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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与中东政治

政治伊斯兰和世俗政党关系研究
———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为例*

易小明

摘 要: 政治伊斯兰是中东政党制度中特殊的政治力量，它在政党体系中占有重要

的地位，它与世俗政党之间的互动对政党制度以及国内政治的塑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埃及，以穆斯林兄弟会( 以下简称“穆兄会”) 为代表的政治伊斯兰力量强大，它与世

俗政党的关系呈现出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态势，且以竞争为主。究其原因，穆兄会与世

俗政党之间的关系是埃及世俗主义和伊斯兰复兴主义两种思想政治斗争的集中体

现，二者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冲突; 穆兄会等政治伊斯兰力量虽然具备接受埃及世

俗政治统治现状的意愿，但其言行常有矛盾之处，难以获得其他世俗政党的充分信

任; 当穆兄会等政治伊斯兰和其他世俗政党无法通过选举获得政权时，它们转而讨好

当权者以获得政治资源，由于可供竞争的资源有限，二者的竞争是典型的零和博弈

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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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伊斯兰是伊斯兰国家特有的政治现象。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政治伊斯兰问

题由来已久。“9·11”事件后，学界对政治伊斯兰的关注显著上升。近年来，尤其是

“阿拉伯之春”运动发生以来，由于政治伊斯兰异常活跃，使政治伊斯兰研究再次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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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然而，当前学界对政治伊斯兰与世俗政党关系的系统分析相

对较少，仅散见于政治伊斯兰与中东政治体制关系的相关研究中。

政治伊斯兰虽然不能直接等同于政党，但具备了政党的若干特征，而像埃及穆

兄会等具有代表性的政治伊斯兰已然被视为政党。① 不可否认的是，政治伊斯兰已

成为中东多党制国家政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将政治伊斯兰和世俗政党置

于政党框架内，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显得尤为必要。一方面，中东政党虽存在左右

翼之分，但两者差异并不悬殊，左右翼政党之间开展合作乃至进行合并的现象屡见

不鲜，这与西方左右分野的政治体系迥异。② 另一方面，中东政治伊斯兰普遍具有显

著的政治影响力，在政党体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并与世俗政党存在明显的区别。

对中东国家而言，世俗政党和政治伊斯兰已成为政党分类最重要的标准。中东剧变

以来，在突尼斯、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政党是主导国家政局走向的重要力量，而政治

伊斯兰则是影响阿拉伯国家转型的特殊力量。

本文以埃及穆兄会为例，在国家政党制度的框架内考察政治伊斯兰与世俗政党

之间的关系，主要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埃及是中东地区的政治大国，对中

东地缘政治具有重要影响力。埃及政党制度不仅能够塑造埃及国内的政治环境，其

走势对于整个中东地区政治伊斯兰的发展也会带来深远的影响。③ 第二，埃及拥有

悠久的政党政治传统，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埃及“一·二五革命”

后，政党一度成为埃及政治生活的主体，政党关系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在一定程度上

左右着埃及政局的走向。即便是埃及军方接管政权后，总统塞西为加强其政权合法

性，同样坚持多党制，允许政党参与国家政治活动。④ 第三，埃及穆兄会和世俗政党

之间的关系在中东地区颇有代表性。穆兄会曾长期作为政治反对派参与政治斗争，

并在埃及底层民众中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相比之下，世俗政党对底层民众的影

响非常薄弱。因此，厘清埃及世俗政党与穆兄会等政治伊斯兰之间的互动关系，是

研究埃及政党政治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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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俗政党与穆兄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学界关于“政治伊斯兰”定义众多，其内涵特征因时而异。① 不过，政治伊斯兰所

指的对象却较为恒定，一般指那些由虔诚穆斯林组成、联系较为紧密的社会团体，它

们强烈主张以《古兰经》、“圣训”等伊斯兰基本原则去批判现实和改良社会。在伊斯

兰教基本原则指导下积极参政是政治伊斯兰的核心特征。埃及穆兄会是伊斯兰世

界中最具代表性的政治伊斯兰组织。穆兄会和世俗政党互动频繁，历史上穆兄会与

华夫脱党等埃及世俗政党既建立过密切的合作关系，也发生过激烈的权力斗争。②

从合作方面看，在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时期，虽然埃及领导人推行不同程度的多党制，

