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俗世界里来自信仰的动力:
从伊斯兰的视角看人道原则〔 １ 〕

露西Ｖ. 萨拉克∗著 / 何白∗∗译〔 １ 〕

摘要

近几年来ꎬ“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组织(以下简称信仰型组织)和

世俗人道组织间的互动和接触越来越频繁ꎮ 尽管人道组织根据人道原

则中的人道、中立、公正和独立原则开展行动ꎬ但人们通常认为ꎬ信仰型

组织出于其宗教认同和宗教事务的原因ꎬ无法做到中立或公正ꎮ 本文借

鉴了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的研究成果ꎬ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了伊斯兰宗教

原则和世俗人道行动秉承的关键原则之间的联系ꎮ 本文概述了伊斯兰

法本旨框架ꎬ以之为例说明了基于信仰的方式如何能为人道行动提供基

础ꎬ做到既与伊斯兰世界相关ꎬ又与各项人道原则相辅相承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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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ꎻ人道援助ꎻ信仰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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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西Ｖ. 萨拉克ꎬ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冲突转化问题的高级政策顾问ꎮ
何白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兼职翻译ꎮ

她为该组织撰写了一篇名为«在冲突中开展工作:２０１４ 年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基于

信仰的工具包»(Ｗｏｒｋ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 Ｆａｉｔｈ Ｂａｓｅｄ Ｔｏｏｌｋｉｔ ｆｏｒ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的文章ꎮ 原名露

西Ｖ. 摩尔(Ｌｕｃｙ Ｖ. Ｍｏｏｒｅ)ꎮ 本文以个人名义撰写ꎬ并不必然代表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的

观点和立场ꎮ 作者感谢她在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的同事允许借鉴他们的工作成果ꎬ并感谢他

们抽出时间给予宝贵反馈ꎮ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ｐｕｂｌｉｃｌｙ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ｍ /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
ｗｏｒｋｉｎｇ￣ｉｎ￣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ｆａｉｔｈ￣ｂａｓｅｄ￣ｔｏｏｌｋｉｔ / (ａｌｌ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ｉｎ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ꎮ



乍看上去ꎬ伊斯兰参与方似乎没有参与过国际人道法和指导人道行

动的原则(如人道、中立、公正和独立原则)的发展ꎮ 在 １８６３ 年日内瓦

国际大会〔 ２ 〕上并没有伊斯兰国家出席ꎬ伊斯兰参与方的角色最初仅仅

被局限性地定义为被动的“其他方”ꎮ 然而ꎬ随着时间的推移ꎬ伊斯兰代

表的影响起到了扩大人道主义概念的作用:
伊斯兰最初代表的是一个重要的东方“其他方”ꎬ新兴的

现代战争法正是根据它勾勒出自身的轮廓ꎮ 然而ꎬ由于该法自

身的普遍主义和人道主义倾向ꎬ迫使它容纳不同文化法律体系

的主体ꎬ从而放弃了其基督教的根源ꎮ 伊斯兰教因此促使了国

际人道法被以世俗的、普遍主义的条款〔 ３ 〕 加以了定义ꎮ
科凯恩(Ｃｏｃｋａｙｎｅ)认为ꎬ国际人道法中存在的世俗原动力是施加

要求解决伊斯兰体制内所存在的分歧压力的结果ꎬ这一压力尤其是来自

奥斯曼帝国和波斯代表团ꎮ〔 ４ 〕

人们日益认识到ꎬ由于人道事务和“宗教”议程之间存在互相竞争ꎬ
甚至相互对立的使命ꎬ宗教身份一直被视为会对人道行动的中立性和公

正性构成固有风险ꎮ 在不同时期ꎬ宗教被认为是与“发展”对立的ꎬ人们

认为宗教方法甚至会助长党派结盟并造成冲突ꎮ〔 ５ 〕 考虑到早在一个专

业的、世俗的、人道领域这个概念诞生之前ꎬ宗教和有信仰背景的参与方

在国际人道法的发展和对有需求之人提供援助方面所发挥的历史作用ꎬ

４３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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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 〕

〔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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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３ 年日内瓦国际大会促进了战争人道法的发展ꎬ该法在 １８６４ 年、１９０６ 年、１９２９ 年

和 １９４９ 年的«日内瓦公约»中都有所体现ꎮ 这次大会也是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成立大

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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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的嚣张是颇具讽刺意味的ꎮ〔 ６ 〕 这并不是说这种担心不是来源

于信仰型组织的危害性行为和态度的实际案例ꎬ包括排外的传教行为以

及对提供人道援助中的权力关系天真无知ꎮ 这些问题导致的结果有大

到被推上国际舞台的外交事件ꎬ〔 ７ 〕 也有对当地权力关系无知到几乎让

人啼笑皆非程度的小事件ꎮ〔 ８ 〕

前坎特伯雷大主教凯雷(Ｃａｒｅｙ)勋爵指出ꎬ１９９７—１９９８ 年以及“世
界宗教发展对话”为国际组织和“信仰型”组织间的关系带来了明显转

机ꎬ〔 ９ 〕对话旨在增进人们对信仰、信仰型组织和宗教组织在提供服务、
发展和人道行动上起到的作用的了解ꎮ〔１０〕 自这次对话以来ꎬ国际援助

体系对信仰型组织、宗教界和宗教领导人在提供人道援助上的作用表现

出越来越多的兴趣ꎬ通常与宗教的“附加价值”问题相关ꎮ 尽管大型人

道捐助方针对信仰型组织的最通常的做法仍旧集中在提供援助服务ꎬ但
对话的性质所取得的发展表明信仰型组织提供的“价值”获得了更大程

５３２世俗世界里来自信仰的动力:从伊斯兰的视角看人道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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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ꎬ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作者进行的匿名采访中ꎬ一名前波斯尼亚国内流离失所者指

出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尽管受助者就是来自穆斯林社区ꎬ已经有大量本民族语言版本的«古兰

经»和宗教仪式小册子ꎬ但一些穆斯林占主体的国家提供的援助中仍然含有这类物资ꎮ 虽然受

访者把这个当笑话讲ꎬ但其中也流露出失望ꎬ因为这些资源本可用来提供更为需要的物资ꎮ
给该词下定义非常困难ꎬ因为它能包含大量的代表各种不同使命和领域的组织ꎮ 然

而ꎬ最常用的且最被认可的词仍旧是“信仰型”以及最近的“信仰推动的”ꎬ这两个词同样也被

用在这篇文章中ꎬ杰勒德克拉克(Ｇｅｒａｒｄ Ｃｌａｒｋｅ)如此定义它们:“从信仰的教义和原则或该

信仰的一个特定阐释或思想派别中获得其行动启示和指导方针的任何组织ꎮ” Ｇｅｒａｒｄ Ｃｌａｒｋ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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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ｉｄ. ꎬ“Ｆｏｒｅｗｏｒｄ ｂｙ Ｌｏｒｄ Ｃａｒｅｙ”ꎬｐｐ. ｘｖ￣ｘｖｉ.



度的接受ꎬ与宗教参与方的合作也更为广泛ꎮ 自 ２００５ 年以来ꎬ至少有 ５
个联合国机构已经制定出与宗教界合作的指导方针或框架ꎬ〔１１〕 且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ꎬ联合国系统职员学院已经在联合国各机构和多个信仰型

组织间开展了三次战略学习交流活动ꎮ〔１２〕 更多的例子还有ꎬ２０１２ 年启

动的“关于信仰和当地社区的联合学习举措”ꎬ它旨在对有信仰的当地

社区改善社区卫生和生活状况的潜力构建集体性的了解ꎮ〔１３〕 联合国难

民署关于对宗教领袖和信仰型人道组织的难民保护问题的高层对话也

在 ２０１２ 年展开ꎮ 这个对话讨论了指导向难民提供援助的共同价值观ꎬ
并力图促进世俗和信仰型机构间更深层次的合作ꎬ〔１４〕从而出台了«欢迎

陌生人»文件ꎬ〔１５〕这可以说是一个在之前十年内闻所未闻的创新发展ꎮ
与宗教参与方合作的运动一直在发展ꎬ且不可避免地力图抵制将宗

教身份看作固有偏见的一个冗长历史ꎮ 这一历史导致了参与人道行动

的信仰型组织面临以下压力:即为了有资格获得主要捐助方的资金而遵

６３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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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ｗｉｔｈ Ｆａｉｔｈ￣ｂａｓ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ＵＮＡＩＤ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ꎬ２００９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ｕｎａｉｄｓ.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ｍｅｄｉａ＿ａｓｓｅｔ / ２０１００３２６ ＿ ｊｃ１７８６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ｆｂｏ＿ｅｎ＿０. ｐｄｆꎻ
ＵＮＩＣＥＦꎬ“Ｐａｒｔｎｅｒ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ꎬ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ｕｎｉｃｅｆ.
ｏｒｇ / ａｂｏｕｔ /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ｓ / ｆｉｌｅｓ / Ｐａｒｔｎｅｒｉｎｇ ＿ ｗｉｔｈ ＿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 ｆｏｒ ＿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
２８ＵＮＩＣＥＦ％２９. ｐｄｆꎻａｎｄ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ꎬＵＮＤＰ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 ｏｎ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Ｆａｉｔｈｂａｓｅ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ꎬ２０１４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ｕｎｄｐ. 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ｄａｍ/ ｕｎｄｐ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 / ｃｉｖｉｌ ＿ ｓｏｃｉｅｔｙ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ＵＮＤＰ￣ＣＳＯ￣Ｅｎｇａｇｉｎｇ￣ＦＢＯｓ￣ＲＬｓ￣Ｏｃｔｏｂｅｒ －
２０１４. ｐｄｆꎮ

关于作者参加的 ２０１４ 年活动的情况ꎬｓｅｅ ｗｗｗ. ｕｎｓｓｃ. ｏｒｇ / ｈｏｍｅ /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 ｅｎｇａｇｉｎｇ￣
ｆａｉｔｈ￣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ｗｏｒｋꎮ

Ｓｅｅ ｔｈｅ ｗｅｂｓｉｔ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ｏｉｎｔ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ｏｎ Ｌｏｃａｌ Ｆａｉｔｈ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ｊｌｉｆｌｃ. ｃｏｍ / ａｂｏｕｔ / .

更多有关联合国难民署与非政府组织年度磋商的“信仰和保护”会议内容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ｕｎｈｃｒ. ｏｒｇ / ｐａｇｅｓ / ５０１ａ３９ｃｅ６. ｈｔｍｌꎮ

ＵＮＨＣＲꎬ“Ｗｅｌｃｏｍ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ｎｇｅｒ:Ａｆ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Ｆａｉｔｈ Ｌｅａｄｅｒｓ”ꎬ２０１３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ｕｎｈｃｒ. ｏｒｇ / ５１ｂ６ｄｅ４１９. ｈｔｍｌ.



循世俗的叙事方式ꎻ这已经造成了明显可以感觉到的影响ꎮ〔１６〕 国际非

政府组织培训和研究中心〔１７〕的里克詹姆斯(Ｒｉｃｋ Ｊａｍｅｓ)注意到了信

仰型组织对他们的信仰身份的这种淡化ꎮ 即便捐助方越来越有兴趣并

愿意与宗教团体合作ꎬ很多这类组织还是不太愿意打破既有壁垒ꎬ其原

因可能是这种做法可能会对他们的专业身份构成威胁ꎮ 詹姆斯的研究

表明ꎬ对于穆斯林组织来说ꎬ虽然这种分歧可能影响力较小ꎬ但伊斯兰国

际救援组织也已经体验到这些压力带来的影响ꎮ
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始于 １９８４ 年的一小群志愿者ꎬ３０ 年后发展成

了世界最大的穆斯林非政府组织ꎮ 随着这个组织成为国际体系的一部

分ꎬ最终人们对该组织遵守人道原则和更广泛的人道领域的“世俗”价
值观〔１８〕在多大程度上取代了其作为信仰型伊斯兰组织的身份提出了

疑问ꎮ 这个组织是建立在对别人的慈善赠与和援助是一项宗教义务

的基础上的ꎻ〔１９〕 信仰曾是且仍旧是大多数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鲜明

７３２世俗世界里来自信仰的动力:从伊斯兰的视角看人道原则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Ａｌｉｓｔａｉｒ Ａｇｅｒꎬ“Ｆａｉ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Ｖｏｌ. ２４ꎬＮｏ. ３ꎬ２０１１.

Ｒｉｃｋ Ｊａｍｅｓꎬ “ Ｗｈａｔ ｉｓ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Ａｂｏｕｔ ＦＢＯｓ? Ｈｏｗ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ＦＢＯｓ Ｄｅｆｉｎｅ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ｅ Ｔｈｅｉｒ Ｆａｉｔｈ”ꎬＰｒａｘ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２２ꎬ ＩＮＴＲＡＣꎬ２００９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ｎｔｒａｃ. ｏｒｇ /
ｄａｔａ / ｆｉｌｅ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４８２ / Ｐｒａｘｉｓ￣Ｐａｐｅｒ － ２２ － Ｗｈａｔ￣ｉｓ￣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Ａｂｏｕｔ￣ＦＢＯｓ. ｐｄｆ.

