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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是人的生存延续发展的最

基本权利，因此，可以说，人类社会模

式的构建，典章制度律法的设立，思想

理论学说的阐释，都是围绕着人本身

的基本权利实现来进行的。换言之，其

主旨都是为使人生活得更自由、更有

尊严和更幸福，这也是人类的普遍认

知。从这个意义上说，伊斯兰教作为天

启宗教，其在产生之时，就包含了许多

人权方面的范畴。伊斯兰人权思想是

建立在伊斯兰信仰价值观的基础之上

的。早在伊斯兰教传播初期，为消除当

时部族间的劫掠与仇杀，保障人们的

生命及财产的安全，维护人与人之间

的原始平等关系，伊斯兰教以法律的

形式提出了尊重他人的基本生存权，

反对无故剥夺他人生命；提倡公正，反

对暴戾；提倡和平，反对战争；提倡互

助，反对欺诈等关涉维护人权的基本

内容。虽然在伊斯兰教的经典中没有

明确地、系统地概括为人权原则，但却

体现了伊斯兰人权思想的基本精神，

体现了伊斯兰重视人权的普世价值观。

而早在1400多年前，先知穆罕默德在

《辞朝演讲》中就第一次系统地提出了

人的基本权益。

一、伊斯兰人权思想对“权力”与

“权利”概念的界定

（1）真主的权力。真主是一切权

力、权威和权势的唯一拥有者，人类

是真主创造并设置在大地上的“代治

者”，真主对世界万物及人类拥有绝

对的权威与主宰权，因而人类应尽信

仰、服从、感赞、崇拜真主的义务。

（2）人类的权利。人类的一切权

利均来自于真主的赐予，真主作为唯

一的主权者，将一定的权利赐授予其

“代治者”——人类，这就使人类具有

了一定的权利与自由，而这种权利的

授予也是一种考验和鉴别，看谁人的

作为更优秀。《古兰经》云：“我以你

们成为大地上的代治者，以便我看你

们怎样工作。”（10∶14）由此可见，伊

斯兰教认为，人权的确立必须建立在

经训、伊斯兰法的指导与规范之下，

其目的是为了保障人类在尊严与人格

方面的平等，以及在思想与言行方面

的基本自由，从而，确保“代治者”义

务与职责的履行，这种权利与自由神

圣不可侵犯。正如1990年8月在埃及

开罗通过的《伊斯兰世界人权宣言》

【摘  要】人权问题是当代国际政治领域中一个十分惹人关注的问题，是一个关涉政治、经济、社会、

教育、文化、宗教信仰等多方面内涵的范畴，表达了人类对自由、尊严、平等、安全、公正和幸福的共同

追求与憧憬。但由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的原因，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人权观，也就是说，任何

人权观都是建立在特定价值观的基础之上的。而伊斯兰人权观尤其具有鲜明的特色，它不仅与伊斯兰世界

的政治、经济、法律相联系，而且与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历史传统相关涉。伊斯兰人权思想的形成、发展与

实践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而对其进行探讨和研析对于促进人类个文明的交流、沟通与理解，对于构建

世界和平、和谐、和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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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uman rights problem is striking in the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 is a

classification involving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education, culture, religious conviction, etc,

showing man’s common pursuit and vision for liberty, dignity, equality, safety, justice and

welfare. However, differen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as well as social institutions have

resulted in various concepts of human rights. Islamic thought of human rights has its own

remarkable features, related not only with the politics, economy and laws of Islam, but also with

Islam and its historical traditions.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practice of Islamic human rights

thought has a prolonged history; probe into it is, therefo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advancing the

communication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human civilizations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peace and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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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序言中所表述的：“伊斯兰的基本

权利和普遍自由是伊斯兰教的一部

分，没有任何人在原则上有权全部或

部分终止它们，或违反或忽略它们，

因为它们是真主所启示的经典中所规

定的，是有约束力的神圣戒律，它们

是通过真主最后的先知带给人们的，

以完成以往的神圣信息，从而使遵守

它们成为信仰的行为，忽略或违反它

们成为一种可鄙的行为。因此，每一

个都要个别地——伊斯兰民族集体地

——为它们获得保障负责。”

