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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的瓦哈比主义
钱 学 文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上海 ２０００８３）
摘 要：瓦哈比主义是 ３００ 年前由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谢赫创立的一种伊斯兰法学主张
和理论。德尔伊亚埃米尔穆罕默德·本·沙特和阿卜杜·瓦哈卜谢赫建立政教联盟后，积极开展
了旨在伊斯兰教改良的瓦哈比运动，最终导致了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建立和发展。在现代沙特的社
会发展中，瓦哈比主义为保持沙特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君主制，维护沙特王室的政治地位发挥了重
要作用。沙特的瓦哈比主义决不是任何意义上的恐怖主义。
关键词：沙特；瓦哈比；恐怖主义

Wahhabiyah in Saudi Arabia
Qian Xuewen
Abstract: Wahhabiyah is one theory of Islamic law founded by Muhammad ibn Abd Wahhab 300 years ago. After
establishment the politics religious coalition, Amir Muhammad ibn Saud and Shaykh Abd Wahhab launched
Wahhab movement positively for the purpose of Islam reform and then built Saudi Arabia. Today, Wahhabiya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o keep Islamic monarchy and defend the political position of Saudi royal family.
key words:Saudi；Wahhab；terrorism

沙特阿拉伯王国是伊斯兰教的发祥地，

归真后，他才有机会公开宣传自己的伊斯兰

拥有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地，其伊斯兰传统
根深蒂固。震惊世界的 ９·１１ 事件发生后，
沙特建国史上的瓦哈比主义被西方乃至阿拉

改良主义思想，抨击社会丑恶和腐败，批评
现存的不良思想和言行，呼吁人们归到他的
麾下，接受他的学说思想和伊斯兰改良使命。

伯国家的某些媒体列为当前最主要的伊斯兰
恐怖主义思潮，并经常把它与“塔利班”
、
“基
地”等组织挂起钩来，这显然混淆了事实，

他的使命首先在麦地那传开，后得到欧耶纳
和德尔伊亚两地统治者的支持。
阿卜杜·瓦哈卜谢赫所属的罕百里学派，

是典型的“反恐”扩大化。
一、瓦哈比主义
瓦哈比主义是 １８ 世纪上半叶由穆罕默

是伊斯兰教逊尼派（即正统派）的四大著名
法学派之一，由巴格达人伊本·罕百勒创立。
伊本·罕百勒是个传统主义者，原是沙斐仪

德·本·阿卜杜·瓦哈卜谢赫创立的一种伊
斯兰法学主张和理论。他原是罕百里学派著
名学者伊本·泰米耶和伊本·基姆的学生，

的学生，后另立门派，自成一家。他对《圣
训》深信不疑，反对标新立异，认为教法的
基础只能是《古兰经》和《圣训》
，个人意见

后为纳季德地区的罕百里学派谢赫。其父生
前竭力反对他的理论思想和宗教主张，其父

只有在十分必要时才可参照。伊本·罕百勒
曾在麦蒙和穆阿塔绥姆时期长期遭受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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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坚持自己的学说，至死不渝，被后人尊