虽然国际原则和指导方针(包括“基于权利的方法”)已经被制定出来ꎬ以便为有需

求的人提供援助搭建普遍的共同基础ꎬ但由于它们与“西方”政治事务或理论基础有关联ꎬ也遭

受了评 论 家 们 的 批 评ꎮ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ꎬ ｓｅｅ Ｊｕｌｉａｎｏ Ｅ. Ｍ. Ｆｉｏｒｉꎬ 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ꎬＩｎｓｔｉｔｕｔ ｄ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ｓ ｅｔ Ｓｔｒａｔéｇｉｑｕｅｓꎬ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３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ｉｒｉｓ￣ｆｒａｎｃｅ. ｏｒｇ / ｄｏｃｓ / ｋｆｍ ＿ ｄｏｃｓ / ｄｏｃｓ / ｏｂｓ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ｉｒｅｓ / ＥＮＧ￣ＪｕｌｉａｎｏＥＭ￣Ｆｉｏｒｉ￣
ｏｃｔｏｂｅｒ２０１３. ｐｄｆ.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Ｄｒ Ｈａｎｙ ｅｌ￣Ｂａｎｎａ ａｔ ｔｈｅ Ｂｅｒｋｌｅｙ Ｃｅｎｔｒｅ ｆｏｒ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ꎬ“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Ａｆｆａｉｒｓ”ꎬ ３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７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ｂｅｒｋｌｅｙｃｅｎｔｅｒ. 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 ｅｄｕ /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ｓ / ａ￣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ｗｉｔｈ￣ｄｒ￣ｈａｎｙ￣ｅｌ￣ｂａｎｎａ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ａｎｄ￣ｃｏ￣ｆｏｕｎｄｅｒ￣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ｌｉｅｆꎮ 值得指出的有意思的一

点是ꎬ即便是在那样的早期ꎬ也明显有必要强调组织的宗教身份并不意味着偏袒:“我把它作为

一个道德问题提出来ꎬ并把我们的应对作为一项义务ꎬ不仅仅是对穆斯林和基督徒而言ꎬ而是

对每一个人ꎮ 我们要传达的信息关乎需求和责任ꎬ我们强调无条件帮助人类同胞的必要

性ꎬ不管是信耶稣、亚伯拉罕、穆罕默德还是其他教义ꎬ这对每一种信仰来说这都是必要的ꎮ 在

需求面前ꎬ不应有政治、民族或种族之分ꎮ”



动力ꎮ〔２０〕 然而ꎬ随着时间的推移ꎬ伊斯兰信仰对于该组织开展人道行动

的方式的影响变得不再那么明显ꎮ 人道领域的世俗语言和宗教界内部

理解的宗教语言及含义之间的异化是很明显的ꎮ 这并不是说价值观或

应对行动是相互对立的ꎬ而是不了解两者如何相互联系与沟通ꎮ〔２１〕 在

«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 ２０１０ 年战略评论»当中ꎬ该问题获得了越来越多

的关注ꎬ其结果是ꎬ该组织决定利用英国国际发展部的项目发展基金〔２２〕

对这个领域进行研究ꎬ特别是增加为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开展人道行动

时制定一个“信仰精通”的方法所需的认识和知识ꎮ 因此ꎬ出台了审验

与众多问题相关的复杂神学教义的刊物和政策〔２３〕 ꎬ以便将伊斯兰在人

道主义和发展方面“以信仰为基础的工作方式”转化为资源和务实的方

法ꎮ〔２４〕 这个历程并不是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特有的ꎬ而是代表了一系

列信仰型和受信仰激发的机构的共同经历ꎬ这些机构正在以一个影响着

他们对人道主义所采取的方法的方式ꎬ力图复兴这一认知和启示ꎮ
在国际舞台上ꎬ信仰型组织已经自愿地加入到遵守人道原则的行列

中ꎬ且这是一个正确的做法ꎬ〔２５〕但与信仰型组织和社区的合作正日益提

上日程的背景ꎬ也为反思信仰型组织和当今原则之间的关系的性质提供

了一个契机ꎬ并且(正如本文所示)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人道原则和伊斯

８３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与其他信仰型组织不同ꎬ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在招聘上采取非歧视政策ꎬ虽然该组

织希望其工作人员遵守并忠诚于该组织的价值观ꎬ但并不要求加入该组织的成员必须是穆斯

林ꎮ 因此ꎬ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在全世界聘用了大量信仰其他宗教的工作人员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到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间对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工作人员做的采访以及与他们

开展的讨论ꎮ
关于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的项目合作安排经费记录开列在以下网站:ｗｗｗ. ｇｏｖ.

ｕｋ /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ｐｐａｓ ａｎｄ ｈｔｔｐ: / / ｄｅｖｔｒａｃｋｅｒ. ｄｆｉｄ. ｇｏｖ. ｕｋ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ＧＢ －
１ － １０２４１５ / ꎮ

关于人道、尊严、保护行动、环境义务和性别公正等理念ꎮ 几乎所有由伊斯兰国际救

援组织开展的关于这些主题的研究都可访问: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ｍ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ꎮ
公开可用的资源已公布在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政策网站: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ｍ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ꎮ
例如ꎬ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对工作人员的培训表明该组织遵守«国际红十字与红新

月运动和非政府组织灾害救济行为守则»ꎬ培训的重点是人道、公正、中立、独立、尊重文化习

俗、协调行动、能力建设、遵守“不伤害”原则以及在培训新的应急工作人员过程中关注脆弱性ꎮ



兰神学体系之间的对话会如何展开ꎮ 为进一步发展将国际人道法与伊

斯兰法和法学理论联系起来的知识体系ꎬ已经在多方面做了相当出色的

工作ꎬ尤其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ＩＣＲＣ)〔２６〕和其他包括美国雪城大学在

内的组织ꎮ〔２７〕 施文迪曼(Ｓｃｈｗｅｎｄｉｍａｎｎ)已经指出了因为缺乏对国际人

道法法律框架的了解而产生的种种困难ꎬ〔２８〕 对人道原则的理解可以说

是更加广泛ꎬ更易于参与方把握ꎮ 特别是援助行动必须根据这些原则来

开展ꎬ以避免援助被看作“对国内事务的非法干预”ꎮ〔２９〕

为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人道原则和伊斯兰神学之间如何进行对话ꎬ本
文将首先逐一审视人道原则和伊斯兰教原则ꎬ并讨论他们的共性和互补

性ꎮ 之后会采用一个更加批判的方式来考量在伊斯兰信仰型组织所持

的价值观和其恪守人道原则之间相互作用的细微差别中ꎬ可能会在哪些

地方产生矛盾和伦理方面的关切ꎮ 之后会探讨信仰和信仰参与方会被

工具化的程度ꎬ及其给人道行动造成的问题ꎮ 最后ꎬ本文将寻找一种潜

在的方式ꎬ展望并展示在实践中宗教原则和人道原则之间如何开展对

话ꎬ以达成一个人道行动的宗教驱动方式ꎬ它与人道原则互补且一致ꎮ
做到以上这一点通过的是展示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的工作ꎬ即其在人类

发展问题上采用的是伊斯兰教的方法ꎬ运用了伊斯兰立法本旨ꎬ即伊斯

兰法的目标ꎮ

９３２世俗世界里来自信仰的动力:从伊斯兰的视角看人道原则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这项工作主要通过邀请伊斯兰法律学者参与会议来开展———例如ꎬ２００５ 年由红十

字国际委员会和伊斯兰堡的国际伊斯兰大学组织的会议 ( ｗｗｗ. ｒｅｄｃｒｏｓｓ. ｉｎｔ / ＥＮ / ｍａｇ /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２００５＿１ / ２４ － ２５. ｈｔｍｌ)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也门红新月会和亚丁大学举办的关于根据

伊斯兰法和国际人道法保护战争受害者的研讨会(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ｆｅａｔｕｒｅ / ２００６ / ｉｓｌａｍｉｃ￣ｌａｗ￣ｉｈｌ￣ｆｅａｔｕｒｅ － ０１０６０６. ｈｔｍ)ꎻ以及 ２０１４ 年在巴基斯坦召开的关于参照伊

斯兰法和国际人道法开展人道行动的国际大会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ａｃｔｉｏｎ￣ｌｉｇｈｔ￣ｓｈａｒｉａ￣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ｌａｗ)ꎮ 另见本辑评论中

Ａｂｄｕｌｆａｔａｈ Ｓａｉｄ Ｍｏｈａｍｅｄ 和 Ｒｏｎａｌｄ Ｏｆｔｅｒｉｎｇｅｒ 的文章ꎮ
Ｓｅｅ ｈｔｔｐ: / / ｉｎｓｃｔ. ｓｙｒ. ｅｄｕ /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ｅａｓｔ￣ｉｓｌａｍ / ｉｓｌａｍｉｈｌ / .
Ｆｅｌｉｘ Ｓｃｈｗｅｎｄｉｍａｎｎꎬ “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Ａｒｍｅ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Ｎｏ. ８８４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ｆｉｌｅｓ / ｒｅｖｉｅｗ / ２０１１ / ｉｒｒｃ － ８８４ － ｓｃｈｗｅｎｄｉｍａｎｎ. ｐｄｆ.

Ｉｂｉｄ. ꎬｐ. ９９７.



　 　 人道原则和伊斯兰理念

在伊斯兰教中ꎬ“慈善行为”不限于物质或资源传递ꎬ而是被理解为

包括任何对有生命的人或物的善意或关心ꎮ 穆斯林教徒会经常引用先

知穆罕穆德(愿主福安之〔３０〕 )的教义ꎬ即便是跟别人打招呼时致以微笑

也被认为是“慈善行为”ꎬ其他关于慈善行为的教导可以是各种各样的ꎬ
比如帮别人移开路上的一个小障碍物ꎬ或者倾听那些有苦难之人的倾

诉ꎬ〔３１〕慈善的本质就是通过我们彼此间的关系与神(真主〔３２〕 )相连ꎮ 对

于穆斯林来说ꎬ人道主义被理解成与慈善相关ꎬ因此赋予了这个词更为

宽泛的意义ꎮ〔３３〕 随着包括来自穆斯林世界的“非传统”的捐助方的出

现ꎬ这产生了实践中的影响ꎬ对他们来说ꎬ援助的概念包括给有需求之人

提供的所有形式的援助ꎬ包括宗教慈善(比如建立宗教学校)和现金捐

款(可能不那么注重对捐款所产生影响的跟进工作)ꎮ〔３４〕

在有关人道行动与伊斯兰原则和法律的交集的讨论中ꎬ人道行动的

构成多少会更为宽泛ꎮ 从这个认识出发ꎬ以下概述了一些在«国际红十

字与红新月运动和非政府组织灾害救济行为守则» (本文以下简称为

０４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３０〕
〔３１〕
〔３２〕

〔３３〕

〔３４〕

当神的先知们的名字被提及时穆斯林教徒说这句话ꎬ表示对他们的尊崇ꎮ
这种说法在布哈里和穆斯林圣训合集中有详细描述(见下注〔５９〕)ꎮ
“真主安拉”译自阿拉伯语的“神”ꎮ 穆斯林教徒通常把神称为安拉ꎬ即便没有在讲

阿拉伯语时也是这样ꎮ
Ｍａｍｏｕｎ Ａｂｕａｒｑｕｂ ａｎｄ Ｉｓａｂｅｌ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ꎬ “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ꎬ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ꎬ２００９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ｍ / ｗ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ＡＢｒｉｅ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ｉｎ￣ｔｈｅ￣Ｍｕｓｌｉｍ￣Ｗｏｒｌｄ￣Ｎｅｗ￣Ｆｏｒｍａｔ.
ｐｄｆ.

Ａｎｄｒｅａ Ｂｉｎｄｅｒ ａｎｄ Ｃｌａｕｄｉａ Ｍｅｉｅｒꎬ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Ｋｎｏｃｋｓ:Ｗｈｙ Ｎｏｎ￣Ｗｅｓｔｅｒｎ Ｄｏｎｏｒｓ
Ｅｎｔｅ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ｏ Ｍａｋｅ ｔｈｅ Ｂｅｓｔ ｏｆ Ｉｔ”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
Ｖｏｌ. ９３ꎬＮｏ. ８８４ꎬ２０１１ꎬｐ. １１３７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ｒｅｖｉｅｗ － ２０１１ / ｉｒｒｃ － ８８４ － ｂｉｎｄｅｒ￣ｍｅｉｅｒ. ｈｔｍ.



