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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 世纪世界变革的冲击波，已使堡垒最为坚固的伊斯兰法迈向了自身改革的道路，西方化、现

代化、世俗化与复兴伊斯兰法的趋向构成当代伊斯兰法发展的主要特点。在改革中，大多数伊斯兰国家选择一

条中间道路，使现实的伊斯兰法既不与西方世俗法体系完全挂钩，也不与旧的宗教法制度彻底决裂，而是在跟

随物质文明与维护信仰不变方面达成了妥协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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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法自公元 7世纪与伊斯兰教同时产生以

来，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它有过

生机勃勃的初生岁月，盛极一时的繁荣时代和高峰

过后的恪守传统时期。然而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
像其他非西方的法律传统一样，在内部改革要求和

西方列强逼迫的双重压力下，它受到了前所未有的

冲击，开始了西方化的进程。从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初，伊斯兰法律开始走向现代化，以顺应伊斯

兰国家发展的时代步伐。到 20 世纪中叶，除沙特
阿拉伯等少数几个国家仍把伊斯兰法作为基本的

法律制度之外，其他伊斯兰国家的法律制度绝大部

分领域都已世俗化。20世纪 60年代末，出现了“伊
斯兰法复兴”运动，发生了伊斯兰世界法律改革中

引人注目的逆转。 
一、伊斯兰法的西方化 

近代西方法律向伊斯兰世界的渗透同帝国主

义殖民政策紧密相关，宗主国的法律文化是伊斯兰

国家法律西方化的历史渊源。它的西化，始于东方

专制王朝日渐衰落、伊斯兰各国沦为西方殖民地之

时。19 世纪，迅速发展的现代化工业使资本主义国

家向世界各地伸出触角，先后占领了亚非近百个国

家，并通过治外法权的获得，逐渐打破了穆斯林社

会的政治宗教平衡关系，殖民统治从此给伊斯兰国

家留下了深深的西方法印记。 

外来的西方法首先在奥斯曼帝国获得了一席

之地。奥斯曼帝国面临解体时，率先参照欧洲法律

体系，企图按照哈奈非学派的观点，把关于财产和

债权的伊斯兰法加以统一整理，通过了约 1850 条

的规定（1869～1876 年），称为《马雅拉》，在因袭

传统一成不变的伊斯兰法中开始注入西方资本主

义因素。埃及随后效仿法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

但殖民者直接控制下的英属印度的西化历程则有

所不同，伊斯兰法吸收了许多普通法，可以被称作

“盎格鲁—伊斯兰法”。当法官一旦认定沙里亚的

规范有欠缺之处、含糊不清、已经过时或者同“正

义、公平和纯洁的良心”不相容的时候，他们常常

完全无意识地乞灵于自己更熟悉的普通法原理和

观点，从而使伊斯兰法在印度的适用范围逐渐缩

小。此外，法属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突尼斯，

也受到宗主国法律的渗透，纯粹的伊斯兰法不复存

在，西方的法律已和伊斯兰社会融为一体。 

伊斯兰法的西化主要是以从外部逐渐渗透的

方式进行的。早在中世纪时，阿拉伯帝国就吸引了

希腊、罗马等国的法律思想与法律实践，这为近代

广泛接受西方法打开了方便之门。 
二、伊斯兰法的现代化 

从 19 世纪中叶以来，伊斯兰国家法律出现了

现代化改革，旨在通过内部改革，摒弃传统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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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的保守僵化因素，达到自我更新、自我完善和