罕默德主义”
）似乎更妥，因为，穆罕默德是

为“圣徒”
。罕百里学派严格遵循《古兰经》
，

他的名字，阿卜杜·瓦哈卜是他的父名或家

注重《圣训》
，坚决反对个人意见及穆阿太齐

族名。另外，数以万计的谢赫家族成员并非

赖派的“意志自由”学说。该学派创立后主

人人都是谢赫，他们中有工程师、医生、大

要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地区流行，其影响与另

学教授、清真寺教长、小职员等，因为，知

外三大法学派相比略小一些，信徒不足 ６００

识不能世袭，必须习而获之。现在，有人把

万。该派还认为伊斯兰教法典说明官穆夫蒂

凡提出或欲进行伊斯兰圣战的人都称为瓦哈

必须具备心地纯洁、知识渊博、通晓社会情

比主义者显然缺乏依据，这证明，他们对沙

况、精通《古兰经》和《圣训》以及各种法

特家族和谢赫家族联合进行的瓦哈比运动或

律条款、坚持真理等条件。

曰伊斯兰改良主义运动并不了解。沙特人称

瓦哈比主义的出现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

自己为“沙特阿拉伯人”
，通常喜欢别人用名

产物。
１８ 世纪上半叶的阿拉伯半岛中部地区，

字称呼他们，而不愿意听到别人称他们是“瓦

正处于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在一些较传统

哈比主义者（信徒）
”
。

的伊斯兰学者眼中，半岛上的伊斯兰教已发
生变异：人们似乎回到了蒙昧时期，恢复了
对树木、坟墓等的偶像崇拜；社会上盗贼横

二、瓦哈比运动（或曰伊斯兰改良主义
运动）
１８ 世纪中叶，阿拉伯半岛上兴起了一场

行，去麦加朝觐或拜谒禁寺、先知寺极不安
全，遭抢劫杀害的事情时常发生。这种愚昧
现象不仅违背罕百里学派的主旨，也违背一

轰轰烈烈的伊斯兰改良主义运动（又称瓦哈
比主义运动）。这场运动中的两股主要力量
是：沙特家族和谢赫家族，对此还需要说明

切伊斯兰法学原则和理性。在这样的社会条
件下，阿卜杜·瓦哈卜谢赫创立了自己的法
学理论，他秉承了罕百里学派的基本立场和

以下 ３ 点：
１．德尔伊亚埃米尔穆罕默德·本· 沙特
家族迄今为止一直以“沙特家族”著称；

观点，坚持以《古兰经》和《圣训》为伊斯
兰根本大法，继承、发扬了伊本·泰米耶的
理论学说，竭力主张按前人的经验和方式，

２．穆罕默德·本·阿卜杜·瓦哈卜谢赫
家族以坚持统一、严格遵循《古兰经》闻名，
目前仍被称为“谢赫家族”
，而没有人称他们

通过圣战，回归正确的伊斯兰教。其宗教主
张的关键是循古，而不是复古，因而被认为
是一种循古主义理论。

是“阿卜杜·瓦哈卜家族”
。
３．瓦哈比运动崇尚遵循先知和正统哈里
发们的传统，主张效仿他们统一半岛，传播

瓦哈比派坚持宗教正统，态度严厉强硬，
由于理论上和其他派别存有较大分歧，有时
不免伤及其他派别的穆斯林。

伊斯兰教，维护伊斯兰教的正统性。
１７４４ 年，德尔伊亚埃米尔伊本· 沙特
同瓦哈比主义的创立者阿卜杜·瓦哈卜达成

起先，
“瓦哈比主义”或“瓦哈比派”仅
限于他们的敌人或其他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
社会群体对沙特瓦哈比运动首领（主要是沙

协议，结成政教联盟，其主旨是沙特家族为
瓦哈比派提供保护和支持，谢赫家族为沙特
家族的统治、扩张和圣战从伊斯兰法学理论

特家族的首领和谢赫家族的谢赫）的称呼。
从阿拉伯语修辞上看，把“瓦哈比主义”称
为“穆罕默迪亚”
（意为“穆罕默德的”或“穆

上提供合法依据。阿卜杜·瓦哈卜谢赫向伊
本·沙特埃米尔效忠，旨在统一一神信仰，
独尊安拉，在理性和实践上用伊斯兰教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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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奥斯曼帝国时期以来笼罩在半岛上的愚昧