二、伊斯兰人权思想确立的基本

原则

（1）人类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真

主赋予的，而非天生就具有的，任何

人或集团无权无故践踏与剥夺。“人

权主赐”的思想从根本上确定了人权

的神圣性与平等性。

（2）人类应尽的义务优先于享有

的权利，也就是说，人只有在履行了

对真主、对他人、对集体、对社会、对

自然所应承担的义务的基础上，权利

才能得以真实、充分地拥有、尊重与

实现。

（3）人人负有履行法定义务的职

责，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与自由。而

个人的权利必须服从于集体的利益。

也就是说，个人权利的拥有与实现，

必须建立在尊重与维护集体利益的前

提之下。

（4）《古兰经》、“圣训”、伊斯兰

法是构建伊斯兰人权观的指导思想和

理论基础。

三、伊斯兰人权思想包括的主要

内容

（1）生命、生存权神圣不可侵犯。

伊斯兰人权思想认为，每个人都应享

有真主所赋予的生命、自由与人身安

全的权利，这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

个人或集体都不能非法予以践踏和剥

夺。《古兰经》云：“你们不要违背真主

的禁令而杀人，除非因为正义。他将这

些事嘱咐你们，以便你们了解”（6∶

151）。又云：“你们不要因为怕贫穷而

杀害自己的儿女，我供给他们和你们，

杀害他们确是大罪”（17∶31）。

（2）财产权应受保护。财产是人

们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和基本保障，

所有合法所得的财产，任何人都无权

非法侵占。《古兰经》云：“你们不要

借诈术而侵蚀别人的财产”；先知穆

罕默德指出：“一个穆斯林剥夺另一

个穆斯林的生命、荣誉、财产，这是

绝对禁止的”（穆斯林辑录）。

（3）信仰权应受尊重。信仰是每

个人的自由选择，伊斯兰教在号召人

们劝善戒恶、归信正道的同时，又反

复强调尊重人们的信仰自由，《古兰

经》指出：“对于宗教，绝无强迫；因

为正邪确已分明”（2∶256）。

（4）人格尊严一律平等。伊斯兰

人权思想认为，人类同出一源，都是

真主的造化，阿丹的子孙，全人类同

处一个大家庭，人人都是这个大家庭

中的一员，人人都享有真主赐予的人

格尊严，每一个人在基本人格尊严、

基本义务和责任上一律平等，这种平

等没有种族、肤色、语言、性别、宗

教、政治、社会地位或其他因素的区

别。《古兰经》云：“众人啊！我确已

从一男一女上创造你们，使你们成为

许多民族和宗族，以便你们相互认

识”（49∶13）；先知穆罕默德说：“你

们都属于阿丹的子孙，而阿丹是真主

从泥土上创造的”（布哈里辑录）。

（5）妇女儿童权益不容侵犯。伊

斯兰人权思想认为，每个人都负有应

尽的义务，得享应有的权利，真主赐

予妇女儿童的权益，不容任何人侵

犯。在对待妇女权益的问题上，伊斯

兰教始终采取了公正的立场，强调妇

女的尊严，维护她们应享的一切精神

与物质的权利。《古兰经》云：“她们

应享合理的权利，也应尽合理的义

务”（2∶228）；同时，还制定了保障

妇女合法继承财产的权利，《古兰经》

云：“女子也得享受父母和至亲所遗

财产的一部分，无论他们所得遗财多

寡，各人应得法定的部分”（4∶7）。伊

斯兰人权观强调保障男女在权利方面

的平等，这种平等是完全的、公正的、

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正如《古兰经》

云：“他们的主答应他们：我绝不使你

们中任何一个行善者徒劳无酬，无论

他是男的，还是女的”（3∶195）。同

时，在对待儿童权益方面，除保障一

般儿童的正当权益外，尤其重视对于

孤儿权益的保护，严厉禁止侵吞孤儿

财产的行为，《古兰经》云：“你们应

当把孤儿的财产交还他们，不要以[你

们的]恶劣的[财产]，换取[他们的]佳美

的[财产]；也不要把他们的财产并入

你们的财产，而加以吞蚀。这确是大

罪”（4∶2）。从根本上保障了妇女儿

童的基本权益。

另外，伊斯兰人权思想主张，人

类所有正当、合法的基本权益均应受

到保护，并从法律的角度进行了明确

的规定，如表述权、受教育权、迁徙

权、居住权、婚嫁权、劳动权、隐私

权、知情权等等。（具体内容参见《伊

斯兰世界人权宣言》）

四、伊斯兰人权思想的基本特征

（1）人权由真主赐授。权利是真

主授予的，不是人天生就有的，人只

有服从真主的命令，才能最大限度地

实现权利。同样只有对真主最虔敬，

对真主的法度最遵从的人才能获得最

大限度的自由。因此，在当代许多伊

斯兰国家的宪法中都明确规定“一切

权力归真主所有”。人类对于真主，只

能履行义务，不得主张权利。这种“人

权主赐”的观念与西方自然权利的概

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也是伊斯兰

人权思想有别于其他人权观的最大的

特征。

（2）强调维护集体权利。伊斯兰

人权观强调的是集体的权利，而不是

个人的权利。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伊

斯兰教从创传之时，就特别强调集体

的凝聚力与和谐，反对极端的个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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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认为集体权利是个人权利的集中