但民族民主党作为“政府的党”，③是埃及领导人“合法”统治民众的工具，垄断了埃

及的政治资源，导致其他政党无法通过合法选举获得执政权。作为政治反对派，穆

兄会和其他世俗政党在反对一党专政和争取政治权利等方面存在共同利益，这是穆

斯林同其他政党合作的基础。2000 年，穆兄会响应其他政党的号召，抗议穆巴拉克

修改埃及选举法，并抵制议会选举。2011 年，埃及爆发“一·二五革命”后，穆兄会和

其他世俗政党联合举行游行示威，要求穆巴拉克下台。埃及议会是穆兄会与世俗政

党之间重要的合作平台。在议会选举期间，穆兄会和其他世俗政党曾共同提交候选

人名单，共同筹备选举。双方在议会议事过程中也进行过合作，1984 年，埃及议会中

的穆兄会独立议员和新华夫脱党围绕议会议事日程和事项建立了联盟关系。④ 由于

穆兄会长期处于“非法”地位，穆兄会同世俗政党间主要通过以下两种形式开展合

作: 一是穆兄会成员个人以其他世俗政党的名义参加竞选; 二是穆兄会中积极参政

的派系和其他世俗政党开展合作，共同推出候选人名单。

从权力斗争方面看，埃及穆兄会与世俗政党也存在互相对抗的一面。历史上，

穆兄会几乎参与了埃及各个时期的政党斗争。法鲁克王朝时期，穆兄会在哈桑·班

纳的带领下，曾积极同华夫脱党等世俗政党争夺参政机会和政治影响力，埃及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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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努克拉什和哈桑·班纳的遇刺身亡与此不无关系。① 埃及共和国时期，除民

族民主党外，其他政党无法通过竞选上台执政，议会选举作为唯一开放的政治资源

成为穆兄会和世俗政党争夺的焦点。虽然穆兄会在议会选举中偶尔会同部分世俗

政党保持合作，但总体上世俗政党仍倾向于排斥穆兄会。例如，在 1987 年埃及议会

选举中，穆兄会与埃及社会主义工党、自由党组成的“伊斯兰联盟”遭到民族民主党

和左翼党派的猛烈抨击。② 在 2005 年的议会选举中，为对抗穆兄会，左翼政党组成联

合阵线，不惜与埃及政府合作。③

穆巴拉克政权垮台后，埃及出现了权力真空。为争夺国家最高领导权，世俗政

党和穆兄会之间的对抗更加明显，烈度也较以往有所升级。2011 年，埃及举行议会

选举，以左翼政党为代表的世俗政党成立了“埃及人集团”( Egyptian Bloc) ，对抗以

穆兄会为 首 的、伊 斯 兰 色 彩 浓 厚 的“埃 及 民 主 同 盟”( Democratic Alliance for E-

gypt) 。④ 穆尔西当选总统后，埃及世俗政党联合组建了“埃及民族解放阵线”( Na-

tional Salvation Front) ，几乎囊括了埃及所有的主流世俗政党，号召民众推翻穆尔西

政权。

除直接的政治倾轧外，世俗政党在埃及政府取缔穆兄会时的冷漠态度也体现了

二者之间的深刻矛盾。历史上，埃及当局曾多次取缔穆兄会，但是同为反对派的世

俗政党并未给予同情和支持。更有甚者，某些世俗政党还充当着政府打压穆兄会的

辩护人和急先锋的角色。以 2013 年埃及军方接管政府为例，世俗政党不仅积极为埃

及军方罢黜总统穆尔西的行为进行辩护，还主动迎合政府，向埃及法院提请取缔穆

兄会。⑤

总之，穆兄会和世俗政党之间的关系具有以下两大特点:

一是穆兄会与世俗政党之间对抗多于合作。如前所述，穆兄会和世俗政党的合

作交往非常有限，二者仅在议会议会内的具体事务上开展合作。相比之下，二者关

系的主流是政治对抗。无论是法鲁克王朝时期，还是共和国时期，或者穆巴拉克政

权垮台之后，埃及世俗政党往往都会建立起统一阵线全面对抗穆兄会，直至穆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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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遇重大损失后才会结束。从某种程度上说，合作关系仅仅是二者关系中的特殊