超越西方的目的。但这一过程曲折艰难，主要存在

社会变化与法律变化、传统法律与现代法律、本土

法律与外来法律、价值合理与目的合理、伊斯兰法

与法律现代化等几方面的冲突与抉择。 

    （一）社会变化与法律变化。伊斯兰法是一种

宗教法，它主张体现真主安拉旨意的法律，具有绝

对普适性，超越时间与空间，万世不移，永恒不变。

在它的理论中，只承认一种法律，即作为宗教法的

伊斯兰法。所以在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上，它不是社

会塑造法律，而是法律塑造社会，带有“不是文明

发展法律，而是法律限制着文明”
[1]
的古代法的典

型特征。 

像其他法律一样，伊斯兰法同样存在理论和实

践的差距。在实际上，随着伊斯兰教势力的扩大，

伊斯兰帝国版图的扩展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所以

才会在《古兰经》、《圣训》基础上出现了“公议”、

“类比”、“择优”、“公益”和“个人意见”等发展

形式。 

在社会发展与法律发展的互动关系中，社会发

展会引起法律变化。拒绝变化法律，法律则会成为

严重阻碍社会发展的桎梏。如果不因时变革法律，

随着社会的发展，该传统法律最终可能被淘汰；如

果能够根据社会条件的变化主动变革传统法律，不

断赋予传统法律以新精神和新含义，它也许便能更

好地保留和发展。 

（二）传统法律与现代法律。对于历史悠久的

法律传统来说，改革通常面临更大的困难，这种法

律传统的现代化过程，操之过急往往会导致动荡和

传统的复归。伊斯兰法的复兴便证明了这一点。 

在社会条件和关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下，试图将传统法律理想化，以为传统法律可以解

决现代社会问题，是不现实的。纵观历史，伊斯兰

法在古代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指导人们生活以及统

一人们的信念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这一时期，这

种法律的内容和形式并不落后，它之所以会出现现

代化的问题，是由于西方现代化敲开了伊斯兰文化

的大门。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伊斯兰世界的社会

结构和社会关系急剧变革，传统生活方式受到冲

击。传统法律难以适应这种现代化过程的转型，必

须以新型法律适应这种新型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来

说，伊斯兰法的现代化是西方化的过程，主要是以

西方法律取代传统法律的过程。 

伊斯兰法的这个过程是极其艰难的，几经反

复，到如今仍没有找到一条适合的路径。它们总是

陷入一种窘境：恪守传统法律无法应付现代社会的

种种问题，移入的西方现代法律又往往会因不被接

受而成为一纸空文，独创一种现代法律体制则绝非

易事。所以，对伊斯兰法现代化过程的长期性和反

复性必须有充分的心理准备，要在冲突中整合传统

与现代法律文化，在碰撞中创设新型法律文化。 

（三）本土法律和外来法律。在法律界中对于

法律的移植问题素来有不同的见解，美国学者赛德

曼认为法律不可移植，认为因社会环境不同，移植

的法律不可能收到与输出地同样的效果。而英国学

者沃森则认为法律可以移植，认为“从最早的有记

录的历史时期始，法律移植——即一条法规，或者

一种法律制度自一国向另一国，或者自一民族向另

一民族的迁移——就一直是屡见不鲜的。”
[2]
  

其实在伊斯兰教的初期，随着对外征战，版

图扩大，许多地区皈依伊斯兰教，伊斯兰法曾大量

向外移植。19 世纪中叶，西方法律同样伴随着坚船

利炮移植到了伊斯兰体系中。从效果看，并非是不

可接受的。一种法律是否能移植，关键应看输出地

与被移植地的社会条件是否类似。近代以来，多数

伊斯兰国家不同程度地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它们

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与西方国家日益趋近。正像

罗马法特别是发达的私法精神和原则，反映了市场

经济和与之相应的市民社会的一般需求一样，近代

西方法律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民族国家条件下市

场经济、民主政治的基本精神与原则。因此，一些

适合西方国家的法律，也可以被伊斯兰国家所采

用。但也要看到，文化价值越强的法律越不易移植。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婚姻家庭法领域从古到今几乎

没有怎么改变过。至今，这些领域最多作一些修改，

而没有太多外来法律的入侵。 

（四）价值合理与目的合理。前者是属于实

质合理性，后者是属于形式合理性，亦称工具合理

性。用这两种概念来分析伊斯兰法律传统，我们可

以发现，伊斯兰教及其法律所追求的是价值的合理

性。这种价值的取向不在于取利，而是一种纯粹的

精神慰藉。这从它的原则中就可看出：至善行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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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获得真主恩典行为的原则；禁止收取利息的禁

令；通过救助贫困者免除某些惩罚的规定；公平买

卖与信守约言的告诫；孝敬和善待父母，善待妻子，

关照孤儿的劝导等。有时，由于过分拘泥于宗教信

条，甚至导致不合情理和有悖逻辑的结果。
[3]
 

