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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现代化历程中的特点
钮

松

摘 要：始于 17 世纪的阿拉伯国家现代化历程有若干显著特点，如外源性的现代化道路、鲜明的伊斯兰特色、
急剧的跳跃性变革、二元性的结构模式、多渠道的发展模式和连续性的宗教传统变革等几方面。正确分析这些
特点，对我们理解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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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odernization progress of Arab countries which origined from 17th century, have many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modernization route from without, distinctive Islamic feature, acute transformation in a short
time, dual structure pattern, pol-channel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profound successive religious tradition transformation,
etc. Treat these characteristics in a correct way is vital to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progress of Arab
countries for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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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值得研究、探讨的
课题。《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的作者罗荣渠先生对“现代化”是这样定义的：
“广
义而言，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人
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急剧变革，这
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
现代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
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
深刻的相应变化；狭义而言，现代化又不是一个自
然的社会演变过程，它是落后国家采取高效率的途
径（其中包括可利用的传统因素），通过有计划地
经济技术改造和学习世界先进，带动广泛的社会的
社会变革，以迅速赶上先进工业国和适应现代世界
环境的发展过程。”[1]这一论述很适合阿拉伯国家。
自 17 世纪黎巴嫩埃米尔法赫鲁丁▪ 麦尔尼二世
（1590～1635）因地缘关系首先受西方影响而率先
进行现代化尝试，到今天阿拉伯各国努力探索适合
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已经过了几个世纪，阿拉
伯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一、外源性的现代化道路
现代化道路分为“内源的现代化”和“外源或
外诱的现代化”。[2]外源性的现代化道路是欠发达
国家在外来因素的冲击和压力之下引起内部思想
和政治方面的变革，进而推动经济变革。阿拉伯国
家开始现代化探索的历程伴随着拥有基督教文明
的西方国家的入侵。在西方异质文明的撞击下，阿
拉伯国家的民族危机和宗教危机不断加剧，于是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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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伯各国在内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为了救亡图
存，试图绕过西方国家社会自身力量产生内部创新
这一自然发展过程，人为地强行推行现代化道路。
阿拉伯国家现代化的最初尝试从器物层面的改革
开始。法赫鲁丁▪麦尔尼二世为实现建立一个大黎巴
嫩、脱离奥斯曼帝国独立、使黎巴嫩走上进步和“近
代化”的道路三大目标，[3]实行宽容的宗教政策和
对外政策，如为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渗入黎巴嫩
敞开大门；变革图强，发展对外贸易，扩大出口；
从意大利招聘建筑师、水利工程师和农业专家，改
良耕作方法，奖励种植橄榄树、桑树和亚麻等。埃
及的穆罕默德·阿里（1815～1849）的改革还涉及
农业、工业、商业、财政金融、军事和文化教育等
方面。虽然这些早期尝试一定程度改变了各国的落
后状态，但在主观意图很强的实践下，仍难以摆脱
西方文明的入侵和民族危机的加剧，于是阿拉伯国
家开始了反思。
