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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自由与亵渎法的放宽 
有必要谴责在受到挑衅和无知的暴力后试图激起宗教或反-宗教的仇恨、盲目与
暴力的做法。但本文所要阐述的是与加强亵渎法的提法相对的，适合伊斯兰教
的信仰自由，并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于这些律法重新加以审视，理由如下： 
 
1. 亵渎很难在全球范围内加以定义：某一个人的亵渎可能是另一个人的信仰自 
由 
 
2. 亵渎法很容易导致滥用，并被高压政府所利用，歧视宗教上的少数派，这一 
点已经广为人知 
 
3. 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看，制止宗教事务中的强迫乃是《古兰经》的一个基本 
原则：真正的信仰建立在自由意志与自由选择的基础之上 
 
4. 受到强迫的宗教信仰与实践显然不是真诚的信仰与实践，因而是适得其反的 
 
5. 《古兰经》与“圣训”（先知穆罕默德的教导）中没有对于亵渎的立罪与惩罚 
的明确规定：实际上，情况相反；很少一些常常被误引的文本，所指的都是战

争中的情况，而对于亵渎的严厉的、中世纪的伊斯兰教法规，都是在先知本人
身后若干世纪才形成的 
 
6. 伊斯兰教的经典在于提高信仰和对神圣象征的尊敬；对违犯其信仰和神圣象 
征的惩罚是精神性的和他世的，而非世俗立法与惩罚的事务 
 
7. 《古兰经》的精神是对信仰与宗教事务进行自由的讨论与辩论，从而使得人 
们作为自由的、道德的主体，来对这些事务做出受到告知的选择 
 
8. 理想的辩论与讨论应该是礼貌、尊重彼此的、文明的：对于冒犯性的、不文 
明的举止和暴力，穆罕默德式的典型做法是回报以耐心、容忍、宽宥和仁慈。 
 
下面我将作出更为具体的讨论： 
 

1. 对亵渎进行定义的困难之处 
 
亵渎很难在全球范围内加以定义：某一个人的亵渎可能是另一个人的信仰自
由。 
 
鉴于宗教信仰的本质，某一个人的信仰往往意味着另一个人的信仰是错误的，
甚至可能是冒犯性的，构成了亵渎。例如，世界主要宗教对于真主、穆圣、耶
稣、菩萨以及印度教中的神氏，以及不同的伦理与社会事务，往往有着非常不
同的定义与信仰。尽管有人对调解世界主要宗教之间的关系作出了知性的与宗
教的努力，如通过神秘主义的传统与远古的哲学，但这些做法在公共讨论中常
常被边缘化了。 
 
因此，批评某一宗教或所有宗教的人，以及从一个宗教皈依为另一个宗教的人
，可能会被轻易地指责为亵渎并受到歧视，甚至会受制于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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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阅Compass Direct：《埃及、苏丹的“亵渎”法威胁皈依者》（‘Blasphemy’ Laws in Egypt,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谈到对其他宗教的亵渎，穆斯林往往堪称最糟糕的冒犯者
，而当他们的神圣象征受到冒犯时，又是反应最为强烈、叫嚷最为厉害的。例
如，在埃及社会和媒体中，对于犹太人的长篇攻击司空见惯，对于基督徒的仇
恨的渲染则直接导致了埃及 、巴基斯坦和印尼所发生的暴力攻击 。 

2 3

 
另一个例子是《古兰经》中关于以色利社区受到安息日的考验的故事：宽容的
伊斯兰教传统总是对此采取反思的做法，作为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教
训。然而，宣扬仇恨的原教旨主义穆斯林却常常误引这个故事把犹太人（有时

是基督教徒）称为“猿猴和猪” 。 
4

 
我们应该了解的是，这类前后不一致的行为在《古兰经》中是受到谴责的： 
 
伤哉！称量不公的人们。当他们从别人称量进来的时候，他们称量得很充足；
而当他们量给别人或称给别人时，他们不称足不量足。难道他们不信自己将复
活，在一个重大的日子吗？在那日，人们将为全世界的主而起立！（83：1-6） 
 

2. 对于亵渎法的普遍滥用 
 
亵渎法很容易导致滥用，并被高压政府所利用，歧视宗教上的少数派，这一点
已经广为人知。 
 
关于这类情况的记载数不胜数。一家人权非政府组织最近所发布的一份报告详

细记载了亵渎法如何： 
（1）窒息公共场所的讨论和异见 
（2）引发大众暴力 
（3）违背宗教、思想与信仰的自由 
（4）被用作解决私人纷争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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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几个例外的情况外，上述报告中所记载的十几起案例中的绝大多数都涉及
到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中对伊斯兰教的亵渎的指控。 
 

3. “宗教无强迫”的《古兰经》原则 
 
从伊斯兰教的角度来看，制止宗教事务中的强制是古兰经的一个基本原则：真
正的信仰是建立在自由意志与自由选择的基础上的。 
 
（1）古兰经中的“宗教无强迫”（2：256）这句话已经成为一个被广为接受的谚

语，并被看作是表达了伊斯兰教的一个基本原则，尤其是它紧随于用来表述真

Sudan Threaten Converts, May 2011）, 
http://www.compassdirect.org/english/country/egypt/article_112328.html。 
2 同上。 
3 “人权为先”：《亵渎法受揭露：将“诽谤宗教”罪化的后果》（Human Rights First, Blasphemy 
Laws Exposed: The Consequences of Criminalizing “Defamation of Religions”）, 
http://www.humanrightsfirst.org/wp-content/uploads/Blasphemy_Cases.pdf。 
4 参阅乌萨玛·哈桑：《当话语不可改变》( When Words Are Immutable),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belief/2010/feb/26/quran-translation-tafsir。 
5 “人权为先”：《亵渎法受揭露：将“诽谤宗教”罪化的后果》。 