伊斯兰国家虽然一直坚守着这一价值取向，但

随着西方用武力将现代价值取向输入伊斯兰文化

后，它们的法律价值导向已出现重要变化，即从价

值合理向目的合理的转变。但这一过程同样十分艰

难。因为伊斯兰社会长期奉行价值合理性，突然要

转向“感受型”的目的合理性，短期内必定会发生

激烈的价值冲突。转变过急，往往会导致对新价值

的抵触，甚至在转变过程中会发生对传统价值的回

归。伊斯兰国家在 150 多年的现代化过程中，已形

成了合理性效率导向的社会架构，要求与之相适应

的价值观念，因伊斯兰教价值合理导向有时占据绝

对优势，常造成社会功能系统的失调，导致传统社

会价值观念同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的社会结构与

制度安排方面产生明显冲突。 

（五）伊斯兰法治与法律现代化。伊斯兰法治

有两个含义：1、当代伊斯兰国家试图依法统治，

而现代国家出现的一些强权政治则予以制约；2、

这种法治不是西方的法治，而是“伊斯兰”的法治。 

这种法治过程，要求伊斯兰国家法律与宗教分

离，这意味着法律与信仰的分离，也意味着法律与

道德的分离。很显然，伊斯兰法的发展陷入了一种

困境：首先，要适应社会现代化发展，必须要有一

套现代法律，而西方法因文化价值上的差异而难以

得到认同，但独创一种新的符合原价值取向的现代

法律又大非易事；其次，传统的伊斯兰教价值取向，

本身就与现代法律不相协调，传统法律更多是倾向

价值合理，而现代法律则倾向于目的合理性，在传

统价值上构建现代价值观必然困难重重；最后，伊

斯兰国家的宗教从未受到任何冲击，奉行的是政教

合一体制，法律是宗教的法律，国家是宗教的国家，

可以说是一种宗教、国家、法律“三位一体”，这

种体制很难打破。 

但现代化是一种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虽然

难，伊斯兰国家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它们在神

学理论上，更新观念，以理性、进化论，实用主义

为指导思想的法律学说，逐渐构成了伊斯兰法学的

基本理论框架。当代伊斯兰法正在从精神圣坛走向

物质领域，这场改革也同样渗入婚姻家庭领域。 
三、伊斯兰法的世俗化 

世俗化的基本含义是用国家的、社会的、人定

的原则和规范取代上帝真主的意志、取代注重人内

心与思维的宗教信仰、取代法的宗教含义与精神强

制性。伊斯兰国家法律的演化，受世界潮流影响也

日益脱离宗教色彩而开始世俗化。具体表现为： 

（一）当代大多数伊斯兰国家逐步认可了宗教

与国家、宗教与政治分离的事实，改变了视宗教思

想为唯一法源的理论，制定了许多世俗法，构成伊

斯兰国家法律体系的世俗部分。而沙里亚与世俗法

相互融合，并行不悖，形成了伊斯兰国家二元化的

法律格局。在世俗化过程中，宗教法被限制到只适

用与婚姻、家庭、遗嘱继承等有关的穆斯林私人身

份案件，而在具体法律行为方面，如宪法、行政法、

民商法等领域，则明显偏向于世俗法，这就形成了

伊斯兰国家宗教法与世俗法的二元化。 

（二）伊斯兰国家宪法的颁布是伊斯兰法世俗

化的突出表现。宪法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深深

地打上了世俗化的烙印。在历史上，伊斯兰宗教法

的实施得到了政教合一的国家机构强制力的保障，

伊斯兰法的长久不衰，同样得力于阿拉伯帝国的认

同和推行。而当世俗政权取代哈里发制度后，制订

世俗化的宪法以巩固其政权就成了必然。 

（三）伊斯兰法存在时代局限性，这为世俗法

的出现提供了空间。伊斯兰法主要是在《古兰经》、

《圣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随意性很大，很难

适应多变的社会需要。因为伊斯兰国家除了宗教活

动，也有精神活动之外的物质生活、经济事务，这

些活动如全由原伊斯兰法来规范是不现实的，因而

必须要有世俗法的存在。同时伊斯兰国家除了宗教

法庭之外，还设有其他世俗法庭，诉讼活动的世俗

性也决定了法律运行机制的世俗性。 
四、伊斯兰法的复兴 

20 世纪 60 年代末，伊斯兰世界的法律改革发

生了一种逆转，表现为一些国家断然宣布废除原来

取自西方的法律、重新恢复适用传统的伊斯兰法，

这种转变被称为“伊斯兰法复兴”。 

伊斯兰法复兴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伊斯兰教的

复兴运动和对法律世俗化的不满。60 年代末，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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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中东战争的爆发，阿拉伯国家的纷纷独立，阿拉

