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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远古时代，宗教与法律是不分的，即使在

现代非洲法律体系中，仍然可以发现它们的密

切关系，比如非洲习惯法的原则、精神和价值理

念，基本上是对非洲传统宗教观念、原则和精神

的传承和体现。宗教，从远古时代开始，就已经

成为人类世界精神和情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

分。它是一个信仰、礼仪和实践的体系，常常以

某种方式制度化，将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连接

起来。它提供了一个使人接近神圣的桥梁，这一

神圣者的生命力量包含着并超越了这个世界[1]。
在非洲，土生土长的非洲宗教即使没有几千，也

有几百种。这些宗教尽管五花八门，仍然具有一

些基本的共性，即泛神教而非一神教[2]。在传统
非洲宗教体系内部，人类既能与神灵世界相互

影响，又能最终成为神灵世界的一部分 [2](77)，从
这一点来看，非洲传统宗教与我国传统宗教相

类似。在宗教和法律的发展演变中，宗教与法律

逐渐分开，出现了宗教、宗教法和世俗法，宗教

法仅适用于宗教教徒，而世俗法适用于异教徒

和非宗教教徒之间。尽管如此，世俗法的立法与

实践，都有宗教观念植根于其中。可以说，“宗教

与法律虽然是两个不同然彼此相关的方面，是

社会经验的两个向度，不管是在东方社会还是

在西方社会。它们之间存在紧张，但是任何一方

的繁盛发达都离不开另外的一方”[3]。它们都是
当前社会维系、规范和发展的重要手段淤。然而，
非洲宗教对非洲法律的影响之深远，远超越我

国宗教对法律的影响，至于它们之间的这种密

切关系，从非洲宪法和其他部门法中可以看到。

一、非洲宗教与非洲宪法的发展

当前社会占主流的宗教主要有东方的印度

教、耆那教、道教和儒教，而西方宗教主要有犹

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1](17)。然而，影响非洲各
族人民的宗教和信仰，主要有四种，即传统宗

教、基督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4]。传统宗教是非
洲的原生宗教，而后三种宗教是从外界传入非

洲的宗教，即使外来宗教现在已经逐渐与本土

宗教相融合，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还不能将它

们定义为非洲的原生宗教。关于传统宗教的现

代影响，南非共和国开普敦大学非洲研究中心

主任龙格教授（Lungisile Ntsebeza）认为，“南非
黑人有自己的本土信仰，有最高神的观念，并以

祖先崇拜的方式，通过祖先神灵与最高神进行

沟通，向最高神反映南非本土居民的期待与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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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而不是像葡萄牙、荷兰、英国等殖民者那样，

认为黑人没有宗教信仰。”于他指出，像南非等非
洲国家在独立后的民主化进程中，国内传统宗

教的复兴势力正在逐渐壮大，暗示着非洲人在

历经外来宗教文化的影响后,开始反省本土宗教
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希望重建共同的信仰体系

和精神家园。以上龙格教授所说，充分表明了现

代非洲人对于传统宗教的意义和价值的认可。

其他外来宗教中的伊斯兰教在非洲的传播始于

公元 632年，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他的宗教和
新伊斯兰国家继续壮大，通过军事征讨，很快就

