甚不晓事，著严行申饬。嗣后遇有似此紧要事件，均照内地成例办理，并饬新疆大臣等

一体遵办。①

从谕旨看，乾隆帝断然驳斥了刑案审断中弃“内地法纪”不用而以伊斯兰教法定拟的富尼善，明确指

出即便是回疆回众，遇有重要命盗案件也应当统一适用以律例为主的国家制定法，理由是“新疆回子已归

化有年”。该案进一步说明，清政府并不认可伊斯兰教法裁决命盗刑案的效力，早期的有限承认只是一种暂

时性的政治举措而已，在刑事司法领域中维护和强化法制的统一与律例的权威，始终是清政府一以贯之的

主张。就此而言，清代律典的制颁与推行，尤其是推行于边疆多民族地区，清廷实现或努力实践的不仅仅

是法制建设的目标，确立政权合法性与王朝认同为指向的国家政权建设才是更为根本的目的。基于此，伊

斯兰教法等民间法、习惯法的适用范围与空间随清政权稳固而逐步压缩，主要在基层社会民事领域发挥作用。

军府体制之下，伊斯兰教法的适用地域主要包括施行札萨克制的哈密、吐鲁番回王领地以及推行伯克

制的回疆与伊犁部分地区。札萨克制是清代对边疆诸地多种行政管理模式中最具有自治性的一种，即便如此，

据档案资料显示② ，回王的司法权限也主要在于运用伊斯兰教法处理领地的民事案件与一般刑案，命盗死刑

重案则需呈请驻扎大臣裁决，回王则主要履行侦缉贼犯及协助官府审断案件的职责。文献资料所载与档案

较为一致 ：“按照法律吐鲁番王有权审理萨尔特人之间的诉讼案件，但只限于能按伊斯兰教法典来解决的案

件。所有比较重要的事件都要由汉族（按 ：清朝）当局来处理。”③  哈密王虽可审理属下民众包括刑事案件

之一切诉讼事务：“但他无权判处死刑，判处死刑一概须呈请汉族当局批准，获准后也不能由哈密王来执行，

而是要把犯人押送给汉族当局来处决。”④  伯克衙门作为清廷在回疆地区的基层行政建置，对于各回城民事

案件以及轻微刑事案件享有以伊斯兰教法为依据的司法管辖权，但无命盗重案的受理权限，“不得专生杀”⑤。

国家立法《钦定回疆则例》对品级最高的阿奇木伯克的司法权限作出如下明确规定 ：

各城阿奇木伯克等，凡遇枷责轻罪人犯准其自行办理，仍令禀明驻扎大臣存案备查。如遇有刑讯重案，

阿奇木伯克不得滥设夹棍杠子，擅自受理，随时禀明本管大臣，听候委员会同审办。⑥

从现存的档案资料看，回疆各城伯克主要以报案、缉捕案犯、会同勘验、会同审理案件等形式参与刑

事司法活动，司法权限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与监督。

相对伊犁与乌鲁木齐地区，回疆是清代新疆相对封闭的以维吾尔为主体的土著社会，除去基层官衙伯

克衙门在驻扎大臣监督之下行使一定的司法权力之外，以阿訇为主体的宗教法庭活跃在广大的基层社会民

事领域当中，发生于维吾尔民众之间的一般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由阿訇等宗教人士以伊斯兰教法审断。宗

教法庭又称协里叶提，一般附设于清真寺，相互之间“各不隶属，互不干涉”⑦ ，司法权力的行使相对独立。

回疆宗教法庭的组成主要有“艾来目，掌教，也叫主教，汉人称为大阿訇。卡孜卡兰（qazi kalan），宗教学

权威，负责咨询工作，解答裁决触及教律的疑难问题，汉人称之为二阿訇。卡孜热依斯（quaiz rais），宗教

法官，负责处理民事、诉讼、婚姻、财产继承等事，汉人称之为三阿訇。穆夫提（mufti），执掌教法，对宗

教法典作出解释和决定的说明官，汉人称为四阿訇”⑧ ，以阿訇为主要组成人员的宗教法庭主要处理回疆基

层民众的民事纠纷，司法实践中以伊斯兰教经典为主要的法律依据。

①

②

③

《高宗实录》卷 1413“乾隆五十七年九月辛酉”条。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清实录》新疆资料辑录（乾隆朝卷五），第 603 页。

档案资料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宫中朱批奏折 04-01-26-0049-028“奏为审明缠头回子迈迈提呢牙斯等图财致毙二命各犯按律定拟事”，

道光五年四月二十二日、宫中朱批奏折 04-01-01-0500-026“奏为遵旨将偷窃绸缎回犯爱里雅尔等即行正法并酌意照旧设立伯克稽察管束

回众事”，嘉庆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

     ［俄］尼·维·鲍戈雅夫连斯基 ：《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新疆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2 年，第 106 页。

［清］魏源撰，韩锡铎、孙文良点校 ：《圣武记》（全二册），北京 ：中华书局，1984 年，第 167 页。

《钦定回疆则例》卷 6，“阿奇木伯克不得私理刑讯重案”条。《蒙古律例·回疆则例》，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出版，1988 年。