 

主之庄严，并被先知穆罕默德称为“古兰经中最伟大的诗篇”的《至尊诗篇》（2
：255）之后。 
 
重要的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圣门弟子且在注释《古兰经》方面最具权威
者之一伊本·阿巴斯（Ibn Abbas）认为该章节（2:256）所提及的是以那些其子 
女皈依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门弟子；按照该章节，圣门弟子被禁止强迫他们的
子女皈依伊斯兰教。 因此，该章节不仅禁止通过武力迫使人们皈依伊斯兰教，

6

而且允许人们自愿放弃伊斯兰教信仰。 
 
（2）以下这段向先知穆罕默德所说的话，是《古兰经》中体现此原则的另一关
键而清晰的章节，“如果你的主意欲，大地上所有的人，必定都信道了。难道你
要强迫众人都做信士吗？”（10：99） 
 
著名的《古兰经》注释者伊本·卡提尔（Ibn Kathir）通过参照其他的众多章节 
，提出该章节确认的是信仰乃是个人与真主之间的事：其他人都不能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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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另一段类似的章节，引用先知诺亚（Nuh）问他的子民：“难道你们憎恶

它，而我们强迫你们接受它吗？”（11：28）  
 
传统的注释者确认了这一章节所指的是宗教无强迫。塔巴日（Tabari）、伊本·
卡提尔（Ibn Kathir）引用早期权威卡塔达（Qatada） 称，“对真主来说，如果  
诺亚可以强迫其子民的信仰的话，他应该会这么做，但是这超出了他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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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强迫的宗教信仰是无效的 
 
强迫的宗教信仰与实践显然不是真诚的信仰与实践—这一点已经为早期伊斯兰

教以来几百年间的伊斯兰教神学家和法理学家所承认。 
 
这一显而易见的论点是前一论点的逻辑推论。伊斯兰教中最为著名的神学家之
一安萨里（Ghazzali）着重强调了信仰与非信仰所涉及的是积极的信仰或无信仰
，而不是消极的状态或强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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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试图将信念和信仰强加于他人，并限制他们质疑、批评和探讨的权利，
绝对无益于公众的福祉。煽动仇恨和暴力当然是另一回事，但它不仅仅限于宗
教的背景，而是可以被普遍的民法所涵盖。 
 

5. 伊斯兰教经典没有将亵渎定为犯罪 
 

6 参阅塔巴利（Tabari）、库尔图必（Qurtubi）、 伊本·卡提尔（Ibn Kathir）对《古兰经》2：   
256的注释，见http://quran.al-islam.com。 
7 参阅伊本·卡提尔对《古兰经》10：99的注释。 
8 参阅塔巴利、库尔图必、 伊本•卡提尔、贾拉拉因（Jalalayn）对《古兰经》11：28的注释，  
见http://quran.al-islam.com。 
9 参阅Hamza Yusuf：《谁是无信仰者？》（Who are the Disbelievers?）, Seasons Journal, Zaytuna 
Institute, USA, Spring 2008，第30-50页， 
http://sandala.org/wp-content/uploads/2011/04/Who-are-the-Disbelievers.pdf。 



 

《古兰经》与“圣训”（先知穆罕默德的教导）中没有对于亵渎的立罪与惩罚的
明确规定。实际上，很少一些常常被误引的文本，都是指战争时的情况，而对

于亵渎的严厉的、中世纪的伊斯兰教法规定，是在先知本人辞世后若干世纪才
形成。 
 
正如前文已经提到的，《古兰经》确认了信仰自由与宗教自由， 其中有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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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更是为了确保对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遵守这一原则，即便他们的某些信仰在
穆斯林看来构成了亵渎（kufr或无信仰），即对先知穆罕默德的拒斥、对耶稣

救世主身份的拒斥以及对基督的神化。 
 
与此原则有关的一些章节包括： 
（1）信道者、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星教徒，凡信真主和末日，并且行善的
，将来在主那里必得享受自己的报酬，他们将没有恐惧，也不忧愁。（2：62
及5：69） 
 
该章节清楚地传递了一个普世性的信条，即支持包容主义的阐释，认为拯救可
经不同的虔诚的宗教尝试所获得，而不是排他主义的阐释，那仅仅是忠诚的穆
斯林所理解的获得拯救的标准。 
 
（2）信道者、犹太教徒、拜星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以及以物配主者，
复活日真主必定要为他们判决，真主确是万物的见证。（22：17） 
 
该章节没有保证其中所提到的所有这些宗教群体都将获得拯救，而且强调了对

于他们的神圣的判决将会在来世展现。它体现了伊斯兰教的一个显而易见、合
情合理、实际的也是实用的达到不同的宗教群体和平共处的途径：每个宗教社
群都享有在不伤害其他宗教社群的条件下，遵守其自身的信仰道路的权利—即
便它相信并试图证明它比其他的宗教更优越，以及真主将在来世对它们作出判
决。 
 
“你们在哪里发现他们，就在哪里杀戮他们”（2：191，4：89 & 4：91）这句常  
被误引的句子，所指的是战争时期的异教徒和背叛的穆斯林，而不是指犹太教
徒，尽管梅兰尼·菲利普斯（Melanie Phillips）等人一再犯这样的错误。这可以 
从前面的章节如“你们当为真主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份，因为真主
必定不喜爱过份者。”（2：190）看出。 
 