扩张至阿拉伯半岛以外，进入了非洲，开启了非

洲伊斯兰教传播和本土化的新纪元[2](93)。伊斯兰
教进驻到北非后，通过经济贸易、政治和文化交

流缓慢渗透到西非、东非、中非和南非等地区。

这种向伊斯兰教日益增强的转变一般首先出现

在社会的上层，其中又以统治者和成功的商人

最愿意改信伊斯兰教，穷人和乡村居民群体的

改宗则要晚得多，因此，早期的伊斯兰教又被称

为“宫廷和商业宗教”[2](109)。非洲的广博和多样化
让伊斯兰教得以在一些地区顺利传播和受到尊

崇，但是，在另一些受到非洲本土宗教文化和其

他宗教文化影响比较彻底的地方相对较弱。北

非、尼罗河流域和非洲之角等地区的各民族，属

于世界上最早的基督教信奉者之列，然而与伊

斯兰教传播的途径不一样，基督教在穷人和政

治上受压迫的人中间传播得最快，埃及农民视

基督教为能够将他们与罗马或犹太贵族区分开

来的力量之源。基督教在非洲本土化的过程中，

吸收了古埃及宗教的许多神灵要素，如特别强

调荷鲁斯神和女神伊希斯，许多埃及人感觉他

们就像基督教里面的玛利亚和耶稣，因为在古

埃及人心目中，他们象征着复活和重生。这使得

基督教为一些非洲国家所接受，并且占据着一

定的社会地位[2](81)，如埃塞俄比亚[2](91)。南部非洲
国家信仰印度教的比较多，印度教是非洲的移

民宗教，南非是印度人移民较多的地区，其祖先

大部分是来自印度的契约劳工，在南非纳塔尔

地区形成了印度人穆斯林集团，但南非的印度

移民中，“差不多三个印度人中就有两个是印度

教徒。”[4](163)这些传播至非洲的外来宗教，在经过
千百年的历史发展变迁后，与本土宗教相互冲

突和调适，相融并存发展，成为具有非洲特色的

本土外来宗教。

在古代非洲，宗教与政治合为一体，几乎每

一个种族群体都有自己的政治及宗教制度[2](74)。
如伊斯兰教一般不谋求将宗教和政治分割开 [2](93)。
法律制度是政治统治的衍生物，是除宗教、伦理

道德以外的维护社会稳定的另一种手段。一般

而言，宗教的教法教规是宗教教义和原则的体

现，仅适用于宗教信徒，而受到宗教观念影响的

世俗法是适用于异教徒和非宗教教徒的法律。

在现代非洲国家的法律中，非洲宪法是最高法

律，但是从非洲宪政制度的历史发展来看，非洲

宪法不是非洲的本土产物，而是在特殊历史条

件下诞生的。15世纪以来，非洲大陆开始遭受英
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

等殖民主义国家的掠夺和压迫，直至 20世纪六
七十年代，非洲国家纷纷独立，独立后的非洲国

家在受到殖民主义国家的影响后，逐渐建立了

独具特色的宪政制度[4](281)。大部分非洲国家都制
定和颁布了宪法。现在非洲国家的宪政制度，从

性质来看，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分，从宪

法的社会地位和作用来看，美国的宪政制度对

非洲国家的影响甚大，甚至超过了原宗主国的

影响，非洲绝大多数国家仿照美国模式颁布了

成文宪法[4](282)。它是制定国内其他法律的重要依
据。在崇尚宗教信仰的非洲，国家统治者自然而

然地会想方设法利用非洲宪法的制定和实施来

确立宗教的社会地位和保护宗教的发展，平衡

宗教、宗教法与本土习惯法和外来法之间的关

系。因此，透过非洲宪法条文的内容可以看到，

在现代非洲社会，宗教与法律配合默契，关系密

切，共同成为非洲社会发展的助推力和重要支

柱。可见，宗教因素对法律的影响，是值得正在

进行非洲法律文化研究的研究者们注意和关切

的。考察非洲宪法文本和制定的背景，有利于理

解非洲宗教与法律的关系、宗教教义原则和观

念对非洲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同时，对于实现

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对非投资、交流与合

作中尊重和理解他国国情有一定裨益。

二、从非洲宪法看非洲宗教与法律的

关系

笔者于 2011年应邀参加最高人民检察
院检察理论重大课题《世界各国宪法文本研究》

（编号：CJ2011A04）的子课题“非洲英语国家宪
法文本翻译与研究”的研究。非洲目前有 54个
国家和地区，现选取 22个非洲国家的宪法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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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研究，这些国家分别是埃及、阿尔及利亚、