１９９４ 年«行为守则»)〔３５〕 中发现的人道原则ꎬ并在每个案例中概述了从

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开展的研究中得出的伊斯兰传统内相对应的理解

和处理方式ꎮ〔３６〕 本章节将考虑人道必要以及伊斯兰教关于人道和人格

尊严本质的教义ꎬ并讨论公正、独立和中立原则及其在伊斯兰法和法学

中的对应内容ꎮ 本文最后将讨论 １９９４ 年«行为守则»中关于建设当地

能力的承诺〔３７〕以及在发展贫苦大众自力更生能力重要性上ꎬ对伊斯兰

教徒的指导方面所做的补充ꎮ

　 　 人道必要

获得人道援助以及提供援助的权利是一项基本的人道原

则ꎬ所有国家的公民都应享有ꎮ 我们应对灾难的主要动机是减

轻那些灾难中最脆弱民众的苦难ꎮ 我们提供的援助并不是ꎬ也
不应当被看作是党派行为或政治行为ꎮ〔３８〕

作为 １９９４ 年«行为守则»第 １ 条的主题ꎬ人道必要为整个人道原则

提供了基础ꎮ 人道原则和人格尊严概念使人道必要进一步加强ꎬ即需要

１４２世俗世界里来自信仰的动力:从伊斯兰的视角看人道原则　

〔３５〕

〔３６〕

〔３７〕
〔３８〕

１９９４ 年«行为守则»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ｆｒｃ.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ｃｏｄｅ￣ｏｆ￣
ｃｏｎｄｕｃｔ / ꎮ 本文引用的中文完整版文本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ｃｈｉ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 ｐ１０６７. ｈｔｍꎮ

作者特别鸣谢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的同事穆赫塔里阿米努 － 卡诺 (Ｍｕｈｔａｒｉ
Ａｍｉｎｕ￣Ｋａｎｏ)博士和阿塔拉菲茨吉本(Ａｔａｌｌａｈ Ｆｉｔｚｇｉｂｂｏｎ)用伊斯兰语撰写的关于人类发展

的文章ꎬ已在线发表:“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ꎬ
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ꎬ２０１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ｍ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４ / ０７ /
Ｈｕｍ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Ｉｓｌａｍ. ｐｄｆꎮ 本章节同样借鉴了作者自己的出版物:Ｌｕｃｙ Ｖ. Ｍｏｏｒｅꎬ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Ａ Ｆａｉｔｈ Ｂａｓｅｄ Ｔｏｏｌｋｉｔ ｆｏｒ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ꎬ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ꎬ
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ꎬ２０１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ｍ /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 ｗｏｒｋｉｎｇ￣ｉｎ￣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
ｆａｉｔｈ￣ｂａｓｅｄ￣ｔｏｏｌｋｉｔ / ꎬ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ｍ /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 ｗｏｒｋｉｎｇ￣ｉｎ￣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ｆａｉｔｈ￣ｂａｓｅｄ￣
ｔｏｏｌｋｉｔ / ꎬ尤其是第一章«政策»中的文章ꎮ

１９９４ 年«行为守则»ꎬ见上注〔３５〕ꎬ第 ６、７、８ 条ꎮ
同上ꎬ第 １ 条ꎮ



帮助的人有权获得人道援助ꎬ那些有能力援助的人有权提供援助ꎮ〔３９〕

人道主义的义务性(有需求之人的权利)和志愿性(提供援助的权利)在
对穆斯林教徒的两类慈善赠与上找到了其在伊斯兰教中对应的内

容———以天课(伊斯兰的第三大主命)〔４０〕 为形式的义务慈善ꎬ以及施济

为形式的志愿慈善ꎮ 就天课而言ꎬ每个穆斯林只要达到一定的财富门槛

后ꎬ都有义务每年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固定比例的财富或资产ꎬ并
且在斋月结束的时候交一笔固定款项(开斋捐)ꎮ 施济是一种慈善布

施ꎬ可以在任何时间开展ꎬ施济的金额不限ꎬ是伊斯兰教积极鼓励的做

法ꎮ 义务的和志愿的慈善都被认为不仅仅是一件“善事”ꎬ而是一个旨

在实现社会公正并且意在平衡社会不平等的行为ꎮ〔４１〕

伊斯兰关于人道性质的教义的核心是神赐予所有人人格尊严

(ｋａｒａｍａ)ꎮ 古兰经中说道ꎬ真主“确已优待阿丹的后裔ꎬ使他们大

大地超过我所创造的许多人”ꎬ〔４２〕 当人类被创造出来的时候ꎬ神将他的

精神吹入了阿丹体内ꎻ〔４３〕 与神的这个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人格尊严被

看作是人类的天生属性ꎮ 法学家大体上同意所有人享有平等的尊严和价

值ꎬ因此ꎬ每个人都有权利过有尊严和受尊重的生活ꎬ仅因其生而为人ꎮ〔４４〕

伊斯兰传统的核心内容是真主独一ꎬ指真主的统一、合一和唯一ꎮ

２４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４３〕

〔４４〕

Ｉｂｉｄ. 在«全球项目人道宪章»中有对人格尊严及其与人道行动的关系的明确讨论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ｓｐｈｅｒｅ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ｒｇ / ꎻ然而ꎬ其依据来自«世界人权宣言»里明确规定的“生存

权”条款ꎬ在这个文献的最初几行就提到:“承认人类大家庭的每一名成员的与生俱来的尊严和

平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是世界自由、公正和和平的基础ꎮ” «世界人权宣言»序言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ｅｎ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ｕｄｈｒ / ꎮ

伊斯兰教 ５ 项主命(或义务)是清真言(信仰宣称)、礼拜(强制性的祈祷)、天课(慈
善捐助)、斋功(在斋月期间禁食)和朝觐(麦加朝圣)ꎮ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Ａｊａｚ Ａｈｍｅｄ Ｋｈａｎꎬ Ｉｓｍａｙｉｌ Ｔａｈｍａｚｏｖ ａｎｄ Ｍａｍｏｕｎ Ａｂｕａｒｑｕｂꎬ“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
Ｆａｉｔｈ ｉｎｔｏ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ꎬ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ꎬ２００９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ｍ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ｎｇ￣Ｆａｉｔｈ￣Ｉｎ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ｄｆ.

«古兰经»ꎬ«夜行章»第 ７０ 节ꎮ 原文中所有对«古兰经»经文的翻译都引自:Ｔｈｅ
Ｑｕｒ’ａｎ:Ａ Ｎｅｗ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 ｂｙ Ｍ. Ａ. Ｓ. Ａｂｄｅｌ Ｈａｌｅｅｍꎬ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ꎬＯｘｆｏｒｄꎬ２００５ꎮ

“你的主曾对众天神说:「我必定要用泥创造一个人ꎬ当我把他造出来ꎬ并将我的精

神吹入他的体内的时候ꎬ你们当为他而倒身叩头ꎮ」”«古兰经»ꎬ«萨德章»第 ７１ ~ ７２ 节ꎮ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Ｈａｓｈｉｍ ＫａｍａｌｉꎬＴｈｅ Ｄｉｇｎ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ｎ”ꎬＩｓｌａｍｉｃ Ｔｅｘｔ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

２００２.



伊斯兰教是一个一神论的宗教ꎬ穆斯林教徒认为神是唯一的ꎬ是一切事

物的造物主ꎻ所以ꎬ伊斯兰教五项主命之首是穆斯林教徒做信仰宣称(清
真言)ꎬ“万物非主ꎬ唯有安拉”ꎮ 因此ꎬ万物都是一个建立在其来源和根

源都统一的基础上的统一整体ꎮ 从这种真主独一的信仰中形成的理念

是:人道的各个方面都有统一性———真主给的各种启示有一个内在统一

性ꎬ即人类的统一ꎬ受造物的统一ꎬ最终是所有存在的事物的统一ꎮ 伊斯

兰教当中的统一性定义了人类与神的纵向关系ꎬ个人与自己的关系ꎬ人
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与其他受造物的关系ꎮ

真主独一进一步包含了源自一个神圣的创造起源的多样化的人类

的整合性和关联性:
众人啊! 我确已从一男一女创造你们ꎬ我使你们成为许多

民族和宗教ꎬ以便你们互相认识ꎮ 在真主看来ꎬ你们中最尊贵

者ꎬ是你们中最敬畏者ꎮ 真主确是全知的ꎬ确是彻知的ꎮ〔４５〕

通过真主独一ꎬ伊斯兰教把神的统一性和创造的多样性协调并联系

起来ꎮ 尽管人类和宇宙在本质上不同ꎬ但他们通过神对他们的创造和他

们与神的关系而相互联系ꎮ 人类与生俱来的尊严通过本善得到进一步

强调ꎬ本善指的是人的生命的神圣性ꎬ它承认所有人在出生时的善良的

天性:“我确已把人造成具有最美的形态ꎮ”〔４６〕 因为本善ꎬ所有人的生命

都是神圣的ꎬ其尊严将受到保护:
因此ꎬ我对以色列的后裔以此为定制:除因复仇或平乱外ꎬ

凡枉杀一人的ꎬ如杀众人ꎻ凡救活一人的ꎬ如救活众人ꎮ〔４７〕

«古兰经»认为ꎬ人类被造成“最美的形态”ꎬ并且在成形时被吹入了

圣灵ꎬ基于这个启示ꎬ伊斯兰教中对人性的概念表明ꎬ人类的本质是好

３４２世俗世界里来自信仰的动力:从伊斯兰的视角看人道原则　

〔４５〕
〔４６〕
〔４７〕

«古兰经»ꎬ«寝室章»第 １３ 节ꎮ 另见«宴席章»第 ４８ 节ꎻ以及«尤努斯章»第 １９ 节ꎮ
«古兰经»ꎬ«无花果章»第 ４ 节ꎮ 另见«黄牛章»第 ３０ ~ ３４ 节ꎻ及«夜行章»第 ７０ 节ꎮ
«古兰经»ꎬ«宴席章»第 ３２ 节ꎮ



的ꎬ但是我们表现出负面的特性ꎬ比如自大、贪婪或不义ꎮ〔４８〕 这些特性

被看作与我们的本性相背离的ꎬ也表明人类有能力改变他们的行为:“真
主必定不变更任何民众的情况ꎬ除非他们变更自己的内在情形ꎮ”〔４９〕

　 　 公正原则、独立原则和中立原则

非政府组织应当公正且独立地开展工作ꎬ这个指导方针贯穿整个

１９９４ 年«行为准则»ꎮ 公正原则体现在多个条款当中———例如ꎬ第 １
条〔５０〕中声明ꎬ提供人道援助“并不是党派性的或政治性的行动ꎬ不应该

将它们看作是党派行动或政治行动”ꎬ而且“援助不应被用作来促进某

一特定的政治或宗教立场”ꎬ即便各组织有保留他们的政治或宗教意见

的权利(第 ３ 条)ꎮ〔５１〕 独立原则在第 ４ 条中有明确规定:“我们应该努力

不使自己成为政府外交政策的工具ꎮ 非政府人道机构是独立于各国政

府而运作的机构为维护我们的独立性ꎬ我们将努力避免依赖单一的

资金来源ꎮ”〔５２〕虽然没有在 １９９４ 年«行为守则»中直接提及ꎬ中立原则被

认可为是人道援助后来发展的一项原则ꎬ包含在联合国关于指导原则的

第 ４６ / １８２ 号大会决议附录中ꎮ〔５３〕 非政府组织继而在开展人道行动时

采纳恪守中立原则ꎬ尽管其实施中会出现复杂的问题ꎮ〔５４〕

４４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见«古兰经»ꎬ«易卜拉辛章»第 ３４ 节ꎻ«夜行章»第 １１ 节ꎻ«山洞章»第 ５４ 节ꎻ«朝觐

章»第 ６６ 节ꎻ«同盟军章»第 ７２ 节ꎻ«金饰章»第 １５ 节ꎻ以及«奔驰的马队章»第 ６ 节ꎮ 相关分

析ꎬ ｓｅｅ Ｓ. Ａｙｓｅ Ｋａｄａｙｉｆｃｉ￣Ｏｒｅｌｌａｎａꎬ Ｍｏｈａｍｍｅｄ Ａｂｕ￣Ｎｉｍｅｒ ａｎｄ Ａｍｊａｄ Ｍｏｈａｍｅｄ￣Ｓａｌｅｍꎬ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ꎬ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ꎬ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ꎬ
２０１３ꎬｐｐ. ９ － １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ｍ /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ａｎ￣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ｆｏｒ￣ｐｅａｃ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ꎮ

«古兰经»ꎬ«雷霆章»第 １１ 节ꎮ
１９９４ 年«行为守则»ꎬ见上注〔３５〕 ꎮ
同上ꎮ
同上ꎮ
Ｓｅｅ 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ｇａ / ｒｅｓ / ４６ / ａ４６ｒ１８２. ｈｔｍ.
关于人道援助中的中立原则的有益探讨(主要关注 ＩＣＲＣ)ꎬ ｓｅｅ Ｄｅｎｉｓｅ Ｐｌａｔｔｎｅｒꎬ

“ ＩＣＲＣ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ｃｅ”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Ｎｏ. ３１１ꎬ１９９６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ｍｉｓｃ / ５７ｊｎ２ｚ. ｈｔｍꎮ
该内容也会在文章接下来的部分进行讨论ꎮ



人们通常认为ꎬ伊斯兰教教义助长对非穆斯林的不平等待遇ꎬ加上

人们担心信仰型组织倾向于偏袒那些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人ꎬ这种误解将

会进一步加深ꎮ 虽然伊斯兰教也像其他信仰那样促进其信徒间的亲密

关系ꎬ但来自其一手资料以及穆斯林社会的实践的证据并不支持这种解

读ꎮ 穆罕默德哈西姆卡马利(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Ｈａｓｈｉｍ Ｋａｍａｌｉ)〔５５〕 就这

个问题做了分析ꎬ发现仅有 ３ 处«古兰经»经文〔５６〕 可以被理解为支持对

非穆斯林的不平等对待ꎬ在先知穆罕默德(愿主福安之)时代的历史〔５７〕

中也只有有限的这种歧视的例子ꎬ但«古兰经»中的很多其他章节〔５８〕 和

无数圣训〔５９〕都可以被引用来支持对非穆斯林的平等对待ꎮ
在人道领域ꎬ这个问题在关于谁有资格成为天课的义务慈善款项的

受益人问题上最为明显ꎮ «古兰经»本身的指导原则并没有规定接受馈

赠者必须是穆斯林:
赈款只归于贫穷者、赤贫者、管理赈务者、心被团结者、无

力赎身者、不能还债者、为主道工作者、途中穷困者ꎻ这是真主

的定制ꎮ〔６０〕 真主是全知的ꎬ是至睿的ꎮ〔６１〕

同样地ꎬ１９９４ 年«行为守则»劝诫各个组织“尽量不充当政府外交政

策的工具”ꎬ并确保在对穆斯林的指导方针中明确说明“援助不应被用

作来促进某一特定的政治或宗教立场”ꎬ〔６２〕 恰好与对穆斯林的指导一

５４２世俗世界里来自信仰的动力:从伊斯兰的视角看人道原则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Ｈａｓｈｉｍ Ｋａｍａｌｉꎬ“ Ｆｒｅｅｄｏｍꎬ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ｉｎ Ｉｓｌａｍ”ꎬ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Ｔｅｘｔｓ
Ｓｏｃｉｅｔｙꎬ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ꎬ２００２.