现象。

二是世俗政党主导着二者间的关系，选择合作还是斗争取决于埃及政府对待世

俗政党的态度。由于穆兄会长期处于“非法”地位，世俗政党在处理与政治伊斯兰力

量关系时往往占据主动。当埃及国内政治参与度下降时，世俗政党对政治伊斯兰的

态度较为积极，往往能够抱团取暖，形成暂时的统一战线。2000 年，穆巴拉克修改议

会选举法，限制世俗政党的参政机会，世俗政党因此选择与穆兄会合作，共同抵制当

年的议会选举。但是，当世俗政党拥有更多机会获取政治资源时，其对穆兄会的态

度便大相径庭，攻击和排斥穆兄会的现象屡见不鲜，甚至配合政府挤压穆兄会的政

治表达和政治参与空间。2005 年，穆巴拉克政权吸取上一届议会选举的经验教训，

积极拉拢世俗政党，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埃及世俗政党组建了反穆兄会的选举联盟。

二、世俗政党排斥穆兄会的原因

穆兄会和世俗政党代表了埃及两种主要的政治流派，二者关系的特点是对抗多

于合作。埃及民族民主党执政期间，穆兄会和其他世俗政党等在野政治力量，常常

彼此对立、互相倾轧，难以通过开展深入合作推进埃及民主进程。在埃及，这种政治

现象的实质是宗教势力和世俗力量之间对国家发展道路和领导权的争夺。

( 一) 埃及穆兄会与世俗政党间的争夺是伊斯兰力量和世俗力量关于国家发展

道路之争的集中体现。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推进，伊斯兰世界逐渐沦为西方殖民地。在探

索国家和民族复兴道路上，伊斯兰世界内部逐渐形成了两种截然对立的理论。

伊斯兰世界的衰落和世俗化西方世界的崛起直接导致伊斯兰世界世俗主义的

兴起，其核心思想是模仿西方以实现伊斯兰世界的发展和进步。① 英国思想家霍利

约克( George Jacob Holyoake) 认为，世俗化是关于人在今世的存在和行为，是能够为

今世体验所证明的事务。② 世俗化排斥宗教对于现实生活的干扰。有学者指出，伊

斯兰世界的世俗化同样也是如此，突出表现为根除伊斯兰教在社会、教育特别是在

政治中的影响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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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背景与中东地区世俗主义类似，但在发展道路的选择

上，伊斯兰复兴运动与世俗主义截然相反。根据伊斯兰复兴主义理论，伊斯兰教是

伊斯兰世界各种问题的解决之道。伊斯兰复兴主义批判西方世俗社会，主张宗教同

政治、社会紧密结合，同时认为伊斯兰世界的衰落是因为穆斯林社会背离了伊斯兰

正道，穆斯林社会的治世良方是实现个人与社会生活的伊斯兰回归。① 埃及穆兄会

创始人哈桑·班纳曾断言，《古兰经》以及乌玛( 穆斯林共同体) 提供了后世社会的样

板，伊斯兰教法应成为现代国家法律的基础。

由此可见，世俗主义和伊斯兰复兴主义者在处理伊斯兰教和国家政治体制关系

上的态度截然相反，这也是世俗政党和穆兄会等政治伊斯兰力量在治国理念上产生

冲突的根源所在，二者之间存在合作的需求和可能性，但这种合作仅限于议会选举、

游行示威等具体事务性的合作，难以在更深层次通过合作实现协调共赢。

埃及穆兄会与世俗政党间的争夺既是伊斯兰力量和世俗力量的道路之争，也是

领导权之争。埃及的伊斯兰力量和世俗力量之间从未停止过对国家领导权的争夺，

这也是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政治常态。在埃及现代史上，世俗政权长期排斥伊斯兰复

兴运动的主张。

一方面，世俗统治者始终对政治伊斯兰的发展保持高度警惕。纳赛尔领导的自

由军官组织曾利用穆兄会推翻法鲁克王朝，此后穆兄会曾与自由军官组织在重大问

题上发生过冲突，特别是穆兄会提出在埃及实行伊斯兰教法并安排穆兄会成员担任

部长职位的要求，引发了纳赛尔的高度警惕，最终导致纳赛尔在 1954 年正式取缔穆

兄会，②并在 1965 年以颠覆国家罪对穆兄会进行了镇压。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执政时