19 世纪下半叶阿拉伯国家逐渐面临争取民族
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出现了自下而上的现代化
改革思潮，偏重政治领域和“宪政至上”。阿拉伯
各国大都把颁布一部欧洲式的民主宪法，设立一个
欧洲式的议会看作是拯救国家衰败，抵御外国侵
略，富国强民的灵丹妙药。埃及 1866 年协商委员
会基本条例对帕夏权力进行了一定的限制，1878 年
成立了不向赫底威（国君称号）负责、由首相领导
的第一个内阁，1879 年通过了宪法草案，1882 年
巴鲁迪内阁制定新宪法“基本法”，确立了享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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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权的代表委员会向内阁负责。[4]虽然这一阶段阿
拉伯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是内部
浓厚的封建性和宗教性以及帝国主义干涉的加剧，
阻碍了现代化的发展。
直到二战前后阿拉伯民族国家的建立，阿拉伯
各国才又在新的起点上探索适合本国的现代化道
路。这一阶段对单纯模仿西方的器物改革和政治改
革均作了反思，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与自上而下的
官方行为互动，选择适合各国国情的政治民主化和
经济工业化道路。阿拉伯国家大都意识到，作为外
源性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单纯从外部移植和引进现
代生产力要素和现代文化是不行的，关键还是要激
发自身力量的内部创新来实现国家真正意义上的
现代化。
二、鲜明的伊斯兰特色
阿拉伯国家的主体民族是阿拉伯民族。阿拉伯
人所拥有的共同文明便是伊斯兰文明。“国家是文
明社会的概括”，[5]伊斯兰性与世俗性融为一体，
构成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最
重要的内容。阿拉伯国家如同其他从传统社会向现
代社会过渡的国家一样，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层
或集团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缺乏足够的合法
性。马克斯▪韦伯提出政治权威分别建立在三种基础
上，即三种合法性：传统的、奇里斯玛式（个人魅
力型）领袖、理性—法律。[6]阿拉伯国家的传统合
法统治是家族、世袭、宗法的家天下统治，并且还
常常通过政教合一的体制加以巩固。二战前后建立
的阿拉伯民族国家，其政治合法性大都属于奇里斯
玛式领袖和民族主义的政治权威。这种短暂和过渡
性的政治权威都需要借助伊斯兰教确立其国家统
治的合法性。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因而呈现出
鲜明的伊斯兰特色：
首先，官方的宗教政策注重强调伊斯兰教平等
与正义原则，不拘泥僵死的教条。在埃及，以纳赛
尔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与穆斯林兄弟会合作，在推
翻法鲁克王朝的政变中获得成功。纳赛尔宣称：
“我
们为这一事实而自豪：自革命的第一天起我们一直
坚信宗教。革命的领导人和人民都是如此。坚信宗
教，这便是革命胜利的秘密。”[7]继纳赛尔之后，
萨达特提出了“信仰与科学”的口号，1971 年“永
久宪法”确认伊斯兰教为埃及“官方宗教”，伊斯
兰法律（沙里亚）为国家立法主要依据之一，并承
诺起草一部“伊斯兰宪法”[8]沙特前国王伊本▪沙特
要求乌里玛实行沙里亚时要依据罕百里法学派的

六部论著而不局限于某一部法典。这些表明阿拉伯
国家领导者在领导现代国家时，是以开放心态来理
解和诠释伊斯兰教的。其次，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冲
击并不意味着宗教脱离国家而自治，恰恰相反，国
家加强了对宗教的控制，并将控制范围扩大到了原
属宗教的法律和教育领域以及某些经济领域，使得
伊斯兰教既不能超越国家权力，又不能割断与国家
政权在制度上的联系。第三，在对外交往中，阿拉
伯国家注意表明自己是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属性，
积极参加泛伊斯兰活动，实行多种形式的合作，例
如：
1．建立区域组织，如阿拉伯联盟、海湾阿拉
伯国家合作委员会、阿拉伯合作委员会、阿拉伯马
格里布联盟等；
2．建立联邦或联盟，如阿拉伯联邦、阿拉伯
邦联、阿拉伯非洲联盟；
3．签订条约、协议，如阿拉伯 8 国集团《大
马士革宣言》、叙黎特殊关系条约等；
4．统一或合并为一个主权国家，如阿拉伯联
合共和国、阿拉伯伊斯兰共和国和也门共和国。[9]
虽说现代化打破了缓慢的伊斯兰文化进程，使
其面临猛烈、强制性冲击，但它仍有很强的适应性。
三、急剧的跳跃性变革
“20 世纪是人类历史上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
发生巨变、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一个世纪。”工业
革命使西欧和北美在 19 世纪实现了农业国向工业
国的转变。进入 20 世纪，虽在上半叶有过一段时
间的停滞时期，但 1950～1989 年人均 GDP 增长率
达到 2.3%，70 年代以后，高增长转向非西方国家，
1950～1989 年亚洲各国人均 GDP 年增长率上升为