曼·本·穆阿迈尔感到了来自对手的威胁，

和无知。１７９３ 年阿卜杜·瓦哈卜去世，由阿

因一时找不到和解方法，迫不得已才将女儿

卜杜·阿齐兹继任教长。沙特家族从此实行

嫁给伊本· 沙特的孙子（阿卜杜·阿齐兹之

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

子）
，以求平安。但是，阿卜杜·瓦哈卜谢赫

沙特家族和谢赫家族结成政教联盟后，

对奥斯曼曾经对瓦哈比主义采取的否定态度

几经努力，短时间内就使瓦哈比运动得以迅

记忆犹新，后获知奥斯曼与哈萨地区埃米尔

速发展，取得这一成果的主要原因是：

穆罕默德·本·阿法里克经常密谋，担心日

１．瓦哈比运动利用游牧民英勇尚武、渴

久生变，便暗派哈姆迪·本·拉希德、易卜

望胜利这一特点，积极宣传圣战思想，称圣

拉欣·本·宰德等人，利用主麻日礼拜的机

战为伊斯兰教的最高原则和义务，促使大量

会，将奥斯曼杀死。瓦哈比运动征服欧耶纳

的游牧部落纷纷投身瓦哈比运动的洪流，迅

酋长国后，在圣战旗帜下，又进行一系列征

速壮大了队伍。

服运动。

２．瓦哈比运动利用部落中普遍存在的对

三、瓦哈比主义的继承与发扬

奥斯曼帝国政府和巴格达总督的不满和敌
意，提出按前人经验和原则，用改良主义方
法，恢复原创伊斯兰教的口号，在部落中间

沙特家族自政教联盟结成起，便以传播、
维护正统的伊斯兰教为名，在半岛上四处进
行圣战，广泛开展伊斯兰征服运动，先后建

广泛传播新使命。
３．阿卜杜·瓦哈卜谢赫向欧耶纳埃米尔
奥斯曼·本·哈姆迪·本·纳萨尔游说，宣

立了第一沙特王国和第二沙特王国。这两个
王国虽都遭夭折，但沙特家族利用政教联盟
巩固王权统治的传统得到了延续。鉴于这一

称他的使命是一次基于前人有益经验的伊斯
兰改良主义复兴运动，主张真正的统一，不
搞标新立异，立志粉碎任何宗教梦幻，欧耶

历史传统和国情，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缔
造者阿卜杜·阿齐兹 （１９０２～１９５３）及其后继
者沙特国王（１９５３ ～１９６４）、费萨尔国王

纳埃米尔奥斯曼接受、支持了他的使命，并
为之传播。
瓦哈比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有：

（１９６４～１９７５）、哈立德国王（１９７５～１９８２）
、
法赫德国王（１９８２ 年即位至今）都在王国的
统治中努力坚持伊斯兰教正统性，都把伊斯

１． 穆 罕 默 德 · 本 · 阿 卜 杜 · 瓦 哈 卜
（１７０３ ～１７９２）
；
２．阿卜杜·阿齐兹·艾勒·沙特（１７２０～

兰法作为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规范和准
则，并在由谢赫家族领导的最高乌里玛委员
会的配合下建立了一个以瓦哈比主义为基础

１８０３）
；
３．穆罕默德·本·沙特（１７２８～１７７０）
；
４．沙特·本·阿卜杜·阿齐兹（１９０２ ～

的社会制度，不但巩固了政教联盟，也使政
府有能力面对并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和形
势。

１９６９，１９５３～１９６４ 在位）
。
瓦哈比运动的第一故乡是希贾兹，然后
逐步扩展至海湾地区。它的第一个征服目标

（一）阿卜杜·阿齐兹国王时期
阿卜杜·阿齐兹国王是现代沙特阿拉伯
王国的缔造者。他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征服

是欧耶纳酋长国。
伊本·沙特埃米尔和阿卜杜·瓦哈卜谢
赫结成政教联盟后，欧耶纳埃米尔奥斯

与统一，使伊斯兰教保持正统，使国家步入
正轨。在宗教信仰复杂、游牧生活传统根深
蒂固的半岛实现这一目标极其不易，但他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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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以瓦哈比主义为思想理论武器，克服重重

再是征服与统一，而是在建设、推进国家现

阻力，经过一系列征战，终于在 １９３２ 年正式

代化的同时，有效保持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君

建立了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确立了政教合

主制统治。

一的君主统治。

在传统与现代化的竞争中，沙特王族既

阿卜杜·阿齐兹国王取得成功的关键是

清醒地意识到伊斯兰教在王国统治中的重要

他始终坚持了瓦哈比主义。首先，他借助瓦

性，坚持以瓦哈比主义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和

哈比主义学说理论，从希贾兹的统治者手中

行为标准，又认准目标，努力使他们的一切

夺回了麦加和麦地那，真正确立了自己作为

努力和举措都能适应新形势新情况，使政教

“圣地保护者”的神圣地位，使他与其他穆

联盟在新的环境中继续发挥作用。

斯林部落首领的斗争更加合法化。根据瓦哈

阿卜杜·阿齐兹国王的后继领导人十分

比主义的一神论标准，半岛上的阿拉伯部落

重视维护王族对宗教的虔诚形象，伊本·沙

大都在搞多神崇拜，已完全脱离正统的伊斯

特国王和费萨尔国王都曾公开要求取消违反

兰教。阿卜杜·阿齐兹对他们进行圣战因而

瓦哈比主义的“陛下”称号。１９８６ 年 １０ 月，

是必要的，是为了重建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国
家。其次，阿卜杜·阿齐兹根据瓦哈比主义
理论，组织了旨在使游牧民从游牧生活走向