期，埃及世俗政权也曾多次打压和取缔穆兄会，限制穆兄会在政治和行业协会中的

影响力。

另一方面，世俗政党将伊斯兰力量通过选举上台视为埃及世俗政治的失败。在

2011 年埃及“一·二五革命”后举行的总统选举中，世俗政党对穆兄会候选人穆尔西

进入总统第二轮选举表示强烈担忧。当时埃及广泛流传着“一人，一票，一次”( One

Man，One Vote，One Time) 的口号。③ 世俗政党认为穆兄会政治领导人一旦当选，穆

兄会将取消多党制和民主选举制度，意味着世俗政治在埃及的彻底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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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政党对穆兄会的警惕并非空穴来风，穆兄会对政党制度的批判态度在其成

立之初便已广为人知。哈桑·班纳认为，国家权力应该归于乌玛和伊斯兰政治组织

所有，政党和政治组织造成了伊斯兰社会的政治分裂，因此不应该继续存在。① 在世

俗政党看来，班纳的言论实际上是对世俗政党和世俗政治力量的彻底否定。因此，

世俗政党并不愿意穆兄会在埃及政坛取得胜利，这也是 2012 年埃及世俗政党坚决要

求穆尔西总统下台，不同穆尔西政府谈判妥协的深层次原因。

( 二) 穆兄会的政治理念难以适应埃及政治现代化的发展需求和现实。②

伊斯兰力量和世俗力量在埃及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上存在根本性分歧。曾几何

时，实现埃及独立是两种力量的共同初衷。埃及独立后，教俗两派逐渐分道扬镳，

分歧和矛盾日益突出。在世俗政治和世俗文化主导全球政治的今天，埃及世俗政

党在在面对穆兄会时具有优势。然而，穆兄会等政治伊斯兰力量的政治理念难以

适应埃及政治现代化的发展现实，导致其无法获得埃及主流政治精英和国际社会

的认可。

穆兄会初创时期的政治思想具有浓厚伊斯兰色彩，班纳倾向于采用穆罕默德

和四大哈里发时期的伊斯兰社会制度，主张恢复哈里发制度，摒弃成文法，建立一

个基于伊斯兰教法、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但是，班纳遇刺后，埃及世俗政府对

穆兄会进行了严厉镇压，迫使穆兄会开始重新思考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关系。穆兄

会第二任总训导师哈桑·胡代比( Hassan al-Hudaybi) 曾试图将伊斯兰思想与世俗

政治进行对接，他对伊斯兰教和政权关系的论述为穆兄会融入埃及世俗社会提供

了理论依据。

哈桑·胡代比在《是宣教者，不是法官》( Preachers，Not Judges ) 一书中对伊斯

兰教和世俗政权之间的关系作了新的阐释。首先，胡代比承认世俗社会的合法性，

认为真主之所以未就诸多俗务做出规定，是为了让人们根据真主的规范进行自我规

范，这同样也符合伊斯兰教法的精神。其次，胡代比并不主张伊斯兰国家必须由宗

教人士主政，指出《古兰经》和“圣训”中并未规定“神权政府”，经训中规定的伊斯兰

政府是根据伊斯兰原则进行统治的政府，并没有规定由谁执政。因此，胡代比在一

定程度上承认了政党和多党制。③ 胡代比的思想对穆兄会的政治实践影响深远，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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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理念成为日后穆兄会参与议会政治的主要思想来源之一。自胡代比开始，温

和派占据埃及穆兄会的主流。国际危机组织( Internatinal Crisis Group，ICG ) 中东问

题专家指出，虽然伊斯兰主义者在继续要求实行伊斯兰教法，但是他们已经考虑到

当代社会现实，因此仍用原教旨主义或者彻头彻尾的保守主义来形容这些运动是不

恰当的。①

除胡代比外，其他穆兄会领导人也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融入现代世俗社会的要

求。2011 年埃及“一·二五革命”后，穆兄会总训导师穆罕默德·巴迪亚( Mohamed

Badie) 和总统候选人穆尔西等人先后发表过接受埃及世俗化现状的言论。② 尽管如

此，穆兄会始终未能消除世俗政党和世俗政治力量对其原教旨主义身份的疑虑，主

要原因包括:

第一，穆兄会缺乏系统和连贯的现代化思想，其言论、主张经常前后矛盾。2004

年 3 月和 2005 年 3 月，埃及穆兄会两次发表有关埃及政治改革的声明，明确提出民

主化要求，公开承认妇女的政治权利，淡化其建立伊斯兰政府的目标。③ 但是，2007

年以来，穆兄会曾多次倡议建立教法学家委员会，以审查埃及法律是否符合伊斯兰

教法原则。“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后，穆兄会下属政党自由与正义党将自己定位为

埃及主流政党，宣称将建设“公民国家”( civil state) ，仅将伊斯兰教法作为埃及立法

的源泉之一，但与此同时又要求给予最高宪法法院审查立法的权力，以确定其是否

与伊斯兰教法原则保持一致。④

第二，穆兄会在政治实践中往往采取保守甚至倒退的做法。自由与正义党上台

执政后，穆尔西政府显示出浓厚的伊斯兰色彩，打破了世俗政党对穆兄会的最后一

丝信任。以穆兄会主导的埃及宪法修正案为例，该宪法修正案忽视了妇女的权益，

激化了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及其他宗教之间的矛盾。虽然新宪法第 3 条规定，基督教

和犹太教是埃及基督徒和犹太教徒在个人和宗教事务方面立法的主要依据，但是因

为其他条款仍偏向维护伊斯兰教原则，导致宗教平等难以真正实现。以妇女权益保

护为例，新宪法规定，男女平等只有在不与伊斯兰教教义冲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保

·83·

①

②

③

④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 ( ICG) ，“Islamism in North Africa: The Legacies of History，”ICG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Briefing，April 2004，p．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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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伊斯兰和世俗政党关系研究———


以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为例

障，伊斯兰教的教义和原则凌驾于其他宗教，导致男女平等原则存在被架空之嫌。

正因如此，埃及新宪法的实施引发了科普特基督徒的强烈不满，埃及国内穆斯林和

基督徒之间的冲突陡然加剧，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① 穆兄会关于男女平等的言

论和新宪法忽视妇女权利的事实形成了强烈对比。穆尔西政府还取消了议会女性

配额制度，使 2012 年埃及议会中女性议员的比例远低于穆巴拉克时期。穆尔西政

府执政期间，埃及妇女政治和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引发了当地妇女多次集会抗议。

但是穆尔西政府却一意孤行，拒绝对埃及宪法草案中具有争议的条款进行修订，

彻底激怒了世俗政治力量，并成为世俗政党联合反抗穆兄会政府和拒绝与其妥协

的重要原因。

( 三) 穆兄会是世俗政党分享政治资源最强大的竞争对手。

长期以来，埃及反对党缺乏通过选举执掌埃及共和国政权的机会。这一现实

迫使绝大多数世俗政党改变策略，寻求通过亲近政府获取政治资源。一方面，在

野的世俗政党难以同执政党抗衡，政治影响力极为有限，穆兄会因具备强大组织

和底层动员能力受到政府的格外关注; 另一方面，经历多次镇压的穆兄会采取了

同现政权接触的态度，使统治阶层开始利用穆兄会为自身执政服务。在此背景

下，世俗政党在分配议会席位等国家政治资源的过程中缺乏同穆兄会的抗争能

力，穆兄会成为世俗政党最主要的政治对手。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埃及政坛，穆兄

会和其他世俗政党的竞争是典型的零和博弈关系。穆兄会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穆兄会相比世俗政党拥有更为雄厚的群众基础，使其在与其他世俗政党

获取民众支持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1945 年，穆兄会通过《穆斯林兄弟会基本组

织原则》，后经多次修订，于 1990 年形成了较为严密且完善的组织架构。穆兄会由

总训导师、训导局和协商大会三部分组成。穆兄会在地方还依层级设立了行政办公

室、区、支部和“家”等机构，其中行政办公室和区分别与埃及各行省、省属各地区相

对应。

“家”在穆兄会的管理体系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一方面，穆兄会通过“家”这

一最基本的组织单位密切各成员之间的联系。“家”由 5 名穆兄会成员组成，它是穆

兄会最小的管理单位。“家”要求成员每周同其所在的“家”成员会面，以增进彼此之

间的感情，并通过互助等经济手段维持各成员对穆兄会的认可。另一方面，穆兄会

·93·

① “Egypt Coptic Church Decries Attacks on Christians，”Yahoo，http: / /news． yahoo． com /egypt-coptic-
church-decries-attacks-christians-140330531． html，登录时间: 2015 年 12 月 5 日。