«伊姆兰的家属章»第 １１０ 节ꎻ«忏悔章»第 ２１ 节ꎻ«宴席章»第 ５１ 节ꎮ
穆斯林将这段历史特别称作“圣行”(Ｓｕｎｎａｈ)ꎬ是伊斯兰法律惯例的起源ꎬ尤其是对

逊尼派穆斯林而言ꎮ
«黄牛章»第 ６２ 节ꎻ«宴席章»第 ５ 节ꎻ«受考验的妇人章»第 ８ 节ꎻ及几条圣训ꎮ
圣训(复数:ａｈａｄｉｔｈ)是包含先知穆罕穆德(愿主福安之)言行的传统汇总ꎬ是大多数

穆斯林教徒遵循的指导方针的主要来源ꎮ
读者会注意到ꎬ在这个陈述中包含有各种典型的不属于人道行动的行为ꎮ 这些行为

将在下面进行详细讨论ꎮ
«古兰经»ꎬ«忏悔章»第 ６０ 节ꎮ
１９９４ 年«行为守则»ꎬ见上注〔３５〕ꎬ第 ３ 条ꎮ



致ꎬ即优先考虑贫穷者和赤贫者ꎬ〔６３〕 而不是为了政治目的或其他考量ꎮ
就施济而言ꎬ其范围更加宽泛ꎬ因为施主可以自由选择将施济提供给任

何人ꎬ包括不属于天课的慈善行为(比如微笑和倾听)ꎮ
此外ꎬ传统的伊斯兰法学包括以调解为目的的强烈的中立传统ꎮ 本

文并不打算概述伊斯兰法和宗教体系中中立原则的先例和历史ꎬ但可找

到这一点的很多表达:从传统上ꎬ它表现为早期伊斯兰建立的司法公正

性ꎬ〔６４〕以及在武装冲突中ꎬ中立原则等同于 ａｍａｎ(安全行为)ꎬ即为他国

使者ꎬ甚至是为申请庇护的敌人提供的安全保障ꎮ〔６５〕 在先知穆罕穆德

(愿主福安之)和早期的伊斯兰皈依者的圣训中也包含有各种牢固的传

统ꎬ这些传统表明了冲突中一些需要保护的参与方的“中立”立场:
在对我们遭受的伤害进行报复时ꎬ不要骚扰那些不具伤害

性的国内拘留场所的羁押人员ꎻ不要伤害弱势的女性ꎻ不要伤

害吃奶的婴儿或因病卧床的人ꎻ不要毁坏那些不反抗居民的房
∙∙∙∙∙∙∙∙∙∙∙∙∙

屋
∙

ꎻ不毁掉他们谋生的手段ꎬ他们的果树ꎬ且不要碰棕榈树ꎮ〔６６〕

６４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６３〕

〔６４〕

〔６５〕
〔６６〕

如欲了解更多关于天课、施济、伊斯兰和人道主义的信息ꎬｓｅｅ Ｍａｍｏｕｎ Ａｂｕａｒｑｕｂꎬ
“Ｆａｉｔｈ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ꎬ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ꎬ 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ꎬ２０１０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ｍ /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 ｆａｉｔｈ￣ａｎｄ￣ｉｄｅｎｔｉｔｙ￣ｉ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ꎻＲｉａｎｎｅ Ｃ. ｔｅｎ Ｖｅｅｎꎬ“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
Ｇ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Ｉｓｌａｍ”ꎬ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ꎬ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ꎬ２００９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ｍ /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 ｃｈａｒｉｔａｂｌｅ￣ｇｉｖｉｎｇ￣ｉｎ￣ｉｓｌａｍ / ꎻＭａｍｏｕｎ Ａｂｕａｒｑｕｂ ａｎｄ Ｉｓａｂｅｌ Ｐｈｉｌｌｉｐｓꎬ“Ａ Ｂｒｉｅ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Ｗｏｒｌｄ”ꎬ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ꎬ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ꎬ２００９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ｍ /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 ａ￣ｂｒｉｅ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ｉｎ￣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ｗｏｒｌｄ / ꎻＪａｍａｌ Ｋｒａｆｅｓｓꎬ “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ｓｌｉｍ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Ａｉｄ”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Ｖｏｌ. ８７ꎬＮｏ. ８５８ꎬ２００５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ｃｒｃ. ｏｒｇ / ｅｎｇ /
ａｓｓｅｔｓ / ｆｉｌｅｓ / ｏｔｈｅｒ / ｉｒｒｃ＿８５８＿ｋｒａｆｅｓｓ. ｐｄｆ.

Ａｔａ ｕｒ ＲｅｈｍａｎꎬＤｒ. Ｍａｚｌａｎ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ａｎｄ Ｄｒ.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Ａｂｕ Ｂａｋａｒꎬ“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Ｊｕｄｉｃｉａｒｙ ｉｎ Ｉｓｌａｍ”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Ｖｏｌ. ４ꎬ
Ｎｏ. ２ꎬ２０１３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ｉｊｂｓｓｎｅｔ. ｃｏｍ / 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 Ｖｏｌ＿４＿Ｎｏ＿２＿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２０１３ / ８. ｐｄｆ.

«古兰经»ꎬ«忏悔章»第 ６ 节ꎮ
Ａｂｕ ‘Ａｂｄ Ａｌｌａｈ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ꎬａｌ￣ＭａｇｈａｚｉꎬＶｏｌ. ２ꎬＢｅｉｒｕｔꎬＭｕ’ ｓｓａｓａｈ ａｌ Ａ’ ｌａｍｉ ｌｉ ‘ ｌ￣

Ｍａｔｂｕ’ ａｔꎬ １４０９ / １８９８ꎬ ｐｐ. ７５７ － ７５８ꎻ Ａｈｍａｄ ｂ. Ｚａｙｎｉ Ｄａｈｌａｎꎬ ａｌ￣Ｓｉｒａｈ ａｌ￣Ｎｕｂａｗｉｙｙａｈꎬ １ｓｔ
ｅｄｉｔｉｏｎꎬＶｏｌ. ２ꎬＨａｌｂꎬＤａｒ ａｌ￣Ｑｕａｌａｍ ａｌ － ’Ａｒａｂｉꎬ１４１７ / １９９６ꎬｐ. ２３６ꎻｃｆ. Ｄｒ. Ｍｕｈａｍｍｅｄ Ｍｕｎｉｒꎬ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ｈｅｔ(Ｐｅａｃｅ Ｂｅ Ｕｐｏｎ Ｈｉｍ)’ ｓ Ｍｅｒｃｉｆｕｌ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ｕｃｔ ｏｆ Ｗａｒ:Ｔｈｅ Ｐｒｏｈｉｂｉｔｅｄ
Ａｃｔｓ”ꎬＩｎｓｉｇｈｔｓꎬＳｉｒａ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ＩｓｓｕｅꎬＶｏｌ. ２ꎬＮｏ. ２ － ３ꎬ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ꎬｐ. ２３５ꎬ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ａｄｄｅｄ.



　 　 建设当地能力

尽管穆斯林教积极鼓励慷慨且慈善捐赠是穆斯林的一项义务ꎬ但它

不是以阻碍发展人们从贫穷和灾难中复原的能力为代价的ꎮ 这一点是

基于阿布达吾德(Ａｂｕ Ｄａｗｕｄ)讲述的一条情节详细的圣训ꎬ描述了一

个穷人向先知穆罕穆德(愿主福安之)乞讨的故事:先知并没有直接给

这个人钱ꎬ而是帮助他卖掉了他的几样东西ꎬ然后用得到的钱帮他买了

一把斧头ꎬ最终让这个人通过卖柴实现了经济上的自给自足:

先知穆罕穆德(愿主福安之)最后说道:“比起因为乞讨而

在审判日那天有损你的颜面ꎬ这样做对你来说更好ꎮ 仅有三种

人可以乞讨:一种是极度贫困的人ꎬ一种是严重负债的人ꎬ另外

一种是要负责赔偿却又难以拿出钱的人ꎮ”〔６７〕

沙斐仪派和罕百里学派的学者称ꎬ天课不应当给那些身强体壮、有

能力工作ꎬ且有固定收入供应所需的人ꎬ除非他们无法找到合适的工

作ꎮ〔６８〕

尽管不是一个明确的人道原则ꎬ但 １９９４ 年«行为守则»承诺建设现

有能力ꎬ而非取而代之:“一切个人和社区ꎬ即便是在灾难事故中ꎬ都具有

一定的应对能力ꎬ就像它们都具有脆弱性一样ꎮ 只要条件允许ꎬ我们就

将通过雇佣当地员工、购买当地物资以及与当地公司开展交易等方式来

加强它们的能力ꎮ”〔６９〕非政府组织还“对以下两类人均负有责任:那些我

们所致力于援助的人们以及那些我们从他们那里获得资源的人们”ꎮ〔７０〕

对于穆斯林来说ꎬ神对一个人的行为承担首要责任ꎬ神知道你所做的一

切:“当你们缔结盟约的时候ꎬ你们应当履行ꎮ 你们既以真主为你们的保

７４２世俗世界里来自信仰的动力:从伊斯兰的视角看人道原则　

〔６７〕
〔６８〕

〔６９〕
〔７０〕

Ｈａｄｉｔｈ ｎａｒ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Ａｂｕ ＤａｗｕｄꎬＢｏｏｋ ９ꎬＨａｄｉｔｈ １６３７.
萨迪亚基德瓦伊(Ｓａｄｉａ Ｋｉｄｗａｉ)为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所做的关于天课的研究ꎬ

２０１４ 年(内部文件)ꎮ
１９９４ 年«行为守则»ꎬ见上注〔３５〕ꎬ第 ６ 条ꎮ
同上ꎬ第 ９ 条ꎮ



证者ꎬ则缔结盟约之后就不要违背誓言ꎮ 真主的确知道你们的行

为ꎮ”〔７１〕此外ꎬ«古兰经»明确表明ꎬ人类作为个体ꎬ对他们的行为承担责

任:“行一件善事的人ꎬ将得十倍的报酬ꎻ做一件恶事的人ꎬ只受同样的惩

罚ꎻ他们都不受亏枉ꎮ”〔７２〕对于像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这样的机构ꎬ这一

点通常会与美德( ｉｈｓａｎ)和真诚( ｉｋｈｌａｓ)之类的原则结合起来ꎬ来为针对

受益人的工作方式提供宗教基础ꎬ并对捐助方承担责任ꎮ〔７３〕

　 　 矛盾和伦理关切

人道原则和伊斯兰教原则之间关系的理论基础是良好的ꎬ初看起

来ꎬ相对没有什么问题ꎮ 正如所有“普遍”方法一样ꎬ尽管在宽泛的原则

(如正义、和平、公正)上很容易建立起联系ꎬ但实际应用这些原则的具

体细节会引发矛盾ꎮ 将宗教与人道活动或者慈善活动区分开ꎬ更像是为

了大多数穆斯林社区的人为建构ꎬ因为将信仰降格到私人领域并不是大

多数穆斯林的自然概念ꎮ
在那些人道专业精神已取得发展的地区以外———主要是欧洲和北

美的大部分地区———这种区分被构建为是为了应对专业身份的需求ꎬ而
不是应对那些与社区合作的组织的现实ꎬ而这些组织经常被定义为恪守

某种信仰或拥护某个特定教派ꎮ 埃莱娜费迪安嘉米耶 (Ｅｌｅｎａ
Ｆｉｄｄｉａｎ￣Ｑａｓｍｉｙｅｈ)的研究提供的进一步证据表明ꎬ在地方层面ꎬ将宗教

身份和源自信仰的动力从人道主义中剥离ꎬ更像是一个有关“表现”而

８４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７１〕
〔７２〕
〔７３〕

«古兰经»ꎬ«蜜蜂章»第 ９１ 节ꎮ
«古兰经»ꎬ«牲畜章»第 １６０ 节ꎮ
Ａｔａｌｌａｈ Ｆｉｔｚｇｉｂｂｏｎꎬ“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ｗｉｔｈｉｎ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ꎬ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ꎬ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ꎬ２０１２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ｍ/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 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ｃａｐｉｔａｌ￣ｗｉｔｈｉｎ￣ｈｕｍａ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ｉｓｌａｍｉｃ￣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 ꎻ
“Ｆａｉｔｈ Ｉｎｓｐｉｒｅｄ Ａｃｔｉｏｎ:Ｇｌｏｂ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５”ꎬ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Ｗｏｒｌｄ ｗｉｄｅꎬ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ꎬ
２０１１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ｍ / ｄｏｗｎｌｏａｄｓ / ３１ － ＦＡＩＴＨ＿ＩＮＳＰＩＲＥＤ＿ＡＣＴＩＯ.
ｐｄｆ.