喀麦隆、肯尼亚、摩洛哥、南非、尼日利亚、利比

里亚、苏丹、突尼斯、赞比亚、冈比亚、塞拉利昂、

加纳、毛里求斯、纳米比亚、斯威士兰、博茨瓦

纳、津巴布韦、马拉维、乌干达、坦桑尼亚。总体

来说，除了信仰传统宗教外，外来宗教的信仰状

况表现为，北非、西非、中非和东非国家的人们

大多信仰伊斯兰教，南部非洲国家受伊斯兰教

的影响较小，而受西方宗教的影响较深，主要信

仰基督教、天主教、印度教。通过研究，发现非洲

宗教与法律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宪法以最高法的形式确立了非洲宗教

的社会地位和价值

非洲宪法被非洲国家尊为最高法律，任何

其他法律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非洲宪

法确立了宗教在非洲各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生

活中的重要地位，把宗教信仰自由作为公民的

一项最重要的基本权利予以保障。如津巴布韦

2009年修订的《宪法》第 19条规定：“除非本人
同意或者未成年人获得其父母或者监护人的同

意，倘若教导、仪式或者庆祝不同于其本人的信

仰，不得要求任何出席该教育场所的人员接受

该宗教教导或者参加、出席该宗教仪式或者庆

祝活动。”[5]随着伊斯兰教在非洲的迅速发展，信
奉伊斯兰教在北非已基本达到极限，而经过几

个世纪的发展变迁，西非大部分国家都以信仰

伊斯兰教为主，如几内亚、塞内加尔、冈比亚、毛

里塔尼亚；东非的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坦桑尼

亚也以伊斯兰教为主要信仰的宗教；中非和撒

哈拉以南非洲也成为伊斯兰教发展的重要阵

地。非洲伊斯兰教因同非洲传统文化的长期碰

撞与融合而呈现出鲜明的非洲特色和活力[6]。为
保持和发扬自己的阿拉伯特性，伊斯兰文化、价

值观和特性，非洲北部马格里布的阿尔及利亚

在 1996年《宪法》第 178条 [7]，北非东部的埃及
在 2011 年《宪法》修正案第 2 条 [7](25)，非洲西北
部的摩洛哥在 2011 年《宪法》修正案第 3 条和
第 5条[7](184)，分别规定伊斯兰教是国教，官方语
言是阿拉伯语，摩洛哥更是设立了专门的语言

与文化委员会，负责保护和发展阿拉伯语和柏

柏尔语。语言是文化和精神传承的重要载体，这

充分说明了伊斯兰教在这些国家的重要地位。

伊斯兰教也是苏丹、突尼斯国内的主要宗教，政

府的建立以此宗教为基础。与此同时，阿尔及利

亚《宪法》第 171条规定，设立伊斯兰高等委员

会，负责鼓励和促进伊智提哈德和涉及宗教的

问题。第 73条规定，总统必须是伊斯兰教徒，并
且在就职之时以真主的名义进行宣誓,对伊斯兰
教虔诚，以及承担发展伊斯兰教的重要职责[7](9)。
在政治方面，为了保护伊斯兰教，摩洛哥《宪法》