伯与西方关系趋于紧张，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情绪

空前高涨。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的倡导下，中东

地区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伊斯兰复兴运动 。在

这场运动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思潮广泛传播，对

政府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促成了一些国家的

革命和突变。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认为要恢复昔日

“纯洁的穆斯林社会生活”，就应以反映真正伊斯

兰价值准则的“原初教义”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

清除外来特别是西方文化的不良影响。这种观点成

为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一面旗帜。它在利比亚、伊朗、

巴基斯坦和苏丹等国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从而把自

下而上的的复兴热情变成为自上而下的复兴行动。

同时，近代以来，伊斯兰教国家进行了持续不断的

改革，这种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列强施压和逼

迫的结果。经过长期的改革，传统的宗教势力大为

减弱。改革的初衷是想要增强政府的行政效率、迅

速发展经济，从而达到富国强兵、抵御外来势力特

别是西方国家侵略和干预的目的，但改革也带来了

许多问题。首先，它使传统的宗教信仰受到强烈冲

击，使大多数穆斯林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和怀旧心

理；其次，这些国家世俗化的过程很大程度上是西

化的过程，伊斯兰国家饱尝西方列强的欺凌压迫之

苦，对西方法律有一种本能的反感；第三，近代以

来的西方化改革，始终是由政府自上而下灌输的，

政府往往采取强硬措施，这引起了穆斯林民众的抵

触情绪；第四，世俗化的改革中存在许多弊端，其

中主要是政府专制腐败；第五，西方的政治和法律

制度引进后，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

导致社会秩序不稳；第六，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

这些国家被急速卷入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加上外

来的西方文化价值与传统文化价值相冲突，产生了

许多社会问题，而引进的西方法律又不能得到很好

的遵守，无法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以上种种都是

导致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的诱因。 

最先采取恢复伊斯兰法实际步骤的国家是利

比亚。1971 年 10 月 28 日，利比亚正式宣布恢复伊

斯兰法，随后颁布了一系列刑事和民事法律，恢复

传统伊斯兰法的一些主要制度。随后，巴基斯坦、

伊朗、苏丹等国也开始恢复伊斯兰法，这些恢复伊

斯兰法的思潮和行动，在整个伊斯兰世界引起了强

烈反响。 

伊斯兰法的复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渊源的变化。在中世纪，《古兰经》、

《圣训》是阿拉伯帝国的基本法律制度和最权威的

法律渊源。但自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中叶，法律

改革使之成为辅助性渊源。即只有在无明确的立法

规定时，才可作为法官判案的参考依据。自 20 世

纪 60 年代末以来，一些国家宪法或法律中关于伊

斯兰法作为法律渊源的规定发生了变化。1971 年，

利比亚的一项法律宣布“伊斯兰法是一个最主要的

渊源”
[4]
；1973 年《苏丹宪法》的 9条规定“伊斯

兰法和伊斯兰惯例是最主要渊源”
[5]
；在埃及，1980

年通过全民公决决定修改宪法，原宪法规定，伊斯

兰法只作为埃及立法的“一个主要渊源”，新的修

正条款规定伊斯兰法作为埃及立法的“主要渊源”
[6]
。从而把伊斯兰法的地位突出出来，高于其他渊

源而不是与它们并列一起；一些国家甚至把原来宪

法中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改为“一切权力属于

安拉”。 

（二）确保法律与伊斯兰原则相一致。在巴基

斯坦，早在 1956 年宪法的第 198 条规定“任何制

定法都不得与《古兰经》所规定的伊斯兰禁令相抵

触，并应使现存的法律与伊斯兰禁令保持一致”。

为此，宪法规定设立由总统任命的咨询委员会，负

责监督议会立法，就如何使现行法律与伊斯兰法保

持一致提出建议。1973 年宪法确立了这一原则。伊

朗在霍梅尼掌政后，也赋予伊斯兰法以最高权威。

伊朗 1979 年宪法第 4条、第 72 条和第 170 条宣布，

立法不得与官方的宗教原则和命令相抵触，一切与

伊斯兰原则相抵触的法律都无效，为此还设立了最

高司法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利比亚也在 1971 年

的一项立法中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主要职能

是负责审查当时生效的法律是否与伊斯兰原则相

一致，并起草新的法律，以废除和取代违背伊斯兰

原则的法律。科威特和埃及分别从 1977 年和 1980

年开始对当时通行的和新制定的法律进行审查，确

定它们是否与传统的伊斯兰原则相一致。 

（三）恢复传统刑法。在 19 世纪，无论奥斯

曼帝国还是英国人统治下的印度（巴基斯坦当时作

为组成部分），都废除了传统的伊斯兰刑法，而代

之以从欧洲大陆国家引进的世俗刑法制度。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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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刑法在《古兰经》中规定得比较明确具体，并