非有关现实的问题ꎬ〔７４〕 这样做的目的是将信仰型组织的现实情况传达

给世俗的国际非政府组织ꎬ同时又和捐助方持同一观点ꎬ即人道原则与

公开的信仰身份有所区别ꎮ 这样做的目的是有助于继续获得“世俗”渠

道的援助ꎻ就这一点而言ꎬ其关系是颠倒的ꎬ可以这样说ꎬ信仰型参与方

反过来将人道话语“工具化”ꎬ以便利用资源和渠道ꎮ

　 　 改变信仰

为确保根据需求提供援助ꎬ１９９４ 年«行为守则»做了如下陈述:

尽管非政府人道机构有权支持某些特定的政治或宗教立

场ꎬ但是我们断言ꎬ援助并不取决于接受者是否遵循这样的立

场ꎮ 我们不会将对援助的承诺、提供或分配与某一特定的政治

或宗教信仰挂钩ꎮ〔７５〕

表面上ꎬ这与«古兰经»中关于信仰改变的章节里提到的约束有明

确的关联———“对于宗教ꎬ绝无强迫”ꎮ〔７６〕

然而对穆斯林来说ꎬ宣教(ｄａｗａｈꎬ即“邀请”他人加入伊斯兰教)原

本的意思也许比用在人道原则背景下的意思宽泛很多ꎮ 对穆斯林来说ꎬ

宣教的目的更经常是宣传ꎬ而不是使他人皈依ꎬ皈依并不必然是所期待

的或明确寻求的ꎮ 此外ꎬ参与宣教也并不一定是非常明显的行为ꎮ 许多

穆斯林认为ꎬ穆斯林良好的行为比用语言宣教更有说服力ꎬ因此ꎬ积极向

善或帮助他人也是一种邀请他人加入伊斯兰教的方式ꎮ 这可以从天课

中包含合适的受益人这一定义得以体现:

赈款只归于贫穷者、赤贫者、管理赈务者、心被团结者
∙∙∙∙∙

、无

力赎身者、不能还债者、为主道工作者
∙∙∙∙∙∙

、途中穷困者ꎻ这是真主

的定制ꎮ 真主是全知的ꎬ是至睿的ꎮ〔７７〕

９４２世俗世界里来自信仰的动力:从伊斯兰的视角看人道原则　

〔７４〕

〔７５〕
〔７６〕
〔７７〕

Ｅｌｅｎａ Ｆｉｄｄｉａｎ￣Ｑａｓｍｉｙｅｈꎬ“Ｔｈｅ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Ｐｕｔｔｉｎｇ ‘Ｆａｉｔｈ’ ｉｎ Ａｉ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ａｈｒａｗｉ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Ｃａｍｐｓ”ꎬ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Ｖｏｌ. ２４ꎬＮｏ. ３ꎬ２０１１.

１９９４ 年«行为守则»ꎬ见上注〔３５〕ꎬ第 ３ 条ꎮ
«古兰经»ꎬ«黄牛章»第 ２５６ 节ꎮ
«古兰经»ꎬ«忏悔章»第 ６０ 节ꎬ着重号为作者所加ꎮ



在现代环境中ꎬ对“心被团结者”和“为主道工作者”的解读这个主

题需要更详尽的分析和神学研究ꎬ但这个定义表明ꎬ天课能用于比现代

人道界所设想的更广泛的用途ꎬ对于一些非传统的捐助方来说ꎬ其用途

也可以包含明确的宗教活动ꎮ〔７８〕 从投身于人道行动的信仰型组织的角

度来说ꎬ他们能感受到ꎬ一旦接受了捐助者的资金ꎬ任何援助的宗教和精

神方面都会受到限制ꎬ或者说不受欢迎ꎬ这对援助对象不利ꎮ
这并不是说在人道背景下宣教不会危害到公正原则ꎬ但是如同所有

的灵修生活一样ꎬ信仰的改变有多种形式ꎮ 援助机构通常不承认灵修生

活ꎬ而灵修生活尤其是在流离失所的局势下ꎬ是许多受冲突影响社区的

头等大事ꎮ 包括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在内的信仰型人道组织ꎬ遵循不修

建特定宗教建筑的规定ꎬ这是出于对人道原则的尊重且对因其公正立场

而可能产生的影响保持敏感性ꎮ 然而ꎬ经常有人前来请求穆斯林信仰型

组织帮助修建清真寺和宗教学校ꎬ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宗教身份让人

们觉得此类申请能得到理解ꎮ 尤其是在应对流离失所者的社区需求时ꎬ
认识到礼拜和宗教教育场所是营地居民的基本需求和一项优先要务ꎬ就
有必要重新解读这种限定ꎬ最后结果是为所有社区(包括穆斯林和非穆

斯林)平等提供用于宗教和灵修生活的临时场所ꎮ 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

声明的使命是根据需要减轻贫困ꎬ其政策是ꎬ只有在社区所有成员均能

平等使用的前提下ꎬ才向社区提供宗教活动场地ꎮ 对于营地中的难民来

说尤为如此ꎻ例如ꎬ在埃及靠近叙利亚的边界ꎬ一个由伊斯兰国际救援组

织管理的营地向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信徒提供了场地ꎬ供他们共同在此做

礼拜ꎮ 又如ꎬ黎巴嫩贝卡(Ｂｅｋａ’ ａ)地区拉菲德(Ａｌ￣Ｒａｆｉｄ)的拉延营地

(Ｌａｙａｎ Ｃａｍｐ)为民众提供了一座公共建筑ꎬ但由于穆斯林社区规模较

小ꎬ居民们选择将其当作清真寺使用ꎮ
宗教被国际救援组织的部分机构降格为“文化”ꎬ这种做法的其他

可预见性后果是ꎬ它妨碍人们理解信仰和信仰社区在被迫移民危机中所

发挥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作用ꎬ以及这如何能对应对行动的设计产生积

０５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７８〕 对哈尼巴纳(Ｈａｎｙ ｅｌ￣Ｂａｎｎａ)博士的采访ꎬ见上注〔１９〕ꎮ



极影响ꎮ «２０１４ 年世界灾难报告»将宗教内容包括在内就是一个例证ꎬ
其中的第二章«宗教和信仰如何影响对危机的看法和态度»非常明确地

讨论了宗教问题ꎮ〔７９〕 虽然这也许是国际组织讨论宗教最恰当的平台ꎬ
但是其讨论宗教的方式没有充分考虑相关背景下信仰值得肯定的方

面ꎬ〔８０〕而且其分析不承认宗教参与方可能会看到“宗教” “信仰”和“文
化”三者的明显区别ꎮ 人道机构关切的根源在于将信仰型组织的人道角

色从其宗教角色中分离出来的潜在困难ꎮ 然而ꎬ这样做可能会导致无法

获得重要的宗教服务ꎬ如慰问患者、精神受创者和丧亲者等ꎮ〔８１〕

　 　 观念与政策

严格遵循人道原则也会造成信仰型组织与其成员原属社群之间出

现矛盾ꎮ 在人们对“伊斯兰”组织向非穆斯林提供援助表示担忧时这种

矛盾表现得更加明显ꎬ〔８２〕 同时它也体现在个体捐赠方对于天课善款派

发方式的期待ꎮ 许多学者认为ꎬ这些善款从传统上讲是原本想派发给穆

斯林的ꎬ非穆斯林的需求则通过施济基金等途径满足ꎮ 但同样地ꎬ也有

学者提出ꎬ善款也可以花费在贫穷和赤贫的〔８３〕 非穆斯林国家、个人、组
织和部族身上ꎮ «古兰经»并没有指定穷困者和赤贫者必须是穆斯林ꎬ
例如奥马尔伊本哈塔卜(Ｃａｌｉｐｈ Ｏｍａｒ Ｂｉｎ Ａｌ￣Ｋｈａｔｔａｂ)哈里发的伊

１５２世俗世界里来自信仰的动力:从伊斯兰的视角看人道原则　

〔７９〕

〔８０〕

〔８１〕

〔８２〕

〔８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ｅ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 ａｎｄ Ｒｅｄ Ｃｒｅｓｃｅｎｔ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ꎬ “Ｗｏｒｌｄ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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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ｓ / ｗｏｒｌｄ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ｒｅｐｏｒｔ / ｗｏｒｌｄ￣ｄｉｓａｓｔｅｒｓ￣ｒｅｐｏｒｔ － ２０１４ / .

“在降低灾害风险的时候最易出现的信仰的两个方面ꎬ是信仰对降低风险形成阻碍

(使人们的思想或行为不利于降低风险或者增加他们的脆弱性)和影响人们理解风险的方式”ꎮ
Ｉｂｉｄ. ꎬｐ. ３７.

Ｓａｄｉａ ＫｉｄｗａｉꎬＬｕｃｙ Ｖ. Ｍｏ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ｔａｌｌａｈ Ｆｉｔｚｇｉｂｂｏｎꎬ“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ｏｓ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ꎬＦｏｒｃｅｄ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ｉｅｗꎬＮｏ. ４８ꎬ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ｆｍｒｅｖｉｅｗ. ｏｒｇ / ｆａｉｔｈ / ｋｉｄｗａｉ￣ｍｏｏｒｅ￣ｆｉｔｚｇｉｂｂｏｎ＃ｓｔｈａｓｈ. ｃｒＴＩＩｋＨｓ. ｄｐｕｆ.

虽然和收到的表达支持的信息相比ꎬ这只是一小部分ꎬ但是在社交媒体上也有许多

人提出ꎬ为什么伊斯兰慈善组织在全世界伊斯兰教徒有大量需求的时候还向非穆斯林提供援

助ꎬ类似的评论并不罕见ꎮ
«古兰经»ꎬ«忏悔章»第 ６０ 节ꎮ



斯兰传统就表明ꎬ犹太乞丐也可以是天课施舍的对象ꎮ〔８４〕

虽然针对这个问题的两个回答都有证据支持ꎬ许多穆斯林社区仍然

认为天课旨在帮助穆斯林社区(或共同体ꎬＵｍｍａｈ)中的赤贫者ꎮ〔８５〕 穆

斯林信仰型组织可能会有策略地选择一些地区发放通过天课筹集的资

金和资源ꎬ以便达到捐助方的期望ꎬ但是这与人道的公正原则和非歧视

原则相抵触ꎮ 那些向伊斯兰教信仰型组织捐助天课的人之所以这么做

是他们可能认为资金仅会发放给有需要的穆斯林兄弟ꎬ如果实际情况不

是这样ꎬ他们就会觉得这些信仰型组织忽视了其在伊斯兰法律范围内发

放天课的义务ꎮ

如果更进一步严格遵循人道原则的要求ꎬ这一矛盾可能就会在提供

与庆祝斋月和古尔邦节相关的捐赠时显现出来ꎮ〔８６〕 这两大节日对穆斯

林社区来说有特别意义ꎬ在节日庆祝过程中ꎬ伊斯兰非政府组织会特意

为帮助贫困的穆斯林社区募资ꎬ如那些被迫移民的伊斯兰教徒ꎮ 这与基

督教非政府组织筹集资金支持圣诞节或者复活节的情况类似ꎮ 虽然这

些例子没有像明确改变信仰那样制造矛盾ꎬ但它们确实凸显了与特定信

仰社区打交道的信仰型组织所面临的矛盾ꎬ以及人们如何看待如何恪守

人道原则ꎮ 在许多情况下ꎬ有些组织会通过同时向非穆斯林社区提供援

助的方式来刻意抵消偏见ꎮ

　 　 正义

信道的人们啊! 你们当维护公道ꎬ当为真主而作证ꎬ即使

不利于你们自身ꎬ和父母和至亲ꎮ〔８７〕

２５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８４〕

〔８５〕
〔８６〕

〔８７〕

此处关于天课的讨论是基于 ２０１４ 年萨迪亚基德瓦伊牵头的支持伊斯兰国际救援

组织天课政策的研究ꎬ该研究咨询了 １２ 位伊斯兰学者ꎮ 这是一份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的内部

文件ꎬ但它详细概述了有关天课的伊斯兰法学体系ꎬ读者可参阅:Ｄｒ. Ｙｕｓｕｆ Ａｌ￣ＱａｒｄａｗｉꎬＦｉｑｈ
ａｚ￣Ｚａｋａｔ: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ꎬＥｎｇｌｉｓｈ 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ꎬＤａｒ Ａｌ Ｔａｑｗａꎬ１９９９ꎮ