第 7条明确规定政党不得损害伊斯兰教[7](185)。此
外，在国家政治体制方面，一些非洲国家受宗教

的影响，依旧建立原来的君主立宪制，如摩洛哥

《宪法》第 44条规定：“摩洛哥王位及其宪法权
利实行世袭制，由父亲转移给作为直系男性后

裔的儿子，并按照穆罕默德六世陛下的长子继

承顺序，但国王在有生之年在其长子以外的儿

子中指定继承人的除外。若无直系男性后裔，王

位转移至最近的旁系男性，并按相同的条件继

承。”与此同时，斯威士兰 2005年《宪法》第 4条
第 4款规定:“国王和因格温雅玛（iNgwenyama）盂

拥有宪法或其他法律，包括斯威士法律与习惯

赋予的权利、特权和义务，其应根据本宪法的条款

与精神行使其权利、特权和义务。该宪法第 5条第
1款规定：“国王和因格温雅玛（iNgwenyama）为世
袭继承，由本宪法及斯威士兰法律与习惯规

定。”以上宪法条款强有力地说明：宗教是非洲

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儒家传统

伦理思想文化主导下，宗教在中国现代社会的

表现情况，正如德克·布德教授在《中国文化形

成中的主导观念》中所说：“中国人不以宗教观

念和宗教活动为生活中最重要、最迷人的部

分。”榆因此，我国的法律与宗教的分界相对于非
洲而言是比较分明的，这就是中国与非洲国家

关于宗教与法律关系的明显区别。了解宗教对

于非洲社会的重要性，有助于理解非洲在政治、

经济、法律、文化等领域的宗教特色。

（二）宗教是诸法之源，与其他法和谐发展、

相融并存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即使现代世俗法律制

度经过千百年的发展变迁，其法律不断演进的

观念本身就是植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宗教观

念[3](3)。因此，如果说宪法是制定其他法律的母
法，那么宗教就是制定宪法及其他法律的渊源

之一。如 2005年 7月，非洲东北部的苏丹总统
巴希尔签署了成立苏丹民族团结政府的过渡期

宪法。过渡期为 6年，过渡期内，苏丹保持统一，
实行“一国两制”，建立南北两套立法系统。南方

成立自治政府，北方保持建立在伊斯兰法基础

上的政府机构。苏丹 2005年《临时宪法》中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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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条第（1）款规定：“伊斯兰法和公议制是制定北
苏丹各州法律的来源。”[7](457)苏丹的宗教信仰也
是多样性的，它明确地在宪法第 5条第（3）款规
定立法来源是宗教或习俗，立法允许在当地建

立与其居民宗教和习俗一致的机构。埃及《宪

法》第 2条也规定了立法的主要来源是伊斯兰
教教法原则。非洲传统宗教则通过有关至上神、

祖先祭祀、图腾崇拜、禁忌和巫术等价值理念和

内容，以及口耳相传的表现形式来影响着习惯

法的价值观念、内容和表现形式，为习惯法的存

续和发展灌输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使得习惯

法在非洲大陆遭受外来法的大力冲击下仍保留

旺盛的生命力，为世人所瞩目[8]。非洲国家宪法
中有关酋长、酋长院、习惯法法院等的规定都与

传统宗教有关，如赞比亚 1991年《宪法》第 127
条规定，依据宪法按照民众的文化、风俗、传统

及意愿，赞比亚各地应建立酋长机构，并且在各

部落没有选出酋长的情况下，应当根据议会法

律规定的方式选出部落酋长。第 130条规定，设
立酋长院，酋长院是总统就传统、风俗及其他事

务进行咨询的政府咨询机构[7](570)。这些宪法的明
文规定，就将国家的立法、司法实践与宗教传统

和习俗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正如英国著名法律

史学家梅因所说：“从大量的法规汇编的遗物中

可以看出，无论是东方还是在西方，无论他们之

间在本质上的区别如何大，都表现出它们与宗

教、道德规范的结合”[9]。
非洲大部分国家因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长期受到宗主国法律和宗教的影响，她们不仅

制定了专门针对宗教教徒的民法、刑法、婚姻家

庭法以及诉讼法，而且在国内分别设立了世俗

法院和宗教法院。世俗法院包括高等法院和上

诉法院，宗教法院包括了伊斯兰教法院或者卡

迪法院、习惯法法院、传统法院、酋长法庭，以适

应不同社会群体的需要。如肯尼亚 2010年《宪
法》第十章规定，设立高级法院和初级法院，初

级法院中包括了卡迪法院。卡迪法院的管辖权

仅限于诉讼双方都信仰伊斯兰教，且服从卡迪

法院管辖的当事人有关人身、结婚、离婚或者继

承等伊斯兰教的法律问题。尼日利亚 1999 年
《宪法》第七章规定，设立联邦法院和州法院。联

邦法院包括最高法院、上诉法院、联邦高等法

院、阿布贾联邦首都直辖区高等法院、阿布贾联

邦首都直辖区伊斯兰教上诉法院、阿布贾联邦

首都直辖区习惯法上诉法院；州法院包括州高

等法院、州伊斯兰教上诉法院和州习惯法上诉

法院。其《宪法》第 244条规定了针对伊斯兰教
法院的上诉，第 245条规定了针对习惯法法院
的上诉。利比里亚 1986年《宪法》第 65条[5](493)规
定，司法权应授予最高法院及立法机关不定期