王东平 ：《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研究（1759-1884 年）》，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214 页。

杜绍源：《新疆维吾尔族伊斯兰教派简介》，《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 15 辑。转引自王东平：《清代回疆法律制度研究（1759-1884）》，第 214 页。

④

⑤

⑥

⑦

⑧



149

①

②

③④

关于清代回疆伊斯兰宗教法庭的确切资料并不多见，仅能做一般了解。清代新疆察合台文契约文书在

很大程度上补充了汉文资料的不足，对以阿訇等宗教人士为主导的宗教法庭在清代回疆社会的普遍存在与

运作皆有比较充分的说明① 。现以“沙木沙克苏皮给阿卜拉海里排卖地契约”为例，契约的签订日期是道

光十三年（1833）一月十八日，具体内容为 ：

具结人沙木沙克苏皮，我把自己在热巴其合洁渠的 12 卡勒克祖传旱地用 10 块银币卖给了毛拉阿卜拉

海里排。钱已如数收到，地已不归我所有。它不是瓦合甫地，不是典当地，也不是恩赐田，他人不得干预。

今后，倘我或后代闹事，在协里叶提（即宗教法庭）面前一律无效……②

契约最后是证明人与印章以表明契约的有效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契约文书注明“在协里叶提（宗教

法庭）面前是无效的”，说明在土地买卖活动中双方当事人依据的法律当属当地固有的民间法而非大清律例。

此外，在现存大量清代回疆契约文书中，我们能发现在婚姻、继承等民事领域仍然普遍适用以伊斯兰教法

为核心的回疆民间法。

清代回疆地区的法制实践表明，清代国家制定法以公法领域的调整为重，而伊斯兰教法则主要调整与

规范回疆民众私权领域的民事纷争，二者恰恰形成调整领域与内容的互补，伊斯兰教法对于清代回疆基层

社会管理与社会秩序维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法制实践中，伊斯兰教法与国家律法的适用因多种原因并非严格限以民、刑领域而更

形复杂。就档案原件以及档案汇编等众多文献资料反映，在对新疆的法律治理中，清代各级政府重点就命

盗案件行使司法管辖权，除此，一般刑案甚至民事案件也在其管辖范围之内。道光四年（1824），刑部陕西

司复核和阗办事大臣奏“孙尔男重利放债”之案时指出 ：“查该犯既非例应查抄之犯，则被抄资财自应照例

追还，应令该大臣将该伯克及众回子所借银钱及房地契纸等物当押各项，一并追出，给该犯具领”③ ，此案

即为其时军府衙门行使民事案件司法管辖权之一例。其他如道光四年阿克苏办事大臣咨刑部“回子玉素甫

行窃回子固尔板马匹”④ 案、道光十一年伊犁将军咨刑部“为奴回犯爱拜都拉呈控披甲乌尔清阿索借银钱”⑤  

案等，皆为地方官衙对一般民刑案件所进行的司法管辖。尽管此类案例资料相形命盗重案较少，因而无法

进行深入、细致的进一步的研究，但重要的是，它揭示了清代各级政府对边疆司法干预的范围与领域并非

仅仅局限于命盗刑事案件。同样，清代新疆伊斯兰教法的适用也是复杂而多面的。

（三）新疆建省后伊斯兰教法的适用

1884 年建省新疆由“藩部”变“行省”，州县制得以普遍推行，军府体制下司法权力的多元配置在一

定程度上得以改变。伯克、札萨克王公以及宗教法庭之司法权力曾一度或被取消或被削弱，民政包括司法

管理职能改由新设之州县衙门统一行使。刑事司法领域内的变化与进展比较突出。综合建省初期与清末新

疆的众多案例，我们发现，各道司法审级虽不尽一致，但基本遵循了县—府—道—司—院这样一个程序。

相较内地直省“州县一切案犯，由府审转解司，直隶州一切案犯由道审转解司”⑥ ，因全疆府厅州县均由四

道管辖，道在司法审判中的地位显得更为重要，命盗刑案几乎无一例外均经各道复审报臬司复核。由此可见，

建省后地方审级的设置、管辖与内地各省已无二致，但同时也表现出了边疆地区行政区划与司法运作的独

特性。民事领域也因行政建制的变更而呈现变化。以成书于清末的《新疆乡土志稿》中的一则内容为例 ：

于阗地广人多，雀角鼠牙，无时不有，而争讼草湖之案尤极繁难。缠文字据既难尽凭，穷荒界址亦多不确，

办理最多轇轕，动辄缠讼，数官不能了结。志焄（按 ：即于阗县知县孙志焄）每遇民间争讼草湖，近则亲

关于察合台文契约文献文本的具体研究，国内主要有王守礼等编《新疆维吾尔族契约文书资料汇编》（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编印，1994 年）、