诚然，在伊斯兰教传统中曾有一、两位诗人因为嘲讽先知而被杀，但它们发生
在战争的背景下：7世纪时口述传统主导着阿拉伯文化，诗歌被用作宣传工具和
心理战术，实际上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就曾有效地使用了诗歌，哈桑·塔比特（ 
Hassan bin Thabit）和阿卜杜拉·拉瓦哈（Abdullah bin Rawaha）则是先知技巧    
最高的诗歌作者，先知曾对哈桑说: “你们的诗歌对他们的杀伤力远胜过我们的 
弓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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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惟有真主可以判决并惩罚渎圣罪 
 

10 很多专家认为，唯一的例外是阿拉伯的偶像崇拜者或多神论者（mushrikun），因为他们不断 
地迫害穆斯林并发动对穆斯林的战争，希望以此彻底灭绝穆斯林。但这一特定的历史早已湮没
，因为伊斯兰教在7世纪时便征服了阿拉伯世界。 
11 《穆斯林圣训实录》（Sahih Muslim）。 



 

伊斯兰教的经典是为了提升信仰及对神圣象征的崇敬，但任何对于违犯其信仰
和神圣象征的惩罚都是精神性的和他世的，是为死后所保留的：它们不属于世
俗立法与惩罚的事务。 
 
即便是嘲讽真主、先知穆罕默德和《古兰经》，由此构成了对伊斯兰教的亵渎

，这一原则亦同样适用。很多章节都提到了这一点，例如： 
 
（1）你说：“你们嘲笑吧！真主必定会揭露你所畏惧的事情。”如果你质问他们

，他们必定说：“我们不过是闲谈和游戏罢了。”你说：“你们嘲笑真主及其迹象
和使者吗？”你们不要托辞；你们信道之后确已不信了。如果我饶恕你们中的一
伙人，我将要惩治你们中的另一伙人，因为他们是犯罪的人。（9:64-66） 
 
该章节提到了真主对嘲笑信仰的人的饶恕和惩罚：正如传统的注释者们所认为 

的，后者被理解为身后之事。 
 
（2）真主的确怜悯先知，他的天神们的确为他祝福。信士们啊！你们应当为他
祝福，应当祝他平安！诽谤真主和使者的人，真主在今世和后世必弃绝他们，
并为他们预备凌辱的刑罚。以信士们和信女们所未犯的罪恶诽谤他们者，确已
担负诬蔑和明显的罪恶。（33：56-58） 
 
这些章节一直激励着穆斯林在受到挑衅时保持尊严：敬仰真主和先知，但将对

真主、穆圣和信徒的冒犯留待后世交由真主处理。对于在世者之生命、财产和
荣誉所犯的罪，是惟一的例外，对此应运用法律促使其得到公正的处理。 
 

7. 古兰经的精神是对有关信仰之事务进行自由的讨论和辩论 
 
古兰经的精神是对信仰与宗教事务进行自由的讨论与辩论，从而使得人们作为

自由的、道德的主体，来对这些事务做出受到告知的选择。 
 
在这方面，古兰经中一些重要但不太为人所知的章节有： 
  

（1）你向我的仆人们报喜吧！他们倾听言语而从其至美的。这些人已受真主 
的引导，这些人确是有理智的。（39:17-18） 
 

著名的注释者查马克沙里（Zamakhshari）认为可以将该章节理解为：人们有 
权对经典（因而总的来说对伊斯兰教和宗教）作出不同的阐释，并追随那些对

他们来说最有说服力的。 奎尔图比（Qurtubi）通过引证伊本·阿巴斯进一步扩
12

大了这一章节的含义，他把“言语”理解为所有的言语，而不仅仅是经典中所记

录的真主的言语。 《古兰经》的这一原则，即人们倾听彼此的观点，并遵守
13

他们眼中的最佳范例，进一步为不同的宗教社群和派别的和平共处提供了伊斯
兰教的基础。 
 
（2）无论你们争论什么事，都要归真主判决（42：10） 
 

12
见查马克沙里对《古兰经》39：17-18的注释, Al-Kashshaf, Dar al-Kutub al-‘Arabi, 出版日期未      

知。 
13 参阅库尔图必对《古兰经》39：18的注释，见http://quran.al-islam.com。 



 

对于该章节的一个传统的看法是认为它指的是审判日，与上文所讨论过的第22
：17节类似 ，即人类应该将关于他们彼此间的分歧留到后世由真主来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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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你说：“谁从天上和地下供给你们？”你说：“真主。我们或你们，是在正
道上的、或是在显着的迷误中的。”（34：24） 
 
该章节的背景显然是麦加时期，是穆圣在世时伊斯兰教与当时阿拉伯世界中所
流行的异教偶像崇拜及多神教之间的争议的一部分。《古兰经》在众多场合一
再重申伊斯兰教的一神论要远比原始的、阿拉伯的偶像崇拜优越。尽管如此，
在该章节中，真主仍教导先知对论争采取中立的立场：让我们提出各自的论争
—我们都有可能是正确的或是错误的。《古兰经》的这一原则为自由的思考、
争论与讨论这一丰富的伊斯兰教传统提供了灵感。 
 