穆斯林用共同体一词描述伊斯兰教信徒社区ꎮ
对古尔邦节ꎬ穆斯林的传统是献祭一头动物ꎮ 献祭家庭保留 １ / ３ 的肉ꎬ亲戚、朋友、

邻居获得 １ / ３ꎬ余下的 １ / ３ 送给贫穷者和赤贫者ꎮ
«古兰经»ꎬ«妇女章»第 １３５ 节ꎮ



对于在人道原则下开展工作的穆斯林所感受到的主要矛盾ꎬ上文提

到的«古兰经»〔８８〕的一节〔８９〕给出了深层次见解ꎮ 对穆斯林来说ꎬ首要的

原则是正义原则ꎬ«古兰经»反复提醒读者应该站出来ꎬ公开反对非正

义ꎬ即使自己要为之付出代价也在所不惜ꎮ 伊斯兰的教导和人道原则之

间的矛盾最常见于在冲突局势下对保持中立立场和公正的关切ꎮ〔９０〕 人

们所感知到的这种矛盾ꎬ在土耳其人权自由及人道主义援助基金会〔９１〕

的侯赛因奥鲁奇(Ｈüｓｅｙｉｎ Ｏｒｕç)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对话中得到

了充分体现ꎮ 他表示ꎬ尽管遵循人道原则并不困难ꎬ“但是在对中立的理

解上存在区别ꎮ 中立是什么? 作为穆斯林ꎬ我不可能对所有人都是中立

的ꎮ 当凶手在杀害孩子的时候ꎬ我怎么能闭上眼睛?”(原文如此)〔９２〕

在伊斯兰内部ꎬ信徒间对统一有一个核心概念:即所有的穆斯林是

属于同一社区或共同体ꎮ〔９３〕 出于这个概念ꎬ采取“中立”立场的可能性

就被排除了ꎻ由于信徒的群体要保持团结ꎬ穆斯林可能会觉得在冲突中

有义务支持其他穆斯林ꎬ结果就是导致“中立”这个英文单词与伊斯兰

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不相容ꎮ 例如ꎬ阿拉伯语本身没有与“中立”直接

对应的词汇ꎬ意义最相近的词是“希亚迪亚” (ｈｉｙａｄｉｙａ)ꎬ这个词的意思

是不结盟ꎮ〔９４〕 然而ꎬ这个小小的差别在实际情况中会变得更复杂ꎬ不仅

３５２世俗世界里来自信仰的动力:从伊斯兰的视角看人道原则　

〔８８〕
〔８９〕
〔９０〕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在«古兰经»里ꎬａｙａｈ 等同于«圣经»里的一节经文ꎮ
另见«古兰经»ꎬ«妇女章»第 １１４ 节和第 １４８ 节ꎻ及«协商章»第 ４２ 节ꎮ
此处再次参考联合国大会第 ４６ / １８２ 号决议指导原则附录ꎬ其中一条指导原则是“提

供人道援助必须遵守人道、中立和公正的原则”ꎮ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ｇａ / ｒｅｓ /
４６ / ａ４６ｒ１８２. ｈｔｍꎮ

Ｉ
.
ｎｓａｎ Ｈａｋ ｖｅ Ｈüｒｒｉｙｅｔｌｅｒｉ ｖｅ Ｉ

.
ｎｓａｎｉ Ｙａｒｄıｍ Ｖａｋｆı 的汉译为“人权、自由与人道救济基

金会”ꎮ 这是一个土耳其的非政府组织ꎬ其成员主要是土耳其穆斯林ꎮ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ｆｒｏｍ 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ＮＧＯ”ꎬ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ｗｉｔｈ Ｈüｓｅｙｉｎ

Ｏｒｕç ｏｆ ＩＨＨ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Ｒｅｌｉｅｆ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ｄ Ｃｒｏｓｓꎬ４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３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ｙｏｕｔｕｂｅ. ｃｏｍ / ｗａｔｃｈ? ｖ. ＝ ＺｔＰＬｊｂＨＺＵｊＹ. 关于伊斯兰法是否允许开展

中立的人道行动这一问题ꎬｓｅｅ ｔｈｅ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Ｎｏｔｅ ｂｙ Ｍｏｈｄ Ｈｉｓｈａｍ Ｍｏｈｄ Ｋａｍａｌ ｉｎ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ｖｉｅｗꎮ

见上注〔８５〕ꎮ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Ｒａｙｍｏｎｄ Ｃｏｈｅｎꎬ“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Ｅｎｇｌｉｓｈ”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ＲｅｖｉｅｗꎬＶｏｌ. ３ꎬＮｏ. １ꎬ２００１.



仅是因为穆斯林社区或者教派内部存在分裂ꎬ因此ꎬ这个概念并不一定

不被穆斯林社区接纳或者使用ꎮ 此外ꎬ在共同体这个概念内部还有“四
海之内皆兄弟”的意思ꎬ其含义是关心他人以及人与人之间根本上是平

等的ꎮ
这与人道领域内的参与方感到的矛盾类似ꎬ也就是不是所有的美好

的目标都能在每一种情况下和谐共存ꎬ完全中立的立场可能反而会削弱

一个机构开展行动和拯救生命的能力ꎮ〔９５〕 那些在人道机构工作的人们

经常会觉得沮丧ꎬ他们会觉得“中立、公正(和)共谋”之间似乎并没有真

正的区别ꎮ〔９６〕 在穆斯林对宗教使命的内在感知中可能会有这个区

别———宗教使命呼吁信徒遵守伦理准则ꎬ是通过信徒和神的关系所体验

的ꎬ不能用量化的方式进行衡量或比较ꎮ
在当代的大环境下ꎬ中立原则和伊斯兰信仰型组织的经历之间的矛

盾存在两种具有讽刺意味的情形ꎮ 第一种情形是践行中立和公正的人

道机构ꎬ其目的可能会被工作环境中的政治现状所影响而偏离初衷ꎮ 于

是ꎬ人道领域内常常避而不谈的“宗教”身份反而成为建立公信力的唯

一可行语汇ꎮ 国际援助机构抗争以下观点是司空见惯的事ꎬ即被人认为

它们有“来自西方的偏见”ꎬ且有人指责它们与军方或者敌对政府勾结

或是它们的代言人ꎻ当“援助军事化”发生时ꎬ这种偏见更加恶化ꎬ诸如

在阿富汗ꎬ〔９７〕或者国际非政府组织被要求与军方或者外国政府合作ꎮ
在这种背景下ꎬ当地的合作伙伴和明确的穆斯林信仰型组织在与信仰社

４５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９５〕

〔９６〕

〔９７〕

Ｄａｖｉｄ ＲｉｅｆｆꎬＡ Ｂ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ｉｇｈｔ: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ＣｒｉｓｉｓꎬＳｉｍｏｎ ａｎｄ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０２.

Ｍｏｒｅ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ꎬ“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ꎬ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ｉｔｙꎬＣｏｍｐｌｉｃｉｔｙ”ꎬＷａｎｄｅｒＬｕｓｔ:Ｎｏｔｅｓ ｆｒｏｍ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Ｎｏｍａｄꎬ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０９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ｍｏｒｅ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ｗｏｒｄｐｒｅｓｓ. ｃｏｍ / 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ｏｎ￣ａｉｄ￣ｗｏｒｋ /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ｉｔｙ￣ｃｏｍｐｌｉｃｉｔｙ / .

Ｌａｒａ Ｏｌｓｏｎꎬ “ 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Ｓｐａｃｅ: ＮＧＯｓ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 ”ꎬ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Ｍｉｌｉｔａｒｙ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Ｖｏｌ. ９ꎬＮｏ. １ꎬ２００６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ｊｍｓｓ. ｏｒｇ / ｊｍｓｓ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
ｊｍｓｓ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ｖｉｅｗＡｒｔｉｃｌｅ / １２１.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Ｇｏｏｄｈａｎｄꎬ“Ａｉｄｉｎｇ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ｏｒ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Ｐｅａｃｅ?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ｉｄ ｉｎ Ａｆｇｈａｎｉｓｔａｎ”ꎬＴｈｉｒｄ Ｗｏｒｌｄ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ꎬＶｏｌ. ２３ꎬＮｏ. ５ꎬ２００２.



区发展关系方面具有优势ꎬ〔９８〕且仅仅基于可见的宗教身份ꎬ互信关系就

可以多次建立ꎬ即使没有对共同价值观这一问题进行任何深究ꎮ
第二种情形是当前围绕“反恐战争”的国际政治形势给捐助方造成

了更严重的负面歧视和偏袒ꎬ这是基于被看作威胁到信仰型组织公正性

的信仰身份ꎮ 虽然在某些情况下ꎬ伊斯兰信仰型组织由于能进入“西
方”捐助方无法进入的地区正在获得更多的支持ꎬ而在其他情况下ꎬ资金

流失ꎬ或者活动难以开展ꎬ是因为存在违反反恐法律法规的风险ꎮ〔９９〕

　 　 受信仰激励还是通过信仰被工具化?

可以说ꎬ人们希望更多与信仰(尤其是伊斯兰教)合作的冲动主要

是宗教教义被工具化以支持人道活动或者发展(例如人权发展)的预定

方法的一个例子ꎮ 这符合当今流行的理解宗教传统的方式ꎬ基甸亚兰

(Ｇｉｄｅｏｎ Ａｒａｎ)将其定义为“传统主义者”而不是“传统的”ꎬ其中当代的

传统“使用者”利用各种榜样来实现他们的目标ꎬ并通常秉承“将现实忠

５５２世俗世界里来自信仰的动力:从伊斯兰的视角看人道原则　

〔９８〕

〔９９〕

关于伊 斯 兰 国 际 救 援 组 织 的 工 作 经 历ꎬ ｓｅ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ꎬ “ 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ｓ Ｗｏｒｋ ｗｉｔｈ Ｒｅｆｕｇｅｅｓ ａｎｄ ＩＤＰｓ”ꎬ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ꎬ２００８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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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还原为其所了解的真实历史”的信条ꎮ〔１００〕 根据前文关于伊斯兰教

和人道原则关系的分析ꎬ同样也能得出这种论点ꎮ 该现实也反映在一些

从事有关国际人道法和伊斯兰法学的人士的评论中ꎬ它们承认“其中有

一些是非常工具主义的”ꎬ参与方正在寻找具体的章节内容以帮助他们

处理具体情况(例如绑架)ꎬ〔１０１〕 且伊斯兰法律不纯粹是给某些特定的结

果“开启大门”ꎮ〔１０２〕

目前ꎬ人们仍然认为提供大规模援助的人道机构主要是来自北方发

达国家ꎬ因此ꎬ选择使用不将宗教工具化的方法来支持的方法仍旧会受

制于这一因素ꎮ 对于那些来自穆斯林社区的参与方来说ꎬ他们影响话语

权的能力仍旧受限于以下这一事实ꎬ即其大部分捐助资金来自于与世俗

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相同体系ꎬ而这维持着偏袒“普遍”方法的权力关

系(事实上ꎬ很多受助社区并不总是认为该方法具有普遍性)ꎮ 然而ꎬ一
旦该援助被转化到当地或社区层面ꎬ这些关系就变得灵活得多ꎮ 一旦远

离了“国际”参与方的期望值ꎬ当地社区往往更多地使用他们信仰的伦

理框架和社区习俗来传播人道行动的价值和伦理框架ꎮ
参与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于 ２０１１ 年在也门开展的冲突改造项目的

众多受益者明确表达了这一点的重要性:
当培训师提到联合国和国际人权时ꎬ一名学员回答说ꎬ伊

斯兰教在 １４００ 年前就提到了人权另一名学员站起来说ꎬ
他们(受训学员)不会相信或信任任何与伊斯兰理念不相关的

６５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１００〕

〔１０１〕

〔１０２〕

Ｇｉｄｅｏｎ Ａｒａｎꎬ“Ｏ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ｉｏｌｅｎｃｅ”ꎬＣｏｎｔｅｎｄｉｎｇ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ｉｅｓꎬ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ｔｒｅ
Ｄａｍｅ’ ｓ Ｋｒｏ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ａ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ꎬ２５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ｂｌｏｇｓ. ｎｄ. ｅｄｕ / ｃｏｎｔｅｎｄｉｎｇ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ｉｅｓ / ２０１４ / １１ / ２５ / ｏｎ￣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ａｎｄ￣ｖｉｏｌｅｎｃｅ / .

Ｎａｚ Ｋ. Ｍｏｄｉｒｚａｄｅｈꎬ ｑｕｏｔｅｄ ｉｎ Ｈｅｂａ Ａｌｙꎬ “ Ｃ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Ｌａｗ Ｂｅ ａｎ Ａｎｓｗｅｒ ｆｏｒ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ｓ?”ꎬＩＲＩＮ Ｎｅｗｓꎬ２４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ｒｉｎｎｅｗｓ.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 / ９９９８９ / ｃ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ｌａｗ￣ｂｅ￣ａｎ￣ａｎｓｗｅｒ￣ｆｏｒ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ｓ. 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Ｈｅｂａ Ａｌｙꎬ “ Ｊｉｈａｄｉ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Ｍｉｌｉｔａｎｔ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ｕｌｅｓ ｏｆ Ｗａｒ”ꎬＩＲＩＮ Ｎｅｗｓꎬ２４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４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ｉｒｉｎｎｅｗｓ.
ｏｒｇ / ｒｅｐｏｒｔ / ９９９８８ / ｊｉｈａｄｉ￣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ｍｉｌｉｔａｎｔ￣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ｕｌｅｓ￣ｏｆ￣ｗａｒ.

Ａｎｄｒｅｗ Ｍ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Ｎａｚ Ｋ. Ｍｏｄｉｒｚａｄｅｈꎬ“Ａｍｂｉｖａｌｅｎｔ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ｉｓｍ? Ｊｕｓ ａｄ ｂｅｌｌｕｍ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Ｌｅｇ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ꎬ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ｗꎬＶｏｌ. ２４ꎬＮｏ. １ꎬ２０１３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ｐａｐｅｒｓ. ｓｓｒｎ. ｃｏｍ / ｓｏｌ３ / ｐａｐｅｒｓ. ｃｆ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ｄ ＝ ２１００５４０.