于红梅《清代天山南路察合台文契约文书研究》，2003 年新疆大学硕士论文、艾尔肯·依德力斯《清代天山南路察合台文契约文书研究》，

2006 年新疆大学硕士论文、娄晓瑞《清代南疆察合台文契约文书研究》，2011 年新疆大学硕士论文以及张世才著《清代民国时期维吾尔族

契约文书译注》（未刊稿），以上研究都对清代新疆察合台文契约文书进行了广泛的收集与较具学术价值的转写与解读。

王守礼、李进新编 ：《新疆维吾尔族契约文书资料汇编》，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编印，1994 年，第 7 页。

          何勤华、沈天水等点校 ：《刑部比照加减成案》，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9 年，第 402、448、683 页。

［清］薛允升 ：《读例存疑》，卷 49《刑律之二十五·断狱下》，胡星桥、邓又天主编 ：《读例存疑点注》，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第 853 页。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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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履勘，远则派人确查，断结之后为之绘图具结，钤盖印信交两造各执一纸，剖判详悉，界划分明，故志

焄断结草湖之案，虽历多年未有复翻者，化大为小，化小为无，于民暗受其福① 。

此为县府裁断回疆基层社会民事案件的记载。于阗知县孙志焄曾于光绪十七年（1891）十月至十九年

七月、二十三年四月至二十五年二月两任于阗县，其裁断属县民事案件之事例虽仅为个案，但亦能反映出

建省后回疆基层寻常民事纠纷向由阿訇等裁断之局面已被打破。此种变化回疆民事契约也有相关反映。光

绪三十一年关于财产分配纠纷的契约中“我跟我的同伴阿吉肉孜海力排因在分配收入中意见不一致，所以

上告县官”②  之类的文字，即反映了建省后回疆基层民众对于清政府地方官衙与清代律法的一定程度的认同。

建省后国家司法在基层社会的强化与扩张是边疆政治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然而仅据以上资料并不

能断定国家法律已深入基层社会，《新疆乡土志稿》“凡命盗斗殴，户婚田土钱债，奸赌杂犯等案均有回律……

改设郡县后，无人议及，故阿訇回目等至今得分地方官审判之权，於政界不无妨碍，此亦政学家所当留意

者”③  之语，文献反映的哈密与吐鲁番回王在领地司法权的一仍其旧以及清末回疆契约资料所载，都表明建

省后伊斯兰教法依然在基层社会实际施用而且并非仅仅限于民事及一般刑事案件，伊斯兰教法与宗教法庭

并未因建省而退出司法领域，回疆基层社会法律格局并未改变。对此现象的合理解释是 ：（1）由于元代以

来的宽松宗教政策，清代确立治权之前回疆已形成相对稳定与成熟的伊斯兰文化生态，清代军府时期所推

行的民族隔离之下的因俗而治则进一步阻断了边疆与内地之间的文化交流而固化了伊斯兰教文化在该地域

的封闭发展，即便建省，作为一种外在的政治建置的更张也不可能骤然改变这种文化格局及宗教文化对地

域社会的影响；（2）同治年间中亚浩罕军官阿古柏入寇回疆最终占据大半新疆达十数年（1865-1877 年）之久，

其间严格推行并全面恢复伊斯兰教法，清廷百余年来对新疆多元法律的统合及法律的正常运行秩序被打破，

法制进程出现停滞甚至倒退 ；（3）由于多种因素，直至清解体，新疆行省建置都未臻成熟与完善，风雨飘

摇中的晚清中央王朝面对僻处西极政制更张之新疆，行政管理能力尤显不逮，突出体现在吏员不谙边情及

回疆县域空间范围过大之下人员配置的不敷应用等。以上种种决定了清代建省后甚至延至民国时期新疆基

层政权施政均有赖于与回疆基层社会治理体系相妥协并协作，也决定了伊斯兰教法与宗教法庭在回疆基层

社会的长期存在。④  总之，清后期因新疆政局动荡，清政府统制力削弱，对刑法方面的改革未能贯彻至终，

南疆等地仍沿用伊斯兰教法处理刑事罪犯。因而伊斯兰教法与国家律法在民、刑适用领域的严格区分以及

建省后国家法于回疆基层社会的扩张则显然是成了一纸具文。

概言之，国家律法与伊斯兰教法等共同构成了清代新疆社会秩序维护的重要力量，阿訇及宗教法庭是

回疆基层社会的主要控制力量，由此形成了清代新疆基层社会控制的多元与清代新疆治理中多元法律的互

补并存。作为清代新疆法律体系重要组成的伊斯兰教法，其地位、性质与实际运作仍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⑤

①      马大正等整理 ：《新疆乡土志稿》“于阗县乡土志”，第 417、423 页。

王守礼、李进新编 ：《新疆维吾尔族契约文书资料选编》，第 39-40 页。

《清代民国时期维吾尔族契约文书译注》（未刊稿）载有数量众多的回疆民事契约共 401 件，清代近 170 件，其余皆属民国时期。这些资料

在突出体现了伊斯兰教法对回疆基层民众生活秩序的维护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反映了建省以来县衙与宗教法庭之间的协作与互补关系。例如