伊斯兰教传统中的自由辩论 
在伊斯兰教传统中，曾有一些哈里发积极鼓励对于核心的信仰论题进行高层次
的、信仰间的、神学的辩论。其中的有些辩论是在哈里发本人与当时著名的拉
比、主教和神学家之间进行的。不仅如此，一些著名的穆斯林思想家、哲学家
和诗人公开发表他们的“异端”观点，却没有受到迫害。例如，阿尔·金迪（
Al-Kindi）、阿尔·拉兹（Al-Razi）、阿尔·法拉比（Al-Farabi）、伊本·斯纳（
Ibn Sina或Avicenna）、伊本·拉什德（Ibn Rushd或Averroes）等最伟大的穆斯  
林科学家和哲学家，曾被“正统”的逊尼派神学家如安萨里（Ghazzali）、伊本·
泰米亚（Ibn Taymiyyah）等指控为异端和亵渎。实际上，有些著名的“正统”穆 
斯林在其身前常被斥为异端和亵渎，甚至遭到监禁、鞭挞和大众的暴力对待。
逊尼派一些最伟大的人物都是如此，如阿卜·哈尼法（Abu Hanifa）、阿玛德·汗 
拔尔（Ahmad bin Hanbal）、阿沙里（Ashari）、布卡里（Bukhari）、安萨里  
（Ghazzali）、卡迪·阿卜·巴卡尔（Qadi Abu Bakr）、伊本·亚拉比（Ibn Arabi   
）、伊本·泰米亚（Ibn Taymiyyah）、苏布克（Subki）、伊本·卡以穆（Ibn  
al-Qayyim）等。 
 
由阿尔·马姆哈里发所设立的、用以对抗阿马德·本·汗拔尔（Ahmad bin Hanbal  
）等人的传统主义信仰与教义的、国家性质的理性主义（Mu’tazilite）宗教法庭
（mihna）（827-847），二十年后终于被继任的哈里发所取缔。主流的穆斯林
教徒由此认识到，先知穆罕默德身前与身后两百年间所发展起来的对于伊斯兰

教经典的多种多样的法理学的、法律的、理性的、知性的、哲学的和神学的阐

释，使得试图将宗教信仰强加于他人的做法，显得愚蠢而错误。一位当代的基
督教学者认为在如此之短的时间跨度内迸发出这样的思想火花，在人类历史上
实属无与伦比。  

15

 
一些穆斯林诗人对当代宗教实践的讽刺，也是思想自由的实例。例如，阿巴斯
德（Abbasid）时代的著名诗人阿布尔·阿塔西亚（Abul Atahiy）（748-828）在 
先知逝世后不到两个世纪，曾发出以下这个著名的论点： 
 
人类只有两类人： 
一类是盲目信仰者，一类是无信仰的盲目。 
 

14 参阅贾拉拉因对《古兰经》42：10的注释（Tafsir al-Jalalayn），见http://quran.al-islam.com。  
另可参阅马克沙里对这一节的注释。 
15 Wael Hallaq，Introduction to Ibn Taymiyya Against the Greek Logicians, Clarendon, 1993. 



 

阿塔西亚为此被宣判为异端，但从未受到迫害。他是因为对哈里发的一位后妃
写的情诗惹恼了哈里发而被监禁的。 
 
另一个例子是十二世纪的诗人奥曼·卡亚姆（Omar Khyyam），其作品《鲁拜 
集》（Rubaiyat）于19世纪被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爱德华·菲兹杰拉德翻译为英
文后而广为人知。在《鲁拜集》中，卡亚姆对遵循宗教的道路或为天堂与地
狱、死后生活与命运等不可知之事而担忧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并歌颂通过葡萄
美酒来忘记这些困惑。 
尽管虔诚的穆斯林至今仍然厌恶阿塔西亚和卡亚姆的某些论点，但伊斯兰教历

史上的一个事实是，这是生活于900到1200年前诗人们的普遍观点。 

8. 面对挑衅时的忍耐 
 
理想的辩论与讨论应该是礼貌、尊重彼此的、文明的；对于冒犯、不文明的举

止和暴力，穆罕默德式的典型做法报之以耐心、容忍、宽宥和仁慈。那些宣称
遵循伊斯兰教和先知穆罕默德的人，应体现出这些特征，而不是受到挑衅便诉

诸无谓的暴力与血腥行为，或是试图关闭思想与表达的自由。 
 
以下来自《古兰经》中的章节仅仅是赞颂在面对挑衅和侮辱时行忍耐与宽容之
美德的若干例子： 
 
（1）你要原谅，要劝导，要避开愚人。（7：199） 
 
（2）至仁主的仆人是那些……当愚人以恶言伤害他们的时候，他们说： 
“祝你们平安！”（25：63） 
 
（3）我确已知道：他们所说的话必使你伤悲。他们不是否认你，那些不义的人
，是在否认真主的迹象。在你之前，有许多使者，确已被人否认。但他们忍受
他人的否认和迫害，直到我的援助降临他们。真主的约言，不是任何人所能变

更的。众使者的消息，有一部分确已降临你了。（6：33-34） 
 
（4） 我确已知道你为他们的谰言而烦闷。你应当赞颂你的主超绝万物，你应 
当与众人一起叩头。你应当崇拜你的主，直到那无疑的消息来临。（15：
97-99） 
 
以下这些发生在先知身前的事件，来自最权威的体现伊斯兰教规传统的圣训（
Hadith），表明了穆圣是如何通过实践体现《古兰经》关于耐心、节制、忍耐
和宽容之教义的： 
 
（1）先知在麦加的敌人把他称为“常受诅咒的”（Mudhammam），这是对“常受
赞扬”（Muhammad）一词的倒置。先知只回答：“他们所说的话不适用于我，
因为他们用的是一个错误的名字，而我是穆罕默德。”  