体现，同时也是个人权利得以实现的

保障。而规范集体权利的准则是伊斯

兰教义和法律，维护集体的权利与权

威是个人应尽的义务。这与西方个人

权利至上的人权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3）强调履行义务优先于享受权

利。在伊斯兰人权思想的实践中，强

调义务与权利并重，且义务优先于权

利。就个体而言，一方面是人类对真

主应尽的义务（宗教功课）；另一方面

是世人对他人应尽的义务（社会职

责）。人权是义务的结果，而不是义务

的前提。从这个意义讲，伊斯兰人权

思想在对待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是义

务导向的。

（4）强调个人权利与社会责任的

平衡。伊斯兰人权思想认为，个人无

限制的自由必然导致对他人自由的侵

犯与剥夺和对整个社会的危害。因

而，个人所扮演的角色和社会所扮演

的角色是相互补足、相互依存的。二

者之间有着社会的团结一致以及共同

的责任义务。每个人都对他所生活的

社会的幸福与繁荣负有责任。同时，

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人们必须以一种

互惠的方式与态度，使自己的权利、

利益同他人及社会的相适应。换言

之，个人权利必须与社会责任相平

衡。也就是说，人权的实现应当包含

着在个人权利与社会义务之间保持一

种平衡关系的要求。

（5）强调政府权威与个人权利相

一致。当代西方的权利概念不仅强调

个人对他人的权利，而且强调个人对

政府的权利，关于后者的实现，除要求

政府给予个人一些特别的救济之外，

主要是在制度设置上采取防止政府滥

用权力的措施。伊斯兰人权思想认为，

政府与个人应当是相一致的，因为，包

括政府在内的任何机构和个人都必须

服从于法律。根据严格的伊斯兰法律

理论，国家权威与个人权利之间不存

在冲突，因为二者都必须服从真主的

法律。同时，人权是个人和国家的共同

目标。国家的目标就是把这些权利交

还给被剥夺权利的人，而且，为这些权

利的实现提供权威的保障。

（6）强调法律是界定和维护人权

的根据。伊斯兰人权思想认为，人权

的概念，不是人类思想演化的结果，

而是真主启示的结果；对人类基本权

利和普遍自由的认定和尊重的思想，

是伊斯兰教的组成部分；是具有约束

力的真主的命令，被载入真主启示的

经典之中，并由先知穆罕默德在真主

启示的基础上加以传播；其作为一项

原则，存在于伊斯兰法律之中，并受

到法律的界定和保护；奉行此原则是

一种崇敬行为，而无视和违背此原则

为可恶的罪孽；人人负有维护这些基

本权利和自由的责任，任何人均无权

全部或部分地停止、侵犯、践踏这些

权利和自由。这一特征在《伊斯兰世

界人权宣言》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五、伊斯兰人权思想的基本精神

及其实践

（1）尊重人格尊严的平等精神。伊

斯兰人权思想认为，真主创造了人类

并为全人类颁降了阐明真理、指引正

道的《古兰经》要求人类共同遵守，一

起履行“代治者”的义务。每个人，不

分民族、种族、肤色、语言、性别、宗

教、政治、社会地位，都是人类大家庭

中的一员，真主面前人人平等，人格尊