在民事契约上看到“县太爷 jiajiu（汉族人名）的印章后盖了宗教法庭的印章”（见契约 111. 阿依拉萨依排布维等出卖遗产田契，第 239 页）；

县衙审断民事纠纷，在原告无法提供证人时，依照伊斯兰教法由原告发誓（见契约 123. 帕萨尔起诉谢赫阿訇等要求给付钱款，第 268 页）；

原告向“政府”起诉，政府则指派由宗教法庭审问（见契约 133. 阿斯甫夏依起诉赛依都拉强占土地，第 289 页）等。

目前学界尚未展开针对以上问题的探讨，仅梁治平在其传统中国法律多元格局的研究中有所涉及。梁治平的对中国传统社会法律多元图景

的概括是基于以产生途径为主要因素的综合考虑，即国家法是以国家政权为依托，而具有各种形态的民间法则自然生成于民间，具体形式

包括习惯法、行会法、家族法、民族法、宗教法等等。梁治平认为形态各异的民间法与国家法虽然存在差异，但二者之间并非截然对立、

界限清晰、彼此对立，二者均以“情理”为基础而并不具性质差异。然而，事实上，此论说并不严谨。民间法多种形态当中的宗教法以及

具有宗教背景的民族法等，与其他形态的民间法以及国家法可能具有性质的差异，尤其是宗教法当中的伊斯兰教法。作为一种神启法，它

与宗法伦理为内核的儒家法文化是性质不同的两种法律文化形态。尽管清代新疆的伊斯兰教法是吸收了传统的维吾尔习惯法而本土化了的

伊斯兰教法，就清代典籍文献所载，清代统治者也是将其作为少数民族习惯法看待的。然而，就其本质而言，它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宗教法。

再如清代哈萨克习惯法，也是具有伊斯兰教法色彩的习惯法，不过因其游牧经济形态而宗教色彩比较淡化。如此，将宗教法、民族法等一

概纳入民间法，则与梁治平本人对民间法与国家法具有“同质性”的表述形成悖论。故此，梁治平关于构成法律多元的“民间法”的关注

毋宁说是“汉民族的民间法”。那么，宗教法尤其是清代新疆的伊斯兰教法又将置身何处？可见“民间法”的内涵、范围乃至与国家法的

关系等均尚需厘清与审慎思考，如梁治平自己坦言，其关于“民间法”的讨论仅是一种“粗略的勾画”，它“远不是一幅完整的图景”。 

②

③

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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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将清代新疆多元法律置于研究视野之外的传统中国法律文化多元格局的勾勒与探究显然有违历史事

实而无法尽如人意。如果我们不否认传统中国法律文化的多元格局，不否认国家法之外形态、性质各异的

民间法的存在，不否认边疆少数民族法律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重要构成，那么，在初步研究的基础上，

将清代王朝政治之下新疆地域维吾尔遵行的伊斯兰教法、蒙古各部的蒙古法与以游牧为生的哈萨克、布鲁

特等民族的习惯法等都归属于民间法，应当并非武断草率之举。

尽管伊斯兰教法与国家律法构成了清代新疆法制实践当中的互补共存，但清代回疆基层社会伊斯兰教

法的施用亦形成了因基层社会控制的相对自足以及回疆基层社会对清朝政权的疏离，此亦是清代边疆国家

建设的隐忧。

三、清代新疆“法律多元”的特点及其影响

清代新疆同时并存的国家制定法、伊斯兰教法、蒙古法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习惯法等所构成的法律多元，

是具有特殊性的法律多元的一种模式。作为一种独特地域背景下的多元法律的发展，清代新疆的法律多元

形态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点 ：

其一，一体之下的多元。清代新疆法律的多元性主要是以国家制定法、伊斯兰教法、蒙古法与其他少数

民族习惯法并行为体现的。然而，作为统一主权治下的清代新疆少数民族法律规范，也如其他形式的民间

法一样“总是受到国家法律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不是完全独立于国家法律的意识形态之外”① ，这便决定

了大一统王朝之下清代新疆法律在具有多元性的同时，也具有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清代统一新疆之后，始

终致力于通过各种手段推进国家制定法在刑事与行政管理领域的适用。尽管由民族隔离强化的“因俗施治”

一定程度上尤其是在基层社会构成一体化的制度性障碍而削弱与消解了清廷对于多元法律的统合，但清代

新疆多元法律的总体趋势始终是以国家制定法为主导的一体化，法律的多元亦是在一体之下的多元。

其二，基于性质差异的多元。有清一代，内地省份的法律大致呈现基于同质的多样性存在，相较而言，

新疆地区的法律则是基于异质的多元性的存在。清代新疆多元法律之间具有较为突出的差异性，其中尤以

维吾尔族民众遵行的伊斯兰教法与以《大清律例》为主体的国家制定法为突出表现。清代回疆伊斯兰教法

是一种宗教法，与以世俗伦理为主要特征的国家政权制定颁布的一套法律话语体系具有鲜明的差异。客观

地说，清代新疆宗教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并存并不似内地国家制定法与家族法那样基本由国家与社会直接分