16

 
（2）当先知到山城塔伊夫（Taif）传道时，那里的人们排斥他并鼓动年轻人向
他扔掷石块，使得先知的双脚流血。天使长加伯利来到先知前，允诺可以使他

16 在《撒旦诗篇》（Satanic Verses）（1988）中，萨尔曼·拉什迪为小说的主要人物取名为马霍  
德（Mahound），采取的是中世纪反伊斯兰教的基督徒为了破坏先知的名声对他的叫法。以上
的圣训说明，先知对此可以说是给出了明确的回答：“不用担心，因为这根本就不是我的名
字！” 



 

有力量消灭山里的塔伊夫人。穆圣答道：“不要这样做：我期盼有一天他们的后
代会崇拜同一位真主。”十到二十年后，所有的塔伊夫人都皈依了伊斯兰教。 
  
（3）先知一再被要求诅咒那些迫害、折磨和杀害穆斯林并企图抹灭他们的敌

人。先知回答：“我被派来是怜悯的，而不是诅咒者。” 
 
（4）一群人来到先知的屋前，对他说“愿死亡降临于你”（as-samu alaykum）而 
不是“愿主福安之”（as-salamu alaykum）。阿以莎（Aisha）受到挑衅，回答： 
“愿真主诅咒你们！”穆圣批评她：“真主是温和并喜爱温和的。” 
 
（5）先知欠一位贝都因人的钱。这位贝都因人怒气冲冲地来向先知要钱，并抓
住先知的外套，以至使他的脖子都受了伤。当先知的使徒提出报复这位贝都因
人时，先知回答道：“由他去吧，这是债主的权利。” 
 
（6）先知曾在穆斯林中引起了一些论战。其中一位穆斯林指责他偏袒、不公
正。先知对他作了口头上的驳斥，却并没有对他采取更进一步的行动，尽管责

怪先知不公正等同于亵渎。 
 
（7）先知教导我们：“强大者并不是那些在摔跤比赛中摔倒对手的人，而是在
恼怒时能够自控的人。” 
 
（8） 一位男子来到先知面前并反复问他：“请给我指引吧。”每次先知都如是回 
答他：“不要发怒。”穆斯林学者认为这一建议包括回避任何可能会使人不必要
地发怒的处境。这当然适用于观看或阅读冒犯先知或其他神迹的电影、漫画及
书籍。 
 
（9）阿卜杜拉·乌巴伊（Abdullah bin Ubayy）是麦地那伪信者的头领：他们皈  
依伊斯兰教，是因其比犹太教、基督教和多神教居于更为统治性的地位。然而
伪信者们经常背判穆斯林教徒，包括在武侯德战役前夕的最后一刻撤出穆斯林
军队。在又一次的背判后，欧麦尔·哈塔卜（Umar bin al-Khattab）等人要求处  
罚这些背判者，这完全符合当时战争中的规则。然而先知对此作了以下著名的
回答:“由他们去吧，不然其他的人会说‘穆罕默德杀死了他的同伴’。” 
 
这一事件表明先知极为关注伊斯兰教和穆斯林信徒的声誉。现今那些一旦认为

伊斯兰教受到冒犯—真实的也好，想象的也好—便愤怒地叫嚷“蓝色谋杀”的狂
热分子，应好好学习先知忍耐的典范，尤其是这里存在着一个显著的区别：呼
吁进行报复往往违反了他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法律。 

结论 
 
历史上的伊斯兰教具有很强的思想与辩论自由和宽容的传统，包括对于基本的
伊斯兰教信仰。对于信仰甚至是宗教信仰本身的讨论，必然会涉及到一些在其
他人看来是冒犯性的，被他们解释为亵渎的表述。伊斯兰教在面对挑衅时的反
应，应建立在精神性、尊严和宽宥的基础上。这一开放和宽容的传统在当今以
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和社会中亟待恢复，尤其是考虑到由宗教不宽容和偏执所引
起的暴力是如此广泛。 
 
 



 

 
 

附录一：中世纪背叛伊斯兰教死刑律法 
 
令人遗憾的是，中世纪对于伊斯兰律法的阐释被以下的观念所支配，即背叛伊
斯兰教者，也就是放弃他们的信仰以及/或者皈依另一宗教的穆斯林，必须被处

死。这一在所有主要的中世纪教法中有迹可循的规定，迄今仍在全世界的伊斯
兰教神学院和大学中被讲授，它与《古兰经》中的“宗教无强迫”的原则完全相
冲突，其基础是一些主要的、经典的“圣训”（它们被正确地或错误地归之于先
知穆罕默德）。 
 
对一些被引用来支持对判教者实行死刑的主要“圣训”的分析 
 
本文将对以下两个最为著名的“圣训”进行简要的论述： 
 
1. 第一则“圣训”因其包括了由伊玛目诺威（Imam al-Nawawi, 1234-1278）编写
的记录基本的先知传统的《圣训四十段》而尤为著名。该圣训的内容如下： 
 
阿卜杜拉·本·马斯乌德（Abdullah bin Mas’ud）转述，安拉的使者（安拉赐他
平安） 的话：“无故不得侵犯穆斯林人的生命，除非因为以下三种情况之一：已

婚的通奸者；杀人偿命者；脱离大众的叛教者。”   17

 
应该注意的是该圣训的首要来源，布哈里和穆斯林圣训集被逊尼派穆斯林看作
是最可信的圣训集，对此有难以数计的评论。 
 
十三世纪叙利亚学者伊玛目诺威对此圣训所作的评价，在经典的学术评价中颇

具代表性：“它普遍适用于任何背叛伊斯兰教的教徒，不管是哪一类的背叛，如
果他不重新回到伊斯兰教，则有义务将他处死。有学识的人认为这也包括了那
些因异端（bid’ah）、反抗（baghy）等离开社群的人，包括反叛者（khawarij
）。”  