书籍或材料ꎮ〔１０３〕

这种情绪显然对信仰型组织发出挑战ꎬ要求它们制定以其所开展行

动的社区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为基础并与之相关的工作方式ꎬ而不是仅

仅将国际方法“生搬硬套”到地方局势里ꎮ 以上做出的分析表明ꎬ国际

和地方形势之间的共性有待发掘ꎬ但刚刚描述的那些情绪表明ꎬ矛盾可

能实际上是由于缺乏对那些关系的沟通ꎮ 人道原则保有对宗教和宗教

习俗的尊重ꎬ且同时有义务避开宗教争议ꎬ但信仰型组织的经验似乎表

明ꎬ人道援助受助者并没有充分理解这一点ꎮ 例如在黎巴嫩ꎬ作者最初

向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的工作人员和合作伙伴询问他们的信仰如何激

励他们对叙利亚难民开展的工作ꎬ他们立刻给出了回应ꎬ强烈声明不歧

视的重要性ꎬ而任何关于信仰的讨论首先被理解为信仰对人道原则可能

产生的潜在风险ꎮ 尽管在伊斯兰教中有很多关于被迫移民者的权利〔１０４〕

的历史和神学内容ꎬ宗教启示还是专注于提供通常意义的慈善ꎬ而不是

对援助流离失所者的宗教义务的理解ꎮ〔１０５〕

在人道领域ꎬ“公正”和“中立”似乎已经导致了宗教话语的沉默ꎬ二

者的共性被忽视ꎬ关于共同价值的讨论没有融入关于人道行动原则的讨

论ꎬ而是被回避了ꎮ 因此ꎬ在使人道原则与不同的社区相关时所面临的

挑战ꎬ可能会是一个沟通方面的挑战ꎬ而非不相容性ꎮ

　 　 人道原则的伊斯兰方式?

人道必要是首要的人道原则ꎮ １９９４ 年«行为守则»也承诺“尊重文

７５２世俗世界里来自信仰的动力:从伊斯兰的视角看人道原则　

〔１０３〕

〔１０４〕

〔１０５〕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Ｙｅｍｅｎꎬ“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Ｅｍｐｏｗｅｒ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ｅａｃｅ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Ｐｒｏｇｒａｍ”ꎬ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Ｒｅｐｏｒｔꎬ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ꎬ ｑｕｏｔｅｄ ｉｎ Ｌ. Ｖ.
Ｍｏｏｒ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６ꎬ ｐ. 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ｍ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ＩＲ＿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Ｔｏｏｌｋｉｔ＿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ｐｄｆ.

Ｓｅｅ Ｓａｄｉａ Ｋｉｄｗａｉꎬ“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ｓ ｏｆ Ｆｏｒｃｅｄ 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ｉｎ Ｉｓｌａｍ”ꎬ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ꎬ
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ꎬ２０１４ꎻａｎｄ Ａｈｍｅｄ Ａｂｏｕ Ａｂｕ￣Ｗａｆａꎬ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Ａｓｙｌｕｍ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ｈａｒｉ’ａｈ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ｆｕｇｅｅ Ｌａｗ:Ａ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ＳｔｕｄｙꎬＵＮＨＣＲꎬＲｉｙａｄｈꎬ２００９.

Ｓ. ＫｉｄｗａｉꎬＬ. Ｖ. Ｍｏｏｒｅ ａｎｄ Ａ. Ｆｉｔｚｇｉｂｂｏ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８１.



化与习俗”“努力增强当地的灾害应对能力”“使项目受益人参与救灾援

助的管理”并“将灾害受害者作为有尊严的人类”ꎮ〔１０６〕 具有普遍性的原

则在决定最佳实践上总能发挥作用ꎬ但具体操作方式或许可以对实际环

境做出应对ꎬ以便缓和宗教道德框架间的矛盾(感知的或真实的)ꎮ
为了说明该方法论看起来是什么样子ꎬ本文的其余部分将概述国际

伊斯兰救济组织明确阐述的基于伊斯兰教法本旨〔１０７〕 的人道发展方式ꎮ
伊斯兰法本旨指的是伊斯兰法的目标或宗旨ꎬ阿拉伯语“伊斯兰法本旨

(ｍａｑａｓｉｄ ａｌ￣Ｓｈａｒｉ’ａｈ)”一词中“ｍａｑａｓｉｄ”指目的ꎬ“Ｓｈａｒｉ’ａｈ”指通往真

主的途径ꎮ 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认识到发展研究和实践的主导范式植

根于一种世界观ꎬ它力图满足个体所选择的欲望ꎬ且主要关注经济发展ꎬ
该组织寻求探索一个基于伊斯兰视角的不同方法ꎬ即以人格尊严和定义

伊斯兰整体世界观(真主独一)的一神论观念为基础的视角ꎮ 虽然这个

模式是作为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发展举措的基础而开发出来的ꎬ但它对

于理解人道行动如何———从更为广泛的层面来说———以伊斯兰信仰的

道德框架为基础进行发展方面也潜力巨大ꎬ十分有效ꎮ
穆斯林经济学家使用了法拉赫 ( ｆａｌａｈꎬ字面意思为 “成功”) 一

词ꎬ〔１０８〕将他们对这个词的理解扩展为普天之下福祉的整体状况(包括精

神的、文化的、政治的和社会经济学的福祉)以及在来世的成功ꎮ 另外一

个在伊斯兰教中与人类发展相关的词是净化( ｔａｚｋｉｙｙａｈꎬ发展ꎬ字面意思

为“在净化中生长”)ꎮ 虽然它传统上指精神的发展ꎬ学者们已经将其适

用范围扩大ꎬ允许该概念也指就个体与神、与他们自己、与其他人以及与

自然环境的关系而言的生长ꎮ 常用于表示人类发展的阿拉伯词汇为增

长( ｔａｎｍｉｙｙａ)ꎬ该词与经济发展和物质发展密切联系ꎬ在一定程度上与

世俗话语中使用的关于发展的主流观点类似ꎮ

８５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１０６〕
〔１０７〕

〔１０８〕

１９９４ 年«行为守则»ꎬ见上注〔３５〕ꎬ第 ７ 条ꎮ
本节基于穆赫塔里阿米努—卡诺博士和阿塔拉菲茨吉本的研究和著作ꎬ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６ꎮ
Ｍｏｈａｍｍａｄ Ａ. Ｍｕｑｔｅｄａｒ Ｋｈａｎꎬ “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ꎬ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ꎬＶｏｌ. １３ꎬＮｏ. ３ꎬ１９９４ꎬｐｐ. ３８９ － ４００.



托管(ｋｈａｌｉｆａ)〔１０９〕和福祉( ｆａｌａｈ)ꎬ加上增长和净化( ｔａｚｋｉｙｙａｈ)这几

个原则ꎬ提供了对人类丰富性的全面理解ꎬ旨在将人和神放在人类发展

的核心位置ꎮ 在这个观点中ꎬ只注重物质需求而不考虑非物质和精神需

求的做法ꎬ已经将人与神、他们自身的真正本质和自然环境分开了ꎬ导致

资源耗尽、环境恶化ꎬ不平等现象深化ꎮ 结合这些伊斯兰原则的方法的

实践意义是:对财富的追求不能以牺牲精神健康或环境为代价ꎮ

在伊斯兰教中ꎬ发展的基本目标是营造一个环境ꎬ能够让人们在现

世享受精神、道德和社会经济福祉ꎬ在来世享受成功(通常称为 ｆａｌａｈ)ꎮ

伊斯兰教法ꎬ或者称为“通往真主的途径”ꎬ指的是道德准则或宗教法

律ꎬ穆斯林认为遵循这些准则或法律就能通向成功ꎮ 根据安萨里( ａｌ￣

Ｇｈａｚａｌｉ)的理论:

伊斯兰教法的目的是改善全人类的福祉ꎬ在于以下几点:

保守 人 们 的 信 仰 ( ｄｉｎ)、 人 类 的 自 身 ( ｎａｆｓ)、 人 类 的 理 性

(‘ａｑｌ)、子嗣与家庭(ｎａｓｌ)及其财产(ｍａｌ)ꎮ 只要能确保这五

个方面得到保守ꎬ就是符合公共利益的ꎬ也是合乎需要的ꎮ〔１１０〕

最先确定以上的五个分类(也就是信仰、生命、理性、子嗣与家庭和

财产) 就是基本本旨的是阿布哈米德安萨里 (Ａｂｕ Ｈａｍｉｄ ａｌ￣

Ｇｈａｚａｌｉ) 阿訇ꎬ在他的著作 «穆斯林法学的法律理论» ( ａｌ￣Ｍｕｓｔａｓｆａ

ｆｉ ‘ ｉｌｍ ａｌ￣ｕｓｕｌ)中提出ꎮ〔１１１〕 沙提比( ａｌ￣Ｓｈａｔｉｂｉ)阿訇是首位在他的著作

«伊斯兰教法基本面的和解»(ａｌ￣Ｍｕｗａｆａｑａｔ ｆｉ ｕｓｕｌ ａｌ￣Ｓｈａｒｉ’ ａｈ)中将教

９５２世俗世界里来自信仰的动力:从伊斯兰的视角看人道原则　

〔１０９〕

〔１１０〕

〔１１１〕

«古兰经»声明大地是作为“信托”给予人类ꎬ人类处于监护之位ꎮ 见«古兰经»ꎬ«黄
牛章»第 ３０ 节ꎻ«同盟军章»第 ７２ 节ꎻ及«光明章»第 ５５ 节ꎮ

Ａｓ ｑｕｏｔｅｄ ｉｎ Ｍｕｈａｍｍｅｄ Ｕｍｅｒ Ｃｈａｐｒａꎬ“Ｔｈｅ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Ｍａｑａｓｉｄ ａｌ￣Ｓｈａｒｉ’ａｈ”ꎬ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ａｌ Ｐａｐｅｒｓ Ｓｅｒｉｅｓ Ｎｏ. １５ꎬ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ꎬ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ＤＣꎬ２０００ꎬｐ. ２１.

Ｉｍａｍ Ａｂｕ Ｈａｍｉｄ ａｌ￣ＧｈａｚａｌｉꎬＡｌ￣Ｍｕｓｔａｓｆａ ｍｉｎ ‘ ｉｌｍ ａｌ￣ｕｓｕｌ [Ｏｎ Ｌｅｇ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Ｍｕｓｌｉｍ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ꎻ关于当前可获得的译文和版本ꎬ ｓｅｅ: ｗｗｗ. ｍａｋｔａｂａｈ. ｏｒｇ / ｅｎ / ｉｔｅｍ / ９３３ －
ａｌｍｕｓｔａｓｆａ￣ｍｉｎ￣ｉｌｍ￣ａｌ￣ｕｓｕｌ￣ｏｎ￣ｌｅｇ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ｕｓｌｉｍ￣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ｂｙ￣ｉｍａｍ￣ｇｈａｚａｌｉꎮ



法本旨作为一门独立科学进行写作的学者ꎮ〔１１２〕 学者们都认同安萨里定

义的五个基本价值观ꎬ〔１１３〕 虽然有些学者往这个清单里添加了其他本

旨ꎮ〔１１４〕 法学家在对这五个目标的命名和重要性顺序上也小有分歧ꎮ 伊

斯兰法本旨的各个单项要么在«古兰经»和圣行(Ｓｕｎｎａｈ)中明确做出了

规定ꎬ要么已经直接或间接地从这些一级文献中推导出来ꎮ

教法本旨框架让伊斯兰能够始终与所处局势相关ꎬ应对现代世界变

化的环境ꎬ以及以下这种新情况:即确定伊斯兰教法的文字和名义上的

方法逐渐显示出其不足以全面应对不断发展的伊斯兰文明的复杂性及

其面临的新形势ꎮ〔１１５〕 教法本旨框架基于这样一种方法ꎬ即“只要能确保

这五个部分得到保障的ꎬ就是符合公共利益的ꎬ也是大家想要的”ꎬ〔１１６〕从

这一基础出发ꎬ对这些新形势的应对可以通过对公众和私人造成潜在利

弊来进行评估ꎮ 尽管这跟人道原则不同ꎬ但对于这些需要协同考虑的方

法来说ꎬ它具有足够的相容性或互补性ꎮ 图 １ 所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ꎬ

该图是关于权利框架中的伊斯兰法本旨要素ꎮ〔１１７〕 它直观地展示了伊斯

０６２ 　 红十字国际评论　 指导人道行动的原则

〔１１２〕

〔１１３〕

〔１１４〕

〔１１５〕

〔１１６〕

〔１１７〕

Ｉｂｒａｈｉｍ Ｉｂｎ Ａｌ￣Ｓｈａｔｉｂｉꎬ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Ｌａｗ: Ａｌ￣
Ｍｕｗａｆａｑａｔ ｆｉ Ｕｓｕｌ ａｌ￣Ｓｈａｒｉ ’ ａꎬ Ｖｏｌｓ １ ａｎｄ ２ꎬ ｔｒａｎｓ. ｂｙ Ｉｍｒａｎ Ａｈｓａｎ Ｋｈａｎ Ｎｙａｚｅｅꎬ Ｇａｒｎｅ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ꎬＲｅａｄｉｎｇꎬ２０１２ ａｎｄ ２０１４.