享同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形成的异质性与独特地域背景下的多元性也是显而易见的。概言之，中央集权专

制体制之下，清代新疆多元异质的法律体系是多元复合的具有不同效力层次的法律体系，以《大清律例》

为核心的国家制定法始终在重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并具有最高效力。

其三，互补而非冲突的多元。理论上，文化内涵与性质各异的清代新疆法律的多元并存会产生激烈的

冲突，但事实上，由于作用领域与范围的不同，清代新疆的多元法律之间主要呈现基于差异的互补关系。

具体说便是，刑法、行政法等公法领域内统一适用国家制定法，而伊斯兰教法与其他少数民族习惯法的适

用被主要限定于基层民事纠纷领域，其作用的发挥与影响亦被限定于一定的空间和地域。就国家制定法之

外的蒙、哈各民族习惯法与伊斯兰教法等，虽共同作用于基层民事领域，亦由于民族隔离之下各少数民族

并未杂居共处而少有冲突。简言之，清代新疆多元法律的关系型态并不是以矛盾为主要内容的冲突而是基

于互补关系的共存。 现就以上三点进一步申论之，清代新疆多元法律的实际运行对区域政治所产生的是不

容忽视的复杂而深刻的影响。

（一）分化与统合 ：法律多元及其隐含的政治离心力     

新疆自古以来便是中西交通之孔道，多民族生息繁衍迁徙辗转之所，多元的文化绚烂驳杂。乾隆

二十四年（1759）清政府统一新疆后采取“因俗而治”的政策，针对新疆地域特有的民族、文化与宗教信

仰，清政府实行了军府制之下的多元行政管理模式，州县制、伯克制、札萨克制等多种制度并行。州县制

① 苏力 ：《法律规避与法律多元》，《中外法学》1993 年第 6 期。

清代新疆法律的多元形态与边疆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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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的行政管理模式均为中央政权的间接治理，尤其是在民政领域，各少数民族王公伯克享有不同程度的“自

主管理”的权力，清代新疆法律呈现较为典型的国家制定法、宗教法、习惯法等多种法律形式并行的法律

多元状态，法律多元以及多元法律的一体化便成为清代新疆法律发展的基本脉络和突出特点。清代新疆法

律的一体化主要是指在统一主权下清代新疆多元法律以国家制定法为主导的内部整合及与内地渐趋一致的

动态过程，它既是国家法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法律之间互动的生动反映，同时也构成了清代新疆法律发展

的主要方向与趋势。

清代新疆多元法律的一体化构建主要在刑事法律领域内开展，民事领域内则一直秉持“从俗从宜”的

宽松原则，保留或默认基层民间社会私权领域内的各民族习惯法以及伊斯兰教法。这种刑、民领域法律适

用的不同首先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重刑轻民”的体现，民事纠纷一向被视为雀鼠之争，无足轻重 ；另一

方面，清代法律具有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特点，即刑法与行政法等公法完善发达，而民事法律则相对滞后。

相较而言，国家制定法之外的清代新疆少数民族的法律，多与民事相关，以行用于回疆维吾尔社会的伊斯

兰教法为例，它是一个历史形成的已经较为成熟的宗教法律体系，民事法律规范构成其中比较发达的部分，

司法实践中与以公法文化为基本特色的清代国家制定法恰恰形成调整范围与内容的互补。基于以上两点，

法律治理实践中，清代新疆刑事司法领域的管辖权尤其是命盗案件的审断为官方严格控制与监督，基层社

会民事纠纷则基本由各族习惯法与宗教法进行调整与规范。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民族隔离之下维吾尔集中居

住的回疆地区，其基层社会民事领域基本成为伊斯兰教法的自理空间。

表面上看，清廷这种对回疆基层社会民事纠纷裁决及司法管辖的相对放任的法律治理模式与实践，并

不违背传统中国对待民事纠纷及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与“本风俗以为治理”的治边理念，而且同时实

现了两种法律在事实上对调整领域的互补，似乎并不存在问题。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制定法与伊

斯兰教法对回疆地区的调整并非一种同质的互补。站在客观的立场上，对清代新疆多元法律及实践进行较

长时段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宗教法施行于回疆基层民事领域的政治后果是不容乐观的。

具体而言，中原地区基层社会的民事纠纷虽然也并非统由国家制定法而多由以家族法等为主的各种形

式的“民间法”加以调整，但二者之间是以儒家伦理道德相互贯通并“同质同构”的。而在回疆地区，用

于处理“民间细故”的伊斯兰教法与儒家法的精神和内涵并不一致。尽管表面上在回疆地区国家制定法与

伊斯兰教法因适用领域的不同及调整范围的互补而并未出现激烈的冲突，但事实上，由阿訇等主持的伊斯

兰教法在基层社会民事领域的适用大大削弱了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的政治影响力。原因在于，作用于回疆

基层社会的伊斯兰教法，其对回疆基层民事行为的调整体现的并不是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国家政权力量，而