18

 
与此类似，十五世纪的埃及学者伊本·哈加尔·阿斯卡拉尼（Ibn Hajar 
al-‘Asqalani）持与诺威及其同时代的学者伊本·达契·以德（Ibn Daqiq al-‘Id）类

似的观点，他说：“叛教使得处死某人合法化，这是一个共识；女人的情况需另
作讨论。”  

19

17 An-Nawawi, Forty Hadith, D. Johnson-Davies & E. Ibrahim译, Islamic Texts Society, 1997, Hadith              
No. 14. 
18 An-Nawawi, Sharh Sahih Muslim（Commentary on Sahih Muslim），关于这里所讨论的圣训，
参阅Kitab al-Qisas wal-Diyat（Book of Retaliation and Blood-Money）, no. 1676;见
http://hadith.al-islam.com/Page.aspx?pageid=192&BookID=34&TOCID=772。最初的反叛者（
Khawarij）是指那些虔诚而极端的穆斯林，过度的虔诚使他们驱逐并杀害其他的穆斯林，包括
第四任哈里发伊玛目阿里。该词一般被用来指政治和宗教上极端的伊斯兰教派，这些教派强调

与“非伊斯兰”的权威相对抗，并动辄声称将那些与他们的观点不一致的穆斯林驱逐出伊斯兰

教。讽刺性的是，伊玛目诺威在这里所认可的是处死那些在“正统的穆斯林”看来背离了伊斯兰

教信仰的人。 
19 Ibn Hajar al-‘Asqalani, Fath al-Bari (Commentary on Sahih Bukhari)，关于这里所讨论的圣训，
参阅Bukhari, Kitab al-Diyat (Book of Blood-Money) no. 6878; 见
http://hadith.al-islam.com/Page.aspx?pageid=192&BookID=33&TOCID=3788。 



 

 
如下文所要论述的，当代的穆斯林思潮拒绝了这一观点，而将圣训中所提到的
“对社群的背叛”解读为对于任何严重的背叛的惩罚适用于更早的时期。在早期
，信仰上的效忠往往与政治上的效忠相连，因而放弃其信仰，便等同于政治上
的背叛，尤其是当具有不同信仰的社群处于战争状态时。 
 
2. 阿卜杜拉·本·阿巴斯（Abdullah bin ‘Abbas）引述先知（安拉赐他和平）的
话说：“杀死那些改变其宗教的人。”（man baddala dinahu fa’qtuluhu）-为布
哈里及其他人所引述 
 
下文将对这一圣训的背景作出讨论。一个极端的传统教法的例子是，伊玛目诺

威在其《论圣训四十段》（Commentary on the Forty Hadith）中评论上面的圣
训1时，引用圣训2 来为他的拘泥于字面意义的沙斐伊学派立场辩护，即任何改
换宗教的人都必须被处死，包括“皈依基督教的犹太教徒，反之亦然”！这种拘
泥于字面意义的立场认为所有从某一宗教皈依为另一宗教的人，除了皈依伊斯
兰教的人，都必须被处死。二十世纪的学者，穆罕默德·拉什德·里达（
Muhammad Rashid Rida）在提及《论圣训四十段》时，批评了诺威对这一立场

的支持。在里达看来，必须参照圣训1来理解圣训2，而圣训1显然只适用于从
伊斯兰教皈依其他宗教的人。 
里达和诺威采取的都是以文释义的方式，而诺威以及其他的沙斐伊学派的权威
人物所得出的极端结论则凸现了采取这一方式的问题所在。当代的穆斯林观认

同里达的观点，即圣训2应该被放在其他的背景，如圣训1之中加以理解，而变

化了的现代背景以及原初的伊斯兰教精神，都使取消对叛教处以死刑成为必
然。当代的穆斯林观试图将这些圣训与上文中所引用的《古兰经》章节相调

解。调解《古兰经》的文本内容是教法的一个传统原则。 
 
该圣训的背景 
 
当代学者塔哈·贾必尔·阿尔瓦尼（Taha Jabir al-‘Alwani） 质疑了该圣训的可信
性，并认为即便它是真实的，正如《古兰经》中所提到的（3：72），它所指
的也是作为伊斯兰教敌人的非穆斯林假装皈依为伊斯兰教，然后放弃伊斯兰教
，希望借此说服其他的信徒跟随他们的做法 。 

20

 
传统的和中世纪的法理学家对叛教实行死刑的观点  

21

 
（1）哈乃斐派认为根据圣训2，背叛伊斯兰教的成年男性（而非女性）必须被
处死。  
（2）马利克（Malikis）派认为，所有成年的叛教者，无论男女，都要被处死
，因为他们可能会使用武器发起对伊斯兰社群的战争。在此之间要先给他们悔
过的机会。例如伊本·阿尔·巴尔（Ibn al-Barr）声称，“对于叛教者应被处死这一
点不存在异议。”  

22

（3）沙斐尔派认为，多神论和不信（kufr）便是对叛教者处以死刑的足够理由
；唯一的例外是经中所提到的人（dhimmis），他们是上缴人头税（jizya）的非

20 参阅T.J. al-Alwani, Apostasy in Islam – A Historical & Scriptural Analysis,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Islamic Thought, London/Washington, 1432/2011, 第四章。 
21 同上，第五章。 
22 同上，77页、101-104页。 