本文不打算详述这五个要素的伊斯兰基础和理解ꎮ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ꎬｓｅｅ Ｄｒ. Ｍ.
Ａｍｉｎｕ￣Ｋａｎｏ ａｎｄ Ａ. Ｆｉｔｚｇｉｂｂｏｎ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６ꎮ

塔基 Ｊ. 伊本泰米耶(Ｔａｑｉ ａｌ￣Ｄｉｎ ｉｂｎ Ｔａｉｍｉｙｙａｈ) ( ｄ. ７２８Ｈ)被公认为第一位不将

教法本旨局限于具体数量的学者ꎮ 这个方式已经被同时代的学者所采用ꎬ包括艾哈迈德赖

苏尼(Ａｈｍａｄ ａｌ￣Ｒａｉｓｕｎｉ) 和优素福卡拉达维 (Ｙｕｓｕｆ ａｌ￣Ｑａｒａｄａｗｉ)ꎮ 例如ꎬ卡拉达维 ( ａｌ￣
Ｑａｒａｄａｗｉ)进一步扩充了教法本旨的内容ꎬ涵括了人格尊严、自由、社会福利和人类友爱ꎮ Ｓｅｅ
Ａｄｉｓ ＤｕｄｅｒｉｊａꎬＭａｑａｓｉｄ Ａｌ￣Ｓｈａｒｉ’ａ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Ｒｅｆｏｒｍｉｓｔ Ｍｕｓｌｉｍ 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ꎬ
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ꎬＮｅｗ Ｙｏｒｋꎬ２０１４.

Ｊａｓｓｅｒ ＡｕｄａꎬＭａｑａｓｉｄ Ａｌ￣Ｓｈａｒｉａｈ ａ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Ｌａｗ:Ａ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ꎬ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ꎬ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ꎬＤＣꎬ２００７ꎬｐ. １６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ｗｗｗ. ｍｕｓｌｉｍ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ｏｍ / ｄｌ / ｂｏｏｋｓ / Ｅｎｇｌｉｓｈ＿Ｍａｑａｓｉｄ＿ａｌＳｈａｒｉａｈｚｈｉ’ ｚｈｉ＿ａ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Ｉｓｌａｍｉｃ＿
Ｌａｗ＿Ａ＿Ｓｙｓｔｅｍ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ｐｄｆ.

Ｉｍａｍ Ａｂｕ Ｈａｍｉｄ ａｌ￣Ｇｈａｚａｌｉꎬａｓ ｑｕｏｔｅｄ ｉｎ Ｍ. Ｕｍｅｒ Ｃｈａｐｒａꎬ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ꎬＩｓｌａｍｉｃ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ꎬＬｅｉｃｅｓｔｅｒꎬ２０００ꎬｐ. １１８.

有关人权和人道行动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讨论ꎬｓｅｅ Ｌｉｎ Ｃｏｔｔｅｒｒｅｌｌꎬ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Ｈｕ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Ｃｒｉｓｅｓꎬ ＯＤＩꎬ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０５ꎮ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ｏｄｉ. ｏｒｇ / ｓｉｔｅｓ / ｏｄｉ. ｏｒｇ. ｕｋ / ｆｉｌｅｓ / ｏｄｉ￣ａｓｓｅｔｓ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ｐｉｎｉｏｎ￣ｆｉｌｅｓ / ４３４５. ｐｄｆ.



兰国际救援组织对教法本旨法保障生活必要条件的方法如何可能化为

或被理解为一个“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的初始审查ꎮ 例如ꎬ伊斯兰法

本旨指导穆斯林考虑信仰和生命的保障ꎬ这可以被视为与«日内瓦公

约»中规定的宗教信仰自由权〔１１８〕 以及生命权和安全权保持并行不悖的

关系ꎮ〔１１９〕 研究并使用这些框架有助于让地方和国家间的交流动态远离

历史传承的工具化ꎬ并朝着对话的方向发展ꎮ

图 １　 在权利框架中的伊斯兰教法本旨元素示例

来源:Ｄｒ. Ｍｕｈｔａｒｉ Ａｍｉｎｕ￣Ｋａｎｏ ａｎｄ Ａｔａｌｌａｈ ＦｉｔｚｇｉｂｂｏｎꎬＡｎ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Ｈｕｍａ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Ｉｓｌａｍｉｃ Ｒｅｌｉｅｆ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ꎬＢｉｒｍｉｎｇｈａｍꎬ２０１４ꎬｐ. １７.

在不取代国际准则的情况下ꎬ基于穆斯林社区所熟悉并与其相关的

道德框架上的方法可以为人道行动提供一个有效的方法ꎬ做到真正地

“尊重文化与习俗”“努力增强当地的灾害难应对能力”“使项目受益人

参与救灾援助的管理”并“将灾害受害者作为有尊严的人类”ꎮ〔１２０〕 在这

１６２世俗世界里来自信仰的动力:从伊斯兰的视角看人道原则　

〔１１８〕

〔１１９〕
〔１２０〕

联合国大会ꎬ«世界人权宣言»ꎬ１９４８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ꎬ第 １８ 条第 ２１７ 款第 １ 项第 ３ 目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ｕｎ. ｏｒｇ /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 ｒｉｇｈｔｓ. ｈｔｍｌꎮ

同上ꎬ第 ３ 条ꎮ
引自 １９９４ 年«行为守则»ꎬ见上注〔３５〕ꎬ分别引自第 ５、６、７、１０ 条ꎮ



种情况下ꎬ使用伊斯兰法本旨框架来理解人道机构的作用或许可以提供

一些与社区进行接触的渠道ꎬ其做法是通过利用共同价值观ꎬ而不是将

身份工具化ꎮ 这样ꎬ伊斯兰法本旨框架ꎬ或者其他诸如 ｓｈｕｒａ(咨询)、
’ａｄｌ(公正)和 ｋａｒａｍａ(尊严)的伊斯兰原则ꎬ〔１２１〕可以为与穆斯林社区甚

至是信仰型组织在人道原则问题上的交流提供基础ꎮ
在这种情况下ꎬ信仰型组织会觉得有能力从宗教道德框架的角度开

始与社区进行讨论ꎬ而不是只参考“人道原则”或“人权”ꎮ 这样ꎬ关于穆

斯林信仰型组织如何以“中立”和“公正”的方式行事的细节方面的决

定ꎬ可以运用教法本旨框架来进行讨论ꎮ 与风险评估类似ꎬ可以依据对

五个必要方面和人格尊严可能产生的利弊来对行动加以评估ꎮ 这将是

与人道原则相符的ꎬ但其制定的基础又是伊斯兰信仰社区能够认可的ꎮ
此外ꎬ由于教法本旨框架强调人格尊严和发展的一体性ꎬ穆斯林非政府

组织和社区将更有动力开展一体化人道和发展行动ꎮ
在过去的 ３ 年中ꎬ这个方法已经逐渐被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运用到

实践当中ꎮ 关于伊斯兰宗教体系和伊斯兰教法本旨如何理解人道发展

的研究已强调指出ꎬ应对贫困问题需要采取全盘方式———也就是处理五

个必要方面(信仰、生命、理性、子嗣与家庭和财产)的发展壁垒或威胁ꎮ
该调查引起了人们对贫困的整体性和一体性的关注ꎬ促使伊斯兰国际救

援组织制定了其一体化可持续发展项目ꎮ〔１２２〕 尽管这个方法衍生于伊斯

兰理论基础ꎬ但它符合更广泛的人道和发展领域的呼吁ꎬ即从以人道领

域为核心的项目制定变为更加一体化的长期可持续干预ꎮ〔１２３〕 此外ꎬ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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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

〔１２２〕

〔１２３〕

关于对伊斯兰原则及其如何与冲突问题相联系的进一步讨论ꎬｓｅｅ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１ ｏｆ Ｌ. Ｖ.
Ｍｏｏｒｅꎬ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６ꎮ

更多关于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一体化可持续发展项目的信息和资源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
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ｍ / ｐｏｒｔｆｏｌｉｏ / 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ｌｉｅｆ￣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ｄｅｖｅｌｏ￣
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 ꎮ

对可持续和一体化发展的讨论在发展领域迥然不同ꎮ 关于在撰写本文过程中发生

的此类讨论ꎬ包括关于一体化发展措施的信息ꎬｓｅｅ Ａｄｅｅｂ Ｚ. Ｍａｈｍｕｄ’ 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ｏｎ ａ ｐａｎｅｌ ｈｅｌｄ
ａｓ ａ ｓｉｄｅ ｅｖ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ｕｍꎬ“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ｈａｔ Ｉｓ Ｉｔ ａｎｄ Ｗｈ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Ｗｅ
Ｃａｒｅ?”ꎬＦＳＧ Ｂｌｏｇꎬ７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ｆｓｇ. ｏｒｇ / ｂｌｏｇ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２％
８０％９４ｗｈａｔ￣ｉｔ￣ａｎｄ￣ｗｈｙ￣ｓｈｏｕｌｄ￣ｗｅ￣ｃａｒｅꎮ



作者新开发的培训已经着眼于运用伊斯兰法本旨为结构来审查潜在项

目的有害之处ꎮ 在这个例子中ꎬ工作人员将所有的五个必要方面列举出

来并考量人道或发展干预给每个方面带来的潜在利弊ꎮ 尽管还在收集

证据ꎬ但初期反馈已经表明ꎬ这是受穆斯林员工成员欢迎的ꎬ因为它更接

近他们的信仰ꎮ〔１２４〕

　 　 结论

针对信仰在给人道原则的补充或补足上所能起到的作用的审视ꎬ揭

示了基于一个身份标签的联系和基于对共同价值理解的联系之间的差

异ꎮ 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的经验是ꎬ当一个共同信仰被当作一个共同的

价值体系时ꎬ它将产生重大影响ꎮ 把作为身份标记的“信仰”从作为共

同价值体系的“信仰”中分离出来极富挑战ꎬ同时也是使用诸如伊斯兰

教法本旨这类框架的切入点ꎮ 对于信仰对信仰型组织起到的积极和消

极的作用的批判性审视表明ꎬ当信仰是救援人员的动力时ꎬ在多数情况

下几乎不会对那些共同价值观进行深入讨论ꎮ 运用伊斯兰教法本旨等

方法就可以开始解决这个问题ꎮ

伊斯兰教的方法并不是解决人道行动所面临的所有问题的万能药ꎬ

但人们普遍认同的是ꎬ对共同价值的关注可以推动行为改变ꎬ这是缺乏

针对性的外界指导所无法实现的ꎮ 在有一个相同宗教身份的社区ꎬ如果

当地居民和被收容难民间发生了冲突ꎬ那么对宗教身份和价值进行更加

开放的讨论将有助于通过各种途径缓解这种矛盾ꎬ如果只是单纯地关注

人道行动ꎬ就无法达到同样效果ꎮ 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在达尔富尔等地

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ꎬ当时对宗教价值的讨论帮助缓解了各个团体间的

３６２世俗世界里来自信仰的动力:从伊斯兰的视角看人道原则　

〔１２４〕 来自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间收集的伊斯兰国际救援组织对冲突转化和冲突

敏感性培训的内部监控和评估报告ꎮ



矛盾ꎮ〔１２５〕

本文特意对信仰和宗教在解释和理解人道原则上的潜在作用表示

了肯定ꎮ 然而ꎬ这并不是要掩盖人道工作者所面临的与这些问题相关的

复杂性和风险ꎮ 伊斯兰教并不是一个庞大的单一体系ꎬ所有的组成部分

也不尽相同ꎻ穆斯林社区所持的观点和使用的方法就与他们所居住的环

境一样各不相同ꎮ 正如努丽亚布丽克西(Ｎｏｕｒｉａ Ｂｒｉｋｃｉ)很好地指出

的那样ꎬ〔１２６〕 对一些团体而言ꎬ冲突的性质已经升级到这样一个地步ꎬ以
至于中立和独立的概念变得不切实际ꎬ且仅靠“文化接近”不足以确保

有效对话ꎮ 然而ꎬ人道领域在理解并赞赏尊重和支持人格尊严方面的替

代方法上所作的投入ꎬ可以有助于打破国际和地方间的一些壁垒ꎬ以及

打破使人道原则能够被视为“普遍的”原则ꎬ而非“西方的”产物方面所

面临的壁垒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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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５〕

〔１２６〕

Ｌ. Ｖ. Ｍｏｏｒｅꎬ ａｂｏｖｅ ｎｏｔｅ ３６ꎬ “ Ｓｅｃｔｉｏｎ ４ｃ: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ｐｐ. ２１ － ２４ꎬ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ｈｔｔｐ: / /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ｒｅｌｉｅｆ. ｃｏｍ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１４ / ０５ / ＩＲ＿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Ｔｏｏｌｋｉｔ＿
４ｃ＿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ｄｆ.

Ｎｏｕｒｉａ Ｂｒｉｋｃｉꎬ “ Ｉ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 ｔｈｅ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ｏ Ｇａｉｎｉｎｇ Ａｃｃｅｓｓ ｉｎ Ｍｕｓｌｉｍ
Ｃｏｎｔｅｘｔｓ?”ꎬ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ＭａｇａｚｉｎｅꎬＮｏ. ２９ꎬＭａｒｃｈ ２００５ꎬ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ａｔ:ｗｗｗ. ｏｄｉｈｐｎ.
ｏｒｇ / ｈｕｍａｎｉｔａｒｉａ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 ｉｓｓｕｅ － ２９ / ｉ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ｐｒｏｘｉｍｉｔｙ￣ｔｈｅ￣ａｎｓｗｅｒ￣ｔｏ￣ｇａｉｎｉｎｇ￣ａｃｃｅｓｓ￣
ｉｎ￣ｍｕｓｌｉｍ￣ｃｏｎｔｅｘｔ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