3.6%，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推动工业化向亚洲、非
洲广大地区扩散， [10] 这其中也包括广大阿拉伯国
家。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干涉与地方民族主义的影响
下，阿拉伯国家内部曾长期不和。阿拉伯国家尤其
是海湾各国除石油天然气外，其他自然资源很少，
传统的产业主要是农牧业。但是伴随着中东地区
“黑色黄金”石油的大量开采和作为新能源的广泛
运用，阿拉伯国家中的新兴石油输出国一下子走出
了传统的半农半牧社会，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经
济实现跳跃性的急剧增长，形成了以石油工业为特
征的畸形工业化模式。中东地区地下石油蕴藏量约
6000 亿桶，这是阿拉伯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最重要保
证，[11]没有石油，阿拉伯国家很难出现这种跳跃性
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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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跳跃性变革的后果首先表现在经济的飞
速增长上，海湾产油国一跃成为世界人均 GNP 收
入最高水平的国家之一，其他阿拉伯产油国也大多
达到中等收入国水平；[12]其次还表现在价值观的改
变上，阿拉伯国家逐渐对新鲜器物的引进持宽容态
度，对宗教教义做出“合乎”现实发展的种种解释，
现代化发展程度高的国家其开放意识就更强。例
如，沙特阿拉伯在 1945 年以前还是以游牧经济为
主的封建国家，政府的主要财源是朝觐收入。20 世
纪 50～60 年代石油开采的增加带来了经济的增长，
也极大刺激了国内其他工业部门的兴起和发展，从
而得以完成从单纯的原油输出国向油气产品及石
化综合工业出口国转变。[13]
四、二元性的结构模式
二元性的结构模式体现在：经济上，大工业与
小农经济、小企业并存，产品经济与商品经济并存；
社会生活上，浓厚的宗教氛围与现代西方科技并
存，半封闭状态与开放状态共处，重伦理的传统与
不断强调法理同时发生作用；文化上，传统文化与
现代文化并存，[14]这是阿拉伯国家实行赶超型现代
化的必然后果。阿拉伯国家的前现代社会是封闭
的、板结的和停滞的，在现代化启动阶段，原先的
社会结构和传统经济形态只受到轻度扭曲，大体上
仍保持着原来的状态，为了减少二元性的结构模式
可能对阿拉伯国家产生的负面影响，各国作了一定
的融合和变通。
以沙特阿拉伯为例，沙特的工业尤其是石化工
业达到很高的水平，但农业发展水平不高，粮食曾
长期依赖进口。为此，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政府
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措施，促进农业发展，最终实现
粮食自给。1991 年小麦产量达 360 万吨，其他农产
品也大部分实现自给，农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
重由 1985 年的 8%增至 1992 年 16%。[15]1986 年，
沙特的现代工业企业人均资产占有额高达 30 万美
元，但雇员在 9 人以下的小企业仍在工业总体结构
中占重要地位。[16]此外，在宗教与现代科技协调方
面也作了一些变通，例如允许进口飞机，但要求在
飞机上印上“除安拉外，别无神灵”、“穆罕默德
是安拉的使者”，这样才可以飞上王国的天空。美
国太空船在月球登陆时，沙特电视台请宗教学者作
了合乎宗教传统的解释，以免引起混乱。[17]沙特阿
拉伯很早就进行了法制改革，1926 年《汉志王国约
法》确定了沙里亚法的崇高地位，提出了设立咨询
机关的条款。另外，费萨尔国王也曾明确提出“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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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独立、不可侵犯”的指示。1971 年沙特成立司法
部统辖王国司法事务，这标志着沙特阿拉伯向法制
现代化迈出新的步伐。[18]
五、多渠道的发展模式
在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阿拉伯国家呈现出的
是一种多渠道的发展模式。
首先，从经济形态来看，世界各国大致可分为：
资本主义类型、社会主义类型、混合类型。其中，
资本主义发展类型完全是自发形成的，经过长时间
的演变，逐步趋于成熟形态的。[19]阿拉伯国家作为
外源性赶超型国家，严格说来显然不属于这种类
型。虽然不少阿拉伯国家都号称“社会主义”，但
其基本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并不相同，应属混合现
代化类型。
这种探索中的混合类型，其基本格局是“混合
经济+自由市场+集权或分权型现代化国家机构”，
[20]
阿拉伯国家均属于这种混合类型，但各国在具体
实践中都进行了不同的探索，沙特等海湾国家注重
把移植西方经济体制与传统社会调和起来，而埃
及、叙利亚等国则注重将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某些
原则结合起来，在形式上标榜社会主义。
其次，从政治制度上看，阿拉伯国家可分为君
主制和共和制两大类。君主制包含两类：绝对君主
制和君主立宪制，前者如沙特阿拉伯，后者如摩洛
哥、约旦、科威特、阿曼、巴林、卡塔尔、阿联酋