 

穆斯林，因此受到穆斯林统治者的保护。  
23

（4）与马利基派和沙斐伊派类似，罕百利（Hanbali）派主张男、女叛教者在
三天的忏悔后应被处以死刑。 
（5）十二伊玛目派（Twelver Shia）主张生而为穆斯林，后背叛伊斯兰教者应

被处死，不应给予他们忏悔的机会。从其他宗教皈依伊斯兰教的叛教者应被给

予忏悔的机会。不改悔的女性叛教者不会被处死，而应投入监狱。 
（6）以伊本·哈兹穆（Ibn Hazm）为代表的查西里派（Zahiri，即直译派）主张

所有的叛教者都应被处死。伊本·哈兹穆认为《古兰经》中的“宗教中无强迫。”
这句话要么是已被取消的，要么只适用于某些特定的人们。当代学者阿尔瓦尼
（Alwani）形容伊本·哈兹穆的观点既缺乏妥协，又自我矛盾和令人困惑。 
（7）载蒂（Zaydi）派和伊巴蒂（Ibadi）派主张所有的叛教者，无论男女，都
应被处死，因为他们的叛教行为等同于对穆斯林国家发起了潜在的或实际的宣
战。  

24

 
 
现代的穆斯林叛教教法 
近来，中世纪关于叛教的教法获得了显著而持续的发展，尽管还有许多当代传

统主义的穆斯林不了解这些发展。以下是一些例子： 
 
1）奥斯曼改革：奥斯曼伊斯兰君主国被现代所有的伊斯兰教徒看作是当时唯一
合法的哈里发国。1839年的伽尔罕法令（Hatt-i-Sharif）提出了很多改革，包括
完全取消对非伊斯兰教徒征收任何形式的人头税（jizya），并给予犹太人、基
督徒与穆斯林同等的公民身份。1843年，跟欧洲其他国家一样，为现代化和更
新其中世纪的宗教遗产，制定了新的刑法典。1844年，对背叛伊斯兰教处以死
刑的教法被废除。1858年的奥斯曼刑法典则建立在1810年的拿破仑法典基础之
上，而非传统的伊斯兰教法。  

25

 
杰出的英国穆斯林学者阿布达尔·哈可姆 ·穆拉德酋长（即蒂姆·温特尔博士）如
是评价奥斯曼改革：“作为伊斯兰教逊尼派最高代表的奥斯曼哈里发在1839年所
谓的坦兹玛特改革（Tanzimat reforms）后废除了这一刑罚。宗教法庭和学校
的最高首领教长（Shaykh al-Islam）在传统的法律教义中确立了这一重大的改
变。有研究者指出《古兰经》中没有任何章节规定了对于叛教的惩罚（尽管第
五章第54句和第二章的第217句预言了叛教将在来世所受到的惩罚）。同时也
有人指出圣训（先知所说的话）的模糊性意味着只有和叛国罪相结合时，叛教
才算违反了伊斯兰教法。”   

26

 
2）二十世纪下半叶，埃及具有一千多年历史，也是目前伊斯兰世界中最具影响
的宗教权威之一的艾资哈尔大学（Al-Azhar），延续了奥特曼帝国关于叛教的

23 同上，104-109页。另参阅Recep Senturk：《权利的社会学：伊斯兰教中社群与普世视野中的  
人权》（Sociology of Rights: Human Rights in Islam between Communal and Universal Perspectives,            
Emory University Law School, 2002），本书对伊斯兰教中有关人权的社群（Shafi’i）和普世（    
Hanafi）的视角以及奥斯曼帝国基于普世主义视角对人权和民主的发展，作了精妙的阐释。  
24 关于这里所总结的后五个学派，参见al-Alwani，第109-116页。 
25 Ishtiaq Hussain：《坦兹麦特改革（1839-1876）：奥斯曼帝国的世俗改革》（The Tanzimat 
(1839-1876): Secular Reforms in the Ottoman Empire, Faith Matters, 2011）。见

http://faith-matters.org/images/stories/fm-publications/the-tanzimat-final-web.pdf。 
26 Abdal Hakim Murad, On Faith: Muslims Speak Out – What Islam Really Says About Violence,                
Human Rights and Other Religions, Washington Post/Newsweek, July 2007。重新发表于        
http://ageofjahiliyah.wordpress.com/2007/09/01/abdal-hakim-murad-on-jihad-apostasy-rights-of-musli
m-women/。 



 

规定。“奥特曼帝国改革所引发的辩论在1958年得以延续，当时开罗的艾资哈尔

大学、阿拉伯世界中的最高宗教权威，发布了正式的宗教法令（fatwa）确定废

除这一传统的律法。”  
27

 
3）即便是由当代传统主义的法理学家和一些主要的伊斯兰教主义者所组成的团

体—欧洲宗教法令与研究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for Fatwa and Research）
—也接受了上面所说的对于圣训的理解，认为只有和政治性的叛国相联系的叛
教才应该受到惩罚。  