成立的下级法院。法院应采用根据立法机关设

定的标准同时适用制定法和习惯法。最高法院

的判决应为最终判决且具有约束力，并且不应

受限于政府的任何部门上诉和审查。津巴布韦

《宪法》也规定了设立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和依

法设立且附属于最高法院或者高等法院的其他

法院。以上宪法中有关设立宗教法院等司法机

构的条款，以及具体司法运行的条款，更进一步

说明了宗教在非洲人心目中的重要性。

结 语

从非洲各国信奉传统宗教、伊斯兰教、基督

教、印度教、天主教等宗教的情况和所研究的非

洲宪法文本的内容来看，非洲在潜移默化地接

受外来宗教思想观念和外来法律的影响下，同

时仍不忘继承和发展本土宗教和本土习惯法，

表现出一种不断探索和变革的态势。如前所说，

相对于非洲而言，宗教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

和法律的影响不是很大，这不仅是因为我国儒

家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是我国社会发展的精神

基石，而且我国坚持无神论、社会主义思想。从

宪法和其他法律以及司法实践来看，我国并没

有制定特定的宗教法律和设立专门的宗教法

院。宗教教条和原则仅仅适用于宗教教徒，所以

宗教对社会的影响不大，与世俗法律的联系并

不密切，但是它们都体现了对社会的关切。我国

宪法也在条文中规定了对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权

的保障，每个公民都有权利选择信仰或者不信

仰宗教，但同时不排除对极端个人或者群体宗

教信仰主义的限制。本土宗教如道教、儒教，以

及外来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必

须在我国宪法允许的范围内传播和自由发展。

虽然法律与宗教的相互影响和作用的表现方式

和强度在不同的国家都不一样，但毋庸置疑，法

律和宗教有着某些共同的要素，如传统、信仰、

权威、仪式、实践和普遍性，法律应当如同宗教

一样受到人们的信仰、尊崇和遵从，而不是被当

作一种世俗的、理性的、功利的制度。只有当世

人不藐视法律，真挚地、虔诚地信仰、尊崇和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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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法律的时候，那么法治国家才可能实现。只要

坚持对法律的信仰，严格依法办事，法治中国社

会必然会实现，也就不会再出现徇私枉法的现

象，整个社会必然会呈现出井然有序的状态，实

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与此同时，宗教也只有在

社会发展中不断体现出它积极的一面，即对社

会进步与稳定的极大关切，不断调整以适应社

会的发展需要，才能够继续享有它的权威性、影

响力以及普适性。也就是说，宗教在各国的发展

前景，将依靠这些宗教自身魅力的不断提升，促

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宗教将仍然在人们的社会生

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反之，则会使其影响力慢

慢地消退。

淤一个社会的“集体意识”出现于其所珍视的象征
和理念，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宗教性。详见约翰·C.舒
佩尔(John C. Super)，布莱恩·K.特里(Braine K. Turley)著，
李腾译的《世界历史上的宗教》，商务印书馆 2015年版，
第 003页。

于参见中国宗教学术网：世界宗教研究所举行“南
非的宗教：历史与现实”的学术讲座，载 http://iwr.cass.cn/
xw/201710/t20171018_3672678.shtml.（2017-10-22）。

盂这个词意指斯威士兰的男性统治者，即国王，在
斯瓦蒂语中的意思是狮子，英语和斯瓦蒂语是斯威士兰

的官方语言。 See Swaziland From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载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waziland.

(2017-10-26)。
榆Derk Bodde: Dominant Ideas in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载《美国东方学会杂志》62卷 4号，第
293-294页。收入 H·F·Mac Nair编《中国》，第 18-28页，
加利福利亚大学出版社，194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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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Relationship of African Religions and Law from
Perspective of African Constitutions

XIAO Hai-y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25, China)

Abstract: Africa is a society which believes in religions. From the beginning of ancient time,
religions already had the closest relationship with the laws, because they had the common elements, such
as beliefs, authority, rite and practice, and both played indispensable important roles of maintaining and
regulating the society. In Africa, there are local religions and foreign religions, such as Islam,
Christianity, Hinduism, and so on, and at the present, Islam, local religions and Christianity still have
the main status in African Continent. Through the studying of the constitutional texts of African countries
and the displaying of the present African society, the constitutions and other department laws have been
recognized and protected the social status of religions, their values, spiritual systems and concept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religious doctrines, principles and concepts still have the important functions on
the judicial practices and formulating the constitutions and other laws, and this is one of the basic
situations of countries in Af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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