等。共和制也包含两类：总统制和领袖制，前者如
埃及、叙利亚、阿尔及利亚、也门、突尼斯等，后
者如利比亚。政治上的多渠道性，反映了各国历史、
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及发展阶段的差异性。
第三，从经济发展类型上看，由于阿拉伯国家
在自然资源及经济构成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各国都
选择了适合自身经济发展的类型，主要分为三类：
1．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海湾产油国采取资源
富国型发展类型，以石油推动经济现代化发展；
2．工农业基础好，能出口相当数量石油及农
产品的国家，如埃及、阿尔及利亚、伊拉克、叙利
亚等国，它们选择了进口替代型发展类型；
3．工业基础相当薄弱，主要依靠出口初级农
矿产品及少量加工工业品，输出劳工赚取外汇发展
经济的国家，如约旦、突尼斯、摩洛哥、苏丹、也
门等，这些国家选择了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型发展类
型。
阿拉伯国家在经济形态、政治制度、经济发展
类型等方面的多渠道发展模式，既有历史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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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又有一定的局限性，道路是多样的，但是大方
向基本相同，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
六、历史连续性破坏与延续深刻的矛盾运动的
宗教传统变革
“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
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迹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
和宗教的”。[21]近代以来，随着阿拉伯国家教育的
发展、科学的进步，再加上西方殖民主义所产生的
威胁，阿拉伯宗教领袖和知识分子开始探索宗教传
统的变革以应对现代化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伊斯兰
教的思想变革上。这种改革思潮相互间既有历史时
空上的连续性，又有意义上的赶超性，经历了一个
螺旋式上升的矛盾运动过程。
最先兴起的是伊斯兰现代主义，它兴起于 19
世纪 60 年代，从表面看，它主要是为抵抗西方列
强侵略，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但从深层看，是为
了协调伊斯兰传统与现代科学与理性的关系，这是
现代主义的核心使命和理论内涵，其宗旨就是通过
宗教改革的途径，达到伊斯兰世界的复兴。哲马鲁
丁▪阿富汗尼是伊斯兰现代主义的主要奠基人，他主
张：反对西方列强侵略，实现民族独立；反对君主
专制，提倡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哲学理性和科学
精神作为宗教改革的两根支柱；注重“现世的人”，
提倡科学理性。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的思想在当时是
超前的，具有进步意义，但理论是守旧的，充满了
幻想色彩。
进入 20 世纪，伊斯兰现代主义阵营发生分化，
走向两个极端，一部分转向激进世俗主义，宣扬政
教彻底分离思想，否定伊斯兰教的重要地位；另一
部分转向新传统主义，坚持为伊斯兰教传统辩护。
各种宗教社会思潮相互冲突使伊斯兰教陷入了艰
难的认同危机。
20 世纪 40～50 年代，民族主义逐渐占据主导
地位。理论上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根本对立，但伊
斯兰教依托于阿拉伯民族而存在，两者相互协调共
存，构成了伊斯兰民族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在
实践自己的理论时，对伊斯兰教采取了一种融合、
利用的态度。两者的结合最终使阿拉伯人民摆脱了
西方殖民主义的枷锁，建立了一系列现代民族国
家。
50～60 年代，随着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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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发展，受科学社会主义影响的阿拉伯社会主义
成为这一时期主导思潮，认为伊斯兰教既是一种宗
教，又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
阿拉伯社会主义是伊斯兰教、民族主义、社会主义
三位一体的结合，强调走“中间道路”，维护生产
资料私有制，坚持“真主+社会主义”。[22]
阿拉伯社会主义在一定程度和特定时期促进
了民族经济的增长，但总体结果并不令人满意，阿
拉伯社会主义的领导者埃及在 70 年代逐渐放弃了
原先的做法，采取了自由化和经济开放政策。与此
同时，面对西方文明的侵袭和冲击，阿拉伯人开始
了新一轮的反思，要求恢复伊斯兰传统的伊斯兰复
兴主义再度兴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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