是以阿訇等宗教上层人士为代表的非官方的民间宗教力量。从清代回疆的民事契约与相关文献资料看，伊

斯兰教法由阿訇等宗教人士广泛运用于回疆基层民事领域的方方面面，“凡回子家务及口角争讼事件，全凭

阿浑一言剖断，回子无不遵依”① ，回疆民众唯“阿浑之言是从”② ，而细究阿訇所讲求者“与儒教宗旨，

格乎不入”③ 。由此观之，回疆民众在伊斯兰教法的实践中所形成的是一种对宗教文化以及宗教权威人士的

认同，而迥非儒家文化与清王朝的认同。换言之，这种作用于基层社会的与国家制定法性质迥异的宗教法

尽管对地域社会的稳定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民族隔离的原因也并未表现出相互间的冲突，但长远看，在

事实上将会造成“政治认同的离散性”④  进而削弱王朝政治统治。“阿洪回目等至今得分地方官审判之权，

于政界不无妨碍。”⑤  已为清末有识之士切肤体认。正因为这样，清代新疆法律治理实践中基层社会私法适

用的自在状态便隐含一种危险的无益于政权统一与稳定的离心因素，尤其是在与中亚地区具有复杂地缘与

     ［清］那彦成：《那文毅公筹画回疆善后事宜奏议》卷 77“澄清积弊”，《续修四库全书·史部·诏令奏议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

第 729、766 页。

马大正等整理 ：《新疆乡土志稿》“和阗直隶州乡土志”，第 385 页。

宁骚 ：《民族与国家 ：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年，第 280 页。

马大正等整理 ：《新疆乡土志稿》“于阗县乡土志”，第 4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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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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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联系的回疆。

（二）安边与化边 ：共同文化建设之于法律多元的缺失

清代新疆多元法律的一体化推进，力图实现的当然是巩固政权统治的政治目标，其实质是以稳定为目

标指向的边疆多民族地区国家法的建设，但是其主要方式是强化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刑事司法管辖权与

国家法制的统一适用，事实上仍是一种政治的手段。而推进多元法律一体化的有效途径并不仅仅在于操作

性的法律适用与司法管辖，其真正有效的方式在于制度背后多元文化的整合，具体说，即国家法建设在边

疆多民族地区的推进有赖于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主流文化价值观的确立并以此统合多元法律。

然而，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统一政权而形成并表现于各种政策中的“政权合法性焦虑”与“精

神紧张性”① ，使其施政自始至终带有以满、汉为主的各民族之间的畛域之分。基于此种民族狭隘性，清政

府并未在新疆地区着力推行儒教文化，即便在汉人居多的乌鲁木齐地区亦如此，少数民族地区更是民族隔

离下文化的相互隔阂与族群差异的凸显，汉唐以来的传统的边疆治策“因俗而治”在清代因与民族隔离的

结合而由开放、包容走向封闭、排斥。俄国学者 H. 克洛特科夫在清末调查伊犁、塔城地区锡伯族萨满教情

况后指出 ：“以我之见，锡伯人之所以至今能够保留萨满教的古老习惯和锡伯语的高度纯真，主要是因为从

东北西迁来伊犁、塔城之后与其他民族长期处于隔绝状态的原因。”② 回疆地区则更是伊斯兰教经文教育主

导下的具有“坚固组织、虔诚信仰、高度文化”③  的相对封闭的边疆地区，“当局对之，也只有剥削，没有

什么教养”④ 。直至 1884 年建省后，清政府才开始在新疆尤其是回疆地域逐步设立义塾推行较为系统的礼

教文化教育，然而其效果甚微，如清末《新疆乡土志稿》所云“自新疆改设行省，因其教不易其俗。复于

各府厅州县创立义学，圣教始行于西域，然其信孔教也，终不如其信回教之笃焉”⑤ 。即便“世受国恩”之

哈密回王亦“并不令其（按 ：回王所属回众）解读汉书文义，以至圣教儒经不能普及”⑥ 。作为王朝国家

意识形态的儒家文化对回疆基层民众的文化影响力之薄弱可见一斑。

马曼丽曾基于对西域文化历史上的三次重大变异⑦  的分析得出 ：“政治管辖、军事侵略都无非是一定时

期起作用的因素，最根本的要靠经济与文化的坚强维系力……而边疆多元文化是否合理、平等地整合在一

国民族文化之内，是否民族或国家的主体文化被变异，甚至完全涵化，这是与民族过程如何发展，国家的

统一与分裂息息相关的”⑧。清代在新疆多民族地区的国家法建设，包括立法、司法管辖权的掌握以及国家

律例与相关伦理规范的普遍适用等，虽然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家法制在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统一，但是由于

多种因素，建省前清代新疆国家法的推进与建设仅止步于公法领域及制度层面而未能深入触及直接关涉民

生的民事领域及最为核心的法律理念与文化心理，法律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建设并未得到重视，多元法律的