严一律平等，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在此

基础上恪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原

则。伊斯兰人权观的平等思想，是对人

类基本权利和普遍自由的认定和尊重

的思想，具体表现在对不同民族、不同

种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信

仰、不同国籍、不同阶层、不同地位、

不同文化的民众的普遍尊重。伊斯兰

人权思想坚决反对民族优越感和种族

歧视，这种观点在先知穆罕默德的《辞

朝演讲》之中得到了生动地表述：“人

类啊！你们的主是同一个主，你们的

祖先是同一个祖先，你们都是阿丹的

子孙，阿丹来自于泥土。阿拉伯人不比

非阿拉伯人优越，非阿拉伯人也不比

阿拉伯人优越；红种人不比白种人优

越，白种人也不比红种人优越；所不同

者只在敬畏真主和工作善美而已。”伊

斯兰人权观中所体现的尊重人格尊严

的平等精神，是对一切形式的种族主

义、民族主义、宗派主义的彻底否定，

是对人人平等、世界大同思想的有力

张扬。

（2）珍视人类生命权利的人道精

神。伊斯兰人权思想认为，人类的生

命权利是真主赐予的基本权利，生命

的寿限是由真主决定的，任何人或集

体都无权无故剥夺他人生命，甚至自

己都无权剥夺自己的生命。珍爱生命

（包括他人和自己的生命）是每个人

的神圣职责。伊斯兰人权思想中的人

道主义精神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1〉反对暴政和战争，力争为民

众提供一种保障基本生命权利的社会

环境。暴政和战争是威胁民众生命最

普遍最直接的因素，伊斯兰教兴起以

前，阿拉伯半岛暴虐盛行、部族间仇

杀不断，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民众的

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针对这种状

况，《古兰经》严厉告诫人们：“你们

不要违背真主的禁令而杀人，除非因

为正义”（17∶33）；以此重申了维护

民众生命权的重要性。伊斯兰学者穆

萨曾阐释说：“在世界上，迫害和压迫

弱者，是受真主谴怒的行为，真主不

会宽恕任何方式的专制和暴力，一切

迫害他人、他国，并给他人、他国带

来苦难的行为是与《古兰经》中的正

义、虔诚、和仁慈的戒律相违背的，伊

斯兰反对一切形式的专制和暴力。”

这一阐释鲜明地揭示了伊斯兰反对暴

政和战争，保障民众基本生命权利的

人道主义精神。〈2〉反对虐杀残害妇

孺及奴婢生命的不义行为，主张保护

弱势群体的生命权利。这一思想体现

了伊斯兰教对每一个普通人的人格尊

严及生命权利的重视与关爱，是伊斯

学术文化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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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人道主义精神的进一步突显和张