伊斯兰与中东政治 阿拉伯世界研究 2016 年第 3


期

还通过“家”宣传和灌输穆兄会的宗教和政治思想。例如，“家”要求成员践行伊斯兰

价值观，培养其对穆兄会及其领导人的忠诚度和献身精神。① 穆兄会强大的号召和

组织能力使其在普通民众中拥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在参加议会选举时能够比其他

政党获得更多的选票。穆兄会首次参加议会选举时便获得了 8 个议席，第二次获得

了 33 个议席。在穆巴拉克政权倒台后埃及举行的首次议会选举中，穆兄会获得了更

多的议席。这是以精英政治为特征的多数世俗政党短期内无法超越的优势。因此，

对于世俗政党而言，穆兄会是它们争夺国家政治资源最强劲的对手，穆兄会逐渐成

为这些政党共同的“敌人”。

第二，穆兄会能够成为统治者增加统治合法性的工具。穆兄会强大的群众基础

和社会影响力，使得统治集团可以通过拉拢穆兄会增强其统治合法性。虽然历史上

埃及政权多次取缔穆兄会，但是穆兄会因其强大的群众号召力始终能够得到当局的

关注，并被纳入国家体制，成为统治者巩固权力、增强政权合法性的工具。在埃及法

鲁克王国时期，纳赛尔的军事政变之所以成功正是利用了军队和穆兄会之间的良好

关系。在萨达特时期，萨达特曾借助穆兄会对抗当时埃及盛行的纳赛尔主义，以巩

固其统治。② 在穆巴拉克时期，穆兄会成为埃及当局打击埃及左翼和其他政党、实现

其政权合法性的主要工具，穆兄会因此一度得到了政府的容忍和支持。③

第三，穆兄会内部温和派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有利于穆兄同当局合作。纵观穆

兄会的发展史，20 世纪 40 年代穆兄会在哈桑·班纳的领导下一度采取激进方式介

入国内政治斗争，班纳去世后，穆兄会遭多次取缔，穆兄会中温和派逐渐占据了主导

地位，最终采取了向当局妥协的立场。穆兄会的政治主张实际上倾向于同当权者合

作，而非抗争。④

首先，无论是受到当权者的利用或是遭到打压，穆兄会在各个时期都积极谋求

同政府开展合作。法鲁克王国时期，穆兄会批评法鲁克国王的腐败导致埃及的积贫

积弱，但哈桑·班纳依然选择同国王进行合作。1942 年和 1945 年，穆兄会积极参与

埃及议会选举。萨达特和穆巴拉克执政时期，穆兄会虽遭取缔，但其成员和相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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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仍然积极参加议会选举。

其次，为减少当局对穆兄会的敌意，穆兄会甚至主动降低其政治影响力。在穆

兄会处于“非法”地位期间，行业协会曾是穆兄会最主要的阵地，发挥着重要的政治

影响力，但穆兄会仍主动放弃其对某些行业协会的控制权。①

最后，穆兄会在合法的议会政治中采取了现实主义的做法。穆兄会最初参政的

目的是为了实现对政府的监督和恢复伊斯兰教的光荣传统，但是穆兄会成员当选议

员后思想却被逐渐被现实政治所改造。进入埃及议会后，他们并未采取措施推动立

法伊斯兰化，而是选择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推动埃及政治和经济改革。即便是在穆兄

会被政府取缔以及穆兄会成员被非法逮捕期间，埃及议会中的穆兄会议员依然选择

顺从当局，并未因此而退出议会。② 穆兄会及其成员的现实主义做法降低了其再次

被政府取缔的可能性，但也增加了被政府利用的可能性。

三、世俗政党和穆兄会关系对埃及政治的影响

穆兄会和世俗政党的关系是当今埃及政治中教俗关系的典型代表，世俗政党对

政治伊斯兰的判断以及由此形成的政党关系将长期对埃及政治产生影响。

第一，世俗政党对穆兄会的敌视态度未来难有根本性的转变。世俗政党对政治

伊斯兰的负面判断既有历史根源，又有现实利益冲突的因素。时至今日，世俗政党

总体上仍认为政治伊斯兰本质上是反民主和反人类的，并不存在温和与否的问题，

政治伊斯兰绝不会接受“民主”的理念，它对中东国家的威胁更甚于专制政权。埃及

世俗政党习惯于将“一·二五革命”后埃及政治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政治伊斯兰，甚