一体化构建因此缺乏基于交融而形成的内在的共同文化的支持与维系。这样，虽在统一的主权之下，但缺

乏共同文化基础、内部未经充分整合的多元法律所突出的就可能会是地方意识与族群意识并由此削弱国家

政权统治。清末新疆巡抚联魁所言“本地土民缠、蒙、布、哈各族素乏国家之思想”⑨，《新疆乡土志稿》载：“（回

部）归化以来，垂二百年，犹不知奉正朔，仍以回教纪元之年为岁次”⑩ ，即便“其奉正朔，唯在衙门局面

者衍故事而已”    ，种种情形均为共同文化建设的缺失作用于政治层面的现实表现。反思之下，时人之论“国

①

②

③

④

［日］东亚研究所编 ：《异民族统治中国史》，韩润棠、张廷兰、王维平等译，孙毓棠校订，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4 年，第 181 页。

［俄］H. 克洛特科夫 ：《伊犁、塔城地区锡伯族萨满教现状简述》，转引自贺灵编《新疆宗教古籍资料辑注》，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第 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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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之结合，非第形式上主权之统一也，而贵乎精神上、感情之统一也”① ，于史于今都不可不谓金石之言。 

（三）守边与治边 ：军府、行省体制下的边疆社会之统合

清代治新长期推行军府制，形成以武职官员为主的官员结构和重军事轻文治的政治实践。以军事力量

为保障推行边疆的因“俗”治理，是传统治边方略之一，也是新疆多元法律格局形成的原因之一。“新疆自

归中国版图，向只有军事设施，少有政事设施”② ，汉之西域都护府，唐之安西都护府与北庭都护府皆为例

证，清因汉唐旧制仍以军府治其地，民政职能于军府衙门监管之下多委地方民族因其旧俗而治。客观而言，

军府体制治边有其合理因素，尤其是“建设没有完成，或政治没有清明以前，必须先保有随时可用之足够

的武力”③，但长远看以羁縻与控制为要旨、以放任而非实际经营为治理特点的军府统治模式虽可急一时之

效并无致长治久安之功，倘无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建设为内在支持，“任何武力怕不能永保其不会腐败衰落”④。

究其根本，军府体制是以“抚驭”为要旨的借武力保障的“以本地头目办地方之事”⑤  的外在与间接的治理，

更准确地说是实现一种以“稳定”为政治诉求的社会控制而非以“建设”为内核的社会治理，边疆的治与

不治很大程度上系于中央政权的国力与军事控制力，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建立在一种主要依靠外在武力维系

的脆弱的平衡之上，其必然结果是“强则臣服，弱则寇仇”⑥ ，而历代新疆经营总无法摆脱征服——羁縻——

放弃的历史怪圈以致新疆“世为中原之患”⑦ ，无疑也与这种长期依恃军事威慑力而疏略民政诸务之实际经

理的治边思维与实践不无干系。

同治大乱后郡县之治取代军府之制，实为“舍去放任政策，进而实际经营”⑧ ，这无疑是对 1884 年新

疆确立省制的积极评价，同时也昭然可见对军府体制之弊的剀切揭示。⑨  纯任军事而不加实力经营的西北边

疆治理的传统思维直至清末边患危机逼处才得以完成由“军事统制进而为政治管理”⑩  的转变。同治大乱后

收复新疆之左宗棠以“修浚河渠、建筑城堡、广兴屯垦、清丈地亩、分设义塾、更定货币”   等经济、文化

建设为新疆善后最要之数端；清末疆臣联魁言“新疆地处极边，民心之向背动关疆圉之安危”   ，袁大化语“治

理新疆紧要治法有三：大抵以殖民为政策，以实业为急务，人聚地辟，货财充裕，以次及于军政、学务、巡警、

审判、选举、自治各要政，不难款集事毕，完善立臻，否则不务根本，专事虚名，不惟于事无补，必致官

民俱困。穷则变生，事所恒有，再有趁势收我人心，从而煽惑其间，大局即不堪设想矣！”   ，此三者均为置

身于近代以来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之下，边臣疆吏基于边疆与中原内地唇齿相依、存亡一体的认识而形成

的对于新疆治理由武守向文治的新的思考与传统治边思维的转向。

实践中，行省制的确立产生了诸多积极影响 ：军府模式治理之下多元权力中心的并存、边疆与中央政

权关系的相对疏离及官与民、族群之间的相互隔阂等积弊逐步得以改变，以“民生”为主的经济建设被视

为“急务”与“根本”，中央政权对新疆的法律管辖与行政管理得到强化，多元法律的统合因行政管理模

式的改弦更张得以推进，新疆与内地在形式上成为更加紧密的一个整体。虽然未及三十年清政权即解体，

于彼时新疆建设不无遗憾，然而清末新疆变局中政治治理模式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法律运行对国家边疆政治

与民族国家建设的重大影响却足启今人于边疆问题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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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 论

清代新疆治理虽已为年湮代远之历史，而新疆作为“欧亚十字路口”①  的地缘政治重要性与多民族多

元文化之地域独特性却丝毫未因沧海桑田而稍减，19 世纪清代新疆多元族群关系与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问