扬。〈3〉强调教义教法的宽容重生，把

维护人的生命权作为其重要内容。宽

容重生、信仰和务实交融，是伊斯兰

教的根本精神。即使在严格教律的制

定与执行中，都充满和体现了这一精

神，《古兰经》云：“真主要你们便利，

不要你们困难”（2∶185）。由此可见，

关爱人的生存是伊斯兰人权思想的首

要宗旨，体现了珍爱生命，仁慈宽厚

的人道主义精神。

（3）关切人类生存权利的仁爱精

神。伊斯兰人权思想从“人人平等”的

原则出发，重视每一个人的生存权

利，要求社会为每个成员的生存及发

展提供必要的条件。首先，十分关注

保障人们的现实生存权益。真主创造

了天地及世间万物，为人类的生存和

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鼓励人

们运用真主赐予的理智发明和制造满

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的生活、生产

资料，《古兰经》云：“他已为你们创

造了大地上的一切事物”（2∶29），

（16∶10-11）（16∶14）（7∶26）同时，

提倡人们以积极地人生态度对待现世

的生活，反对禁欲主义和苦行等消极

思想，鼓励人们通过勤奋地工作，建

设和改善生存环境，《古兰经》云：“众

人啊！你们可以吃大地上所有合法而

且佳美的食物”（2∶168）这些内容为

民众扬起了追求人生幸福和正当的物

质享受的风帆，透出了伊斯兰人生观

对人们生存权的尊重和关爱，闪耀着

伊斯兰人文精神的光华。其次，要求

当政者要关心民众生活，提出了爱民

济众的重民思想和建立和平、和谐、

和睦社会的政治理想。最后，围绕民

众基本的经济生活条件，提出了一系

列切实可行的具体主张。

（5）重视民众集体人权的整体精

神。伊斯兰人权思想的哲学依据，发

端于对人性本质——“两重性”的发

掘与认同，所谓人性的“两重性”即

指人性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就每

个人的个体而言，他（她）既是自然

的人，也是社会的人，任何人都是作

为社会性与自然性相统一的整体而存

在的，因而，人类在人性本质上具有

相通性，在人格尊严方面，根本不存

在高低、贵贱与优劣之分。人性平等

的思想不仅肯定了人所具有的共同本

性，而且强调了人在道德实践中的潜

在能力，以及在享有基本权利和自由

方面的平等性。伊斯兰教要求人们将

这种平等、尊重的理念运用于实践之

中，把真主的慈恩广施于同类，从而

使人与人之间建立起相互尊重的关

系。伊斯兰人权思想中所蕴涵的对于

人的浩大关怀，是建立在对人的共同

属性的揭示与认同的基础上的，从而

为强调集体人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使伊斯兰教形成了重视人权集体性的

整体主义人权观念。在人权实践之

中，十分重视对作为社会整体的绝大

多数人共同权利的维护和地位的尊

重，也就是说，重视对民众群体人权

维护和尊重，

通过这些体现伊斯兰人权思想的

基本精神，可以看出，伊斯兰人权思

想强调以维护多数人的群体权利为其

价值取向，对人的生存权、生命权的

深切关怀是其人权观的精神底蕴，而

这种包含人道情感的人权精神正是政

治权、文化权、经济权等其他权利得

以保障和实现的基础，离开了对民众

群体权利的关注和尊重，就谈不上其

他权利的真实性和完善性。这是伊斯

兰人权思想有别于西方以个人主义为

基础的人权观的鲜明特点。

结  语

伊斯兰教的理论中包含着许多重

要的人权思考和对人的尊严的关注。在

伊斯兰教的历史上，先知穆罕默德于伊

历十年十二月九日(公元632年)在阿拉

法特山发表的著名的《辞朝演讲》，就

是一篇包含伊斯兰人权思想的重要宣

言。在人权思想的实践方面，伊斯兰教

传统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所谓的人权概

念和系统的人权理论以及具体的人权原

则，但在具体实践中却以自己独特的方

式践行着自己的人权理念。从理论与实

践方面可以看出，在尊重人的基本权利

方面，人类具有普遍的认知，但是，就

思想信仰、文化哲学以及社会环境而

言，又对此存在不同认知特点。笔者认

为，一则，产生于西方思想信仰、文化

渊源和哲学基础以及社会环境的人权思

想，必然体现着西方社会的世界观和价

值观念。因此，试图将这种人权价值观

念全盘强加给具有不同传统的文明，是

不现实的，不明智的。二则，随着时代

的发展，伊斯兰世界在人权方面也应进

行有益的探索与尝试，努力从传统中发

掘、提炼、升华和弘扬合理的人权因素，

并结合现实实际建立起完善的伊斯兰人

权思想理论，以便在社会状况已经发生

巨大变化的今天，使之既能够适应伊斯

兰各国的实际需要，又能够灵活地、现

实地、合理地利用传统的概念或价值解

决当今的社会问题，这不仅能为伊斯兰

世界的人权建设开辟出新的天地，又能

够与当今国际社会通行的人权准则并行

不悖。实践证明，机械地、教条地、保

守地看待和处理现实问题，是一种不合

时宜的、不切实际的抉择。而能否公正

看待、平等尊重包括伊斯兰人权观在内

的各种非西方的人权观，也正是对践行

维护尊重人权的最真实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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