且在近现代的法律改革中基本上被废除。因此，在

伊斯兰法复兴的过程中，传统刑法便成为一些国家

关注的核心内容。 

在 1969 年利比亚革命的第二天，新政权就发

布了禁酒令，1972 年 10 月 11 日的法律恢复了伊斯

兰法关于盗窃罪和抢劫罪的规定。1973 年 10 月 2

日颁布了关于通奸的法律规定。巴基斯坦 1979 年

也颁布了《经定刑执行法》，1979 年颁布了《对财

产犯罪法》、《通奸犯罪法》。伊朗 1982 年颁布了《犯

罪惩罚法》，规定对饮酒者处以鞭刑，同时恢复了

对盗窃者处以断手的传统刑罚，还恢复了关于对杀

人和伤害行为实行同态复仇的传统规则。 

（四）传统民商法原则的恢复。在民商法领域，

《古兰经》涉及的内容不多，而且也较为笼统，后

虽也发展成为一个体系，但不能适应现代民商关系

发展，遂被西方引进的民商法所代替。而当代伊斯

兰法复兴过程中，民商法领域并不像刑法那样全面

恢复，只是某些基本原则被一些国家恢复。 

在恢复传统民商法原则方面最积极的是伊朗。

1979 年 7 月，伊朗政府就下令将所有私人银行、保

险公司以及绝大部分大中型工商企业收归国有，随

后又将两家大型报社收归国有，并将无数私人公司

国有化。1983 年，伊朗对原《民法典》进行了修改，

以伊斯兰法原则为基本制度并颁布了新的《民法

典》和《商法典》。这两部法采用了原法典的西式

结构，但废除了原法典中所有非伊斯兰法的内容。

巴基斯坦于 1980 年制定了《天课和什一税法》，恢

复了古代伊斯兰法的内容，把天课变为一种强制的

税收制度。苏丹于 1984 年的《民事交易法》中也

废除了原来的《买卖法》、《契约法》、《代理法》及

其他有关法律。新法第 6节规定“法院在适用本法

规定时，⋯⋯应以伊斯兰法原则和 1983 年《司法

判决渊源法》中的规则为指导”
[7]
。此外，伊斯兰

法的复兴还涉及到了婚姻家庭某些传统规则的恢

复，传统司法组织的恢复等。 

少数几个伊斯兰国家带头，影响了整个伊斯兰

世界，并采用政府立法的形式，把伊斯兰法上升为

一种意识形态。虽然理论和立法在实际中存在脱

节，但总体而言是实现了伊斯兰法的复兴。 

综上所述，伊斯兰世界的法律发展历程经历了

漫长曲折的道路，在各种因素的冲突与妥协中，努

力寻求着适合的发展方式。它的西方化、现代化、

世俗化发展均体现了伊斯兰世界社会进化的不可

逆转的时代潮流，标志着伊斯兰法的法律文化在经

历了近几个世纪衰微后，迈出了至关重要的改革步

伐。但在改革中，大多数伊斯兰国家在寻求一条中

间道路，现代主义与复古主义交织，新的规定与传

统法律并行。如今的伊斯兰法既不是中世纪古板僵

化的教条教义的重现，也不是任何形式的西方世俗

法的翻版，它已在物质文明发展与维护信仰不变方

面形成了妥协和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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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表彰我阿拉伯语界著名学者 

埃及高等教育部在开罗为 5位中国阿拉伯语界著名学者颁发了由该部部长阿穆尔·伊扎特签署的表彰

奖。这是阿拉伯国家首次向中国学者颁发此类奖项。获此殊荣的中国教授分别是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的朱

威烈、北京大学的仲跻昆、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国少华和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的杨言洪和葛铁鹰。这一奖项旨

在表彰上述专家学者数十年来在阿拉伯语教学、翻译以及阿拉伯问题研究等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埃及高

教部长伊扎特、教育部长艾哈迈德·贾迈勒、外交部部长助理萨拉马·谢克尔以及目前正在埃及访问的中

国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一行等埃中官员出席了当天的颁奖仪式。（摘自《人民日报》2005 年 5 月 20 日第 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