题依然是当下新疆治理面临的严峻挑战，清代新疆治理的多维度探讨无疑深具镜鉴价值。

以武力为后盾的军府体制、以分权与间接治理为特征的因俗而治以及民族隔离等治策，均为 18 世纪社

会现实及满清非汉政权特性所限定。为维护满清统治，清帝采用其治下不同族群的多种意识形态和行政结

构施行分而治之，构筑以蒙、回、藏为主体的边疆体系以制衡中原直省，国家意识形态呈现满洲萨满教等

固有信仰之外的统驭中原的儒教与统驭内陆亚洲的西藏佛教的并行共存，清帝为与各族群具有不同强度联

系的多维面向的“共主”。这种治策看似是清帝国成功的关键，而事实上则深埋帝国分裂之种。李勤璞明确

指出“即使在其（清朝，笔者注）承平时代，似乎从未想发展出统一的哪怕是综合型的国家文化、唯一的

帝国意识形态……蒙藏寻求从清朝分离，而清朝在国际间日加穷蹙，无力自主。这是清帝国自始没有进行

国家领域内的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以达致文化——民族共同体的后果”，这种“分裂的国体”事实

上“为其崩解预先做了承诺”② ，而后世种种边疆乱象更深植于此。伊斯兰教由于未被纳入国家文化构造的

内部整合及民族隔离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严格执行使新疆（尤其是回疆）始终作为一个异质性突

出并相对独立的地域，成为清代边疆体系中最为薄弱的一环。就以上种种，钱穆称清代是一个具有“私心”

的“部族政权”③ ，并不为过，而“政治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

精神上的权”④ ，更为深中鹄的之论。

就清代新疆多元法律及其统合的探讨，需要说明的是，提出并揭示多元法律整合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

并不是否定多元本身。中国历来都是多民族多元文化并存并以此为内在动力的国家。然而，对法律多元客

观事实的肯定，并不能忽略更不能否定因差异而形成的多元在事实上可能构成的对统一与稳定的消极影响。

那么，面对多元法律文化，“差异应当在什么层次上被允许或者被保护”⑤  以及差异应当以何种方式被允许

或者被保护，如何寻求制度框架下的解决之道，多元才不致形成社会的分化力量而是促进统一与稳定及激

发活力的整合力量，这是面对多元法律为政者所当深思之关键，王朝政治下如此，当今亦是。问题固然错

综复杂，但至少有两点必须明确，其一，维护并有益于国家及政权的稳定与统一，这是其中最为根本与首

要的，而这无疑也是多元作为一种存在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之所在，同时更是多元法律统合及一体化建设的

必要性之所在。其二，法律多元呈现出来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内部多元族群关系的整合，事实上并不仅仅是

法律问题，甚至也并不仅仅是形而上的统一的意识形态建设的问题，更为切实与基础的是，如何建立一个

由完善制度体系予以保障的各民族相互依存、利益共享，开放、紧密的经济政治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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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versity of Law and Governence of Frontier of Xinjiang in 
Qing Dynasty

—— Centered on Islamic Law

Abstract: Due to ethnic,religious,historical and other factors, the legal culture of Qing Dynasty in 
Xinjiang showed the pattern that the state law, religious law and customary law coexisted. especially 
during the period of Military government system.After the foundation of province,the administrative 
system of Xinjiang realized the unification with the mainland,the integration of diverse law also entered 
a new stage.However,the diverse law stil l  existed in Xinjiang.The diversity of law and its religious 
and ethnic factors constituted the unique local knowledge which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developed till Qing Dynasty and showed in Xinjiang region.The Xinjiang legal diversity in Qing Dynasty 
and the practice of the Islamic law as the main line in frontier showed:Although there was no lack of 
effectiveness,the practice of legal construction contained many hidden dangers in ethnic relations.
Essencially,the practice of xinjiang governence in Qing Dynasty in the respect of law,acturally was the 
important ring of the Chinese modern nation-state construction.

Key word: Qing Dynasty, Xinjiang, Islamic law, legal plur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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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sping the Expansibility and Scientificity in Marx's Labor 
Theory of Value Using Marx’s Analysis Methods

——And Analyzing on Some Related Debates

Abstract: It is scientific to explain Marx's labor theory of value from comparing different theories of 
value.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Marx's labor theory of value correctly, one must make clear the analysis 
methods from abstract to concrete in Marx's theory of value. In the three volumes of Das Kapital, the 
labor theory of value is the process of continuous and specific development. One must grasp its essence 
systematically and integrally. There ar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and opinions about labor theory of value 
in the academic, and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lain it in line with Marx's original description. It tries to make 
explanations to the following issues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The social necessary 
labor time should include social necessary labor time of live labor and the social necessary labor time 
of materialized labor; What the sources of excess value and surplus value are; In the special condi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the commodity value can be adjusted by the labor time with superior or inferior 
conditions; In the condition of serious supply and demand imbalance, the market value is determined by 
the inferior or superior conditions; Whether the capitalist management labor creates value; Questions of 
right and wrong i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valu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meanings of social 
necessary labor time and the value, etc.

Key word: Das Kapital, labor theory of value, international value, two meanings of social necessary labor 
time, value determination and value re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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