28

 
这些改进所包括的涵义： 
 
（1）认为关于叛教应被处死存在着一个共识的主张是错误的。 
 
（2）那些声称改变对叛教的死刑处罚构成“亵渎”（“kufr”）的人，和他们承认

奥特曼哈里发国为“伊斯兰教”帝国的观点自相矛盾。 
 
（3）奥特曼改革以及艾资哈尔大学已经解决了这一冲突，但是现代的原教旨主
义者以及反对而不是使传统重新复活的伊斯兰教主义者试图重新激起对这一话

题的争议。据报道，2013年4月摩洛哥的宗教学者最高委员会呼吁重新对背叛
伊斯兰教的行为施以死刑。  

29

 
本文的关键论点： 
 
（1）中世纪对叛教处以死刑的规定显然违背了《古兰经》“宗教无强迫”的原
则。 
 
（2）这一点最终为居领导地位的伊斯兰权威如奥特曼哈里发国和艾资哈尔大学
所承认，它们分别在19和20世纪取消了死刑。 
 
（3）十三世纪学者伊玛目诺威的广为流传的《圣训四十段》，被用于教育全世
界伊斯兰教的初学者以及更高级的学生。但它包括了一个常被用来证明对叛教
者施以死刑的圣训。所有传授《圣训四十段》的老师都有义务向学生解释宗教
和信仰自由这一基本的、普世的《古兰经》原则，比其他的一切阐释更为根本
，而中世纪对叛教者处以死刑的规定已经被奥特曼哈里法的教长和埃及的艾资

哈尔大学所正式取消。 
  

27 同上。 
28 Fatawa al-Majlis al-Urubbi lil-Ifta’ wal-Buhuth（Fatwas of the European Council for Fatwa and             
Research）, 文本见http://www.e-cfr.org/。 
29http://morocconewstribune.com/moroccos-high-council-of-ulemass-death-sentence-fatwa-on-apostate
s-sparks-controversy/。 



 

附录二：对伊斯兰教和宗教自由的反思 
 

2012年，一部业余的、煽动性的、冒犯性的电影《天真穆斯林》（Innocence  
of Muslims）引起了全球性的不满，有人开始呼吁引入 或强化类似于全球亵渎 

30

法的规定 。在一些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数十人在暴力抗议中丧生，其中包
31

括美国驻利比亚大使斯蒂文森，恐怖分子以抗议《穆斯林的天真》为名，行恐
怖主义之实，另有一位巴基斯坦部长以10万美元悬赏该片导演的人头。 

很多人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无论是书、电影、漫画、泰迪熊，还是 
美国一些原教旨主义者和士兵撕毁《古兰经》，其情节大同小异：一些不成熟
的穆斯林，不是对那些攻击和冒犯伊斯兰教的做法置之不理，或是像先知穆罕
默德（愿主福安之）那样，原谅这些作品的作者，而是诉诸于暴力，杀害了那
些曾经帮助过穆斯林或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的人们。不仅如此，那些劣质的“冒
犯性”的作品反而因此获得了更高的知名度，而伊斯兰教的形象却再一次受到玷
污，这使大部分普通的、正直的穆斯林感到无比沮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萨曼•拉什迪的充满咒骂、难以卒读的《撒旦诗篇》，由 
于某个伊斯兰教集团为了“提高人们的觉悟”，而大肆宣扬书中对伊斯兰教圣人
的冷嘲热讽，并以阿亚托拉·霍梅尼发布对于拉什蒂的死亡令而达到顶点，反而
使得本书及其作者举世闻名。二十年后，同样的事件卷土重来，丹麦的漫画因
嘲讽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这些漫画最开始出版后，原本鲜为人知，
直到一位生活在丹麦的埃及神职人员开始抵制这些漫画，才使其影响扩大。诚

然，爱先知及其门徒意味着不公开表示对于他们的大不敬。但是如果有人冒犯
我们所爱的人，如父母、子女或兄弟姐妹，我们会向全世界公布这些冒犯性的
言辞或描述吗？ 

这类的情况导致全世界数十位普通人在骚乱和抗议中丧生：这一点尤其令人 
感到讽刺，先知自己曾教导说，在真主的眼中，毁坏伊斯兰教中最神圣的天房
，也要轻于杀害一条生命。以下发生于2011年的几件事尤其令人感到可怕： 
 
1）为抗议美国一些无知的福音派焚烧《古兰经》而爆发了暴力游行，之后若干
为帮助穆斯林占绝大多数人口的阿富汗而历经艰辛的联合国人员被砍头。  

32

 
2）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省长萨尔曼·塔斯尔被他的一位保镖所谋杀，这位保镖后
来承认他是因为不满塔斯尔介入帮助阿西娅·碧碧获得总统赦免，认为塔斯尔因
此“冒犯了先知”。碧碧是巴基斯坦的一位女基督教徒，因与穆斯林邻居的纠纷

依照亵渎法被判处死刑。 
 

30 例如中东的圣公会主教联名致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要求将对“被信仰者视为神圣的人物 
（如先知）、象征、文本和信仰结构的有意的、蓄意的攻击或诽谤”宣布为非法。（Anglican 
Communion News Service, Anglican leaders condemn anti-Islam film and violence, 19th September            
2012,  http://www.anglicancommunion.org/acns/news.cfm/2012/9/19/ACNS5185）  
31 参考伊斯兰教合作组织（OIC）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发言：《纽约伊斯兰教合作组织谴责发布反
穆斯林录像，呼吁对系统性的仇恨和挑衅采取联合行动》（OIC Group in New York Condemns 
the Release of the Anti Muslim Video, and Calls for Collective Action against Provocations and 
Systematic Incitement to Hatred, 22nd September 2012, 
http://www.oic-oci.org/topic_detail.asp?t_id=7189）。 
32 “UN staff were hunted down and slaughtered in Afghanistan,” The Daily Telegraph, 3rd April 2011               
，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afghanistan/8424805/UN-staff-were-hunted-down-an
d-slaughtered-in-Afghanista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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