现任国王法赫德正式以“两圣城仆人”取代
“陛下”称号。另外，沙特领导人同乌里玛
集团也始终保持着良好关系，让他们在国家

定居生活、由多神主义走向一神论的伊赫瓦
运动。他派遣了大量的志愿布道者深入游牧
部落，广泛宣传“伊斯兰教是定居者的宗教”
，

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费萨尔国王时期，为
把宗教组织纳入国家行政体制，设立了最高
乌里玛委员会等重要宗教机构。这些机构作

鼓励他们放弃游牧生活，走向定居生活。阿
卜杜·阿齐兹通过伊赫瓦运动，借助宗教力
量把游牧民束缚在土地上，既获得了王族所

为伊斯兰教的权威中心，权力很大，影响也
很大。法赫德国王继位后，这一重视宗教力
量的传统继续得到发扬，他为宗教教育、宗

需的农产品，也获得了一支高度机动的军队，
为日后收复哈萨、麦加和麦地那等地发挥了
重要作用。其三，阿卜杜·阿齐兹国王在政

教文化、朝觐活动等提供了大量经费，强调
任何公民都要严格执行教规教法。法赫德国
王执政时期，宗教势力的权力比费萨尔国王

治上坚持与乌里玛合作。沙特的最高乌里玛
委员会是伊斯兰法的最高权威，国王在处理
重大政治问题注意加强同乌里玛的合作，争

时期明显加强，瓦哈比戒律被严格执行，生
活在沙特的外国人也不例外，凡违反宗教禁
令者，都要受到惩罚。

取乌里玛的认可和支持，有利于国家的政治
稳定，保持伊斯兰教的正统性。
（二）后阿卜杜·阿齐兹时期

在社会生活中，沙特王族坚持瓦哈比主
义为王国的主体意识形态，遵守伊斯兰传统
的基本伦理准则，严禁西方文化对沙特传统

阿卜杜·阿齐兹归真后，滚滚而来的巨
额石油美元使沙特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
发生了深刻变化，沙特的传统势力受到了很

的侵蚀，同时，从维护宗教阶层和人民大众
的宗教感情出发，以稳定步伐推动现代化进
程，保持传统价值观和社会心理的平衡，尽

大冲击与限制，但传统保守力量仍有很大影
响力和号召力。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阿卜
杜·阿齐兹的后继领导人面临的主要任务不

量避免可能危及王室统治的宗教冲突和社会
冲突。沙特王室在伊斯兰旗帜下，坚持瓦哈
比主义，以符合本国国情和传统的方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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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王室统治、推进国家现代化方面，既保

混为一谈，这要么是无知，要么是别有用心！

持了传统，又发展了国家。
小 结
综上所述，１８ 世纪阿拉伯半岛上兴起的

过去，曾有人指控沙特自创了一种有悖于其
他伊斯兰法学原则的宗教理论，现在攻击沙
特的倾向又有所抬头，他们的邪恶之心又一

伊斯兰改良主义运动，最终导致了沙特阿拉
伯王国的建立和发展。沙特建国后，瓦哈比
主义的使命和任务出现根本性转变，从征服

次出现在一些具有反沙思想倾向的宣传媒体
上，他们用“瓦哈比主义”替代恐怖主义，
以此攻击沙特，企图混淆视听。然而，事实

与统一转化为保持沙特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君
主制，维护沙特王室的政治地位发挥重要作
用。瓦哈比主义坚持的一神崇拜及其法学理

胜于雄辩，沙特的瓦哈比主义决不是任何意
义上的恐怖主义。

论对周边地区和邻国的影响很大。当前，某
些媒体把沙特阿拉伯王国称为“瓦哈比主义”
国家，称其领导人和国民为“瓦哈比信徒”，
进而指责他们与其他穆斯林或非穆斯林的信
仰为敌，这显然有失偏颇。
沙特舆论认为，９·１１ 事件发生以来，几
乎每天都有人在鼓噪“塔里班”、
“基地”、
“瓦
哈比分子”等，把恐怖主义同“瓦哈比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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