至穆尔西政府和美国、以色列的正常交往也都被视为是出卖埃及和阿拉伯国家的利

益。③ 这一现实导致世俗政党和政治伊斯兰之间的关系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的

转变。

第二，世俗政党和穆兄会之间的对抗将始终贯穿于埃及和中东国家的政治生活

中。中东剧变后，恐怖主义的泛滥，使阿以冲突、巴勒斯坦问题等中东传统问题的重

要性大幅下降，但是阿拉伯国家对民族和国家复兴的初衷却始终未曾发生改变，世

俗力量和伊斯兰力量之间围绕国家发展道路的斗争仍将持续下去。阿拉伯国家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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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健康:《穆巴拉克时代的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第 49 页。
Samer Shehata and Joshua Stacher，“The Brotherhood Goes to Parliament，Ｒeviewed Work( s) ，”Middle

East Ｒeport，No． 240 ，Fall 2006，pp． 32－39．
埃及共产党总书记萨拉赫·阿德利·阿卜杜·哈菲兹( Salah Adly Abdelhfiz ) 在 2016 年 2 月 25 日中

联部“万寿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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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采用世俗主义的发展道路，但政治腐败、经济低迷等现实，使世俗主义的发展道路

成为阿拉伯世界落后和衰败的替罪羊，伊斯兰力量正是利用了这一现实，要求以伊

斯兰模式替代传统的世俗主义模式，并在中东地区仍具有持久和强大的生命力和影

响力。这也意味着在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生活中，世俗政党和政治伊斯兰之间的对抗

仍将持续下去。

第三，世俗政党和穆兄会之间的对抗不利于中东政治的良性发展。“阿拉伯之

春”以后，多个阿拉伯国家强人政权垮台，这本应成为阿拉伯国家实现民主转型的契

机，但是各种势力对权力的争夺，导致这场社会运动逐渐演变为“阿拉伯之冬”，政治

伊斯兰和世俗政党之间的对抗和博弈使得阿拉伯国家政治碎片化现象严重。埃及

“一·二五革命”后的政治过渡时期，世俗政党曾联合世俗力量与穆尔西政权进行激

烈对抗，使埃及陷入严重的政治分裂和社会动荡，并引发军方干政，导致民主进程倒

退; 穆尔西政权被废黜后，世俗政党和塞西政府完全无视政治伊斯兰在埃及国内的

群众基础和代表性，将穆兄会彻底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引发穆兄会支持者的大范

围抗议，进一步撕裂了埃及社会，一度对埃及政治稳定造成严重冲击。不可否认的

是，穆兄会等政治伊斯兰组织是阿拉伯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盲目和绝对排

斥政治伊斯兰不利于阿拉伯国家民主的构建和的发展，更不利于国家和社会的稳定。

未来政治伊斯兰和世俗政党之间如何协调发展，仍是中东伊斯兰国家政治发展

所必须关注的议题之一。具有强大号召力和影响力的政治伊斯兰是伊斯兰国家的

政治现象，政治伊斯兰和世俗政党间的互动对于国家政治的发展仍将发挥重要影

响。当前埃及穆兄会和世俗政党之间的对立关系，不利于埃及民主政治的构建。对

于整个伊斯兰世界而言，埃及案例的意义在于，在强人政权执政的国家，政治伊斯兰

和世俗政党应探索如何调整彼此关系，使政党成为推进民主发展的工具; 在实施真

正竞选制度的国家，二者应探索如何规避政党制度的不利因素，避免进行无休止的

纷争。当前中东世俗政党因为敌视而选择性无视政治伊斯兰的做法并不可取，不利

于宗教与世俗力量的包容共存，也不利于转型阿拉伯国家的政治稳定与秩序重建。

( 责任编辑: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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