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会より 2014 年 3 月に刊行いたしました，東大 EMP／横山禎徳先生編『東大エグゼクテ

ィブマネジメント デザインする思考力』が、2017 年に中国の人民郵電出版社から翻訳刊

行されました。 

中国語版では、日本語原著に収録されていた、池内恵先生（東京大学先端科学技術研究セ

ンター准教授）ご執筆の章である、「知とデザイン３――イスラムと出会う時代  現象

全体の仕組みを捉える分析力」が掲載されませんでした。 

小会としては、学術研究・出版・表現の自由は、国や体制をこえて、普遍的な規範として

侵害されてはならないものであり、小会の出版物の翻訳出版に関しても、検閲が加えられる

ことがあってはならないと考えています。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今回、日本語原著の一部を

削除する形で翻訳出版されたことは承服しがたいことであり、また、そのような形での出版

を看過した小会の対応にも、問題がありました。 

そのため、ここに池内先生の章の中国語訳を掲載いたします。なお、本翻訳文の中国語へ

の翻訳は東京大学出版会の手配によってなされたものであり、中国語文章の正確性·表現な

どの文責は小会が負いますが、著作としての一切の権利につきましては池内恵先生に帰属

いたします。いずれの形態にかかわらず、許可なく転載・複製・公衆送信を行うことを禁じ

ます。お問い合わせは小会編集部にお寄せください。 

                                東京大学出版会 

 

 

2014 年 3 月，敝出版会出版了由东大 EMP 项目/横山祯德先生编写的《设计思维：东京

大学思维素养访谈集》一书。2017年，该书中译本由中国人民邮电出版社发行。 

日文版原著中，由东京大学先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副教授池内惠先生所著的章节《知与设

计 3——与伊斯兰相遇的时代：把握现象整体构造的分析能力》，中译本未能收录。 

敝出版会认为，学术研究自由、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作为普世规范，超越国家和体制，不

可侵犯。因此敝出版会出版物的翻译和出版，不应被施加审查。尽管如此，本次日文版原著仍

以删减版的形式翻译出版，敝出版会对此难以苟同。允许该书以此种形式翻译出版，敝出版会

在处理和应对中亦存在问题。 

为此，我们于此处登载池内惠先生所著章节的中译本。本章节中译本，由东京大学出版会

着手翻译，有关中文翻译表达及其正确性之文责，由敝出版会自负。本文著作权归属池内惠先

生所有，未经许可，禁止任何形式的转载、复制或公开传播。如有需求，敬请垂询敝出版会编

集部。  

 

东京大学出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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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即使宗教也是思想 

坚信伊斯兰教会成为现实的政治问题 

 

池内 惠 

东京大学先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副教授（伊斯兰政治思想） 

 

把握现象整体构造的分析能力 

 

 

 

 

 

 

 

池内 惠（Satoshi IKEUCHI） 

东京大学先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副教授 

 

1973 年出生，本科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博

士课程学分修了期满退学。历任日本贸易振兴会亚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国际日

本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埃及亚历山大大学客座教授，现任东京大学先端科学技

术研究中心副教授。曾担任伍德威·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访问研究员，剑桥大学

访问学者。专攻伊斯兰政治思想，主要从理论或历史层面，研究现代国际社会中

伊斯兰教所引发政治性群体活动的过程。其研究一方面通过对伊斯兰各领域学说

体系的文本分析，另一方面利用思想史、政治学、社会理论等多种研究方法，对

影像媒体和电子媒体穆斯林公共空间的形成开展综合的分析。著有《現代アラブ

の社会思想──終末論とイスラーム主義》（译者注：《现代阿拉伯的社会思想—

—末世论与伊斯兰主义》）（讲谈社现代新书）、《書物の運命》（译者注：《书籍的

命运》）（文艺春秋）、《イスラーム世界の論じ方》（译者注：《伊斯兰世界的论述

方法》）（中央公论新社）、《中東 危機の震源を読む》（译者注：《解读中东危机

的震源》）（新潮选书）等。2002 年获第二届大佛次郎论坛奖，2006 年获第五届

每日书评奖，2009 年获第三十一届三得利学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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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现代国际社会中伊斯兰文化圈政治思想的英才。 

其分析运用了思想史政治学、社会理论等多种范式，相关研究受到广泛好评。 

其著作相继获得大佛次郎论坛奖、三得利学艺奖。 

不拘泥于既有框架的柔性思考，究竟源自何处。 

 

 

 

在宏观的架构中，决定人们行为的，是思想、是理论。 

 

首先，您对伊斯兰世界产生兴趣的契机是什么呢？ 

 

世界各地不少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在日本，人们问我为何当初选了这么一

个“不好使”的专业。在国外，人们对我的疑问则是，一个出生在没有穆斯林的

东亚、且远离中东的人，为什么会对伊斯兰教和中东抱有兴趣。要是一旦打开话

匣子来回答这个问题，答案就比较冗长了。不过要说最直接的契机，我想还是年

轻时世界上发生的海湾战争1等一些事件。我并不认同那些当时被称为专家的人

所作的说明。在东京大学，升入本科三年级时会面临学部和专业的选择，那时因

为自己年轻气盛，当然也源于鲁莽误会，觉得自己或许能够更好地阐明中东和伊

斯兰世界。于是我选择了伊斯兰学，这个在当时非常小众的领域。 

不过，我的选择也是有前提的，并非贸然之举。总之，当时预感到自己今后

的生活，是靠写文章公开发表而谋生的。所以我在大一大二的通识培养阶段，就

抱着选择职业、找工作那样的心态，在各个专业领域中物色适合自己的专业。那

时候的想法是，哪个领域能够让自己长相厮守而不会厌倦，就选择哪个领域。我

花了相当多的功夫去探索，考虑自己以后是选择中国，还是选择欧美，或者是选

择更偏技术的领域等等。结果，直觉告诉我今后伊斯兰世界肯定会发生些什么，

那里好像有值得挖掘的宝藏，所以我认为首先应该从语言和宗教开始学起。就是

在这样的考量下，我选择了伊斯兰学。 

从这个意义上看，我的选择在道理上看也是很有战略意义的。至于我选择此

研究领域的契机，并非是因为在去伊斯兰世界各个国家时，对那里的文化或者饮

食产生兴趣，或者喜欢上那片土地上的人等等诸如此类浪漫的契机，国外的人会

对此格外理解。 

我一边探索，一边聚焦自己对伊斯兰世界关心，在此过程中我所受到的影响

反倒是来自于伊斯兰世界之外。在 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也就是我上大学的时

候，美国的思想也处于动态变化的状态。在东西方冷战格局瓦解和新国际秩序形

成的过程中，涌现了一批想要在思想和哲学层面对国际社会和国际政治的今后发

展进行理论化的人。其中代表人物便是《历史的终结》的作者弗朗西斯·福山2和

《文明的冲突》的作者萨缪尔·亨廷顿3。从过程上看，这两部全球畅销的著作最

早是发表在英语圈学术杂志上的冲击性论著，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广泛讨论。继

而作者着手与这些讨论进行对话，最终完成了鸿篇巨著。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最初

                                                        
1 海湾战争：1990 年 8 月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向海湾地区派遣多国部队。

1991 年 1 月多国部队开始对伊拉克的空袭，标志着海湾战争爆发。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凭借压倒性的

优势，于同年 2 月迫使伊拉克签署停火协议。 
2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 年—   ），美国政治学者。著有《历史的终结》等。 
3 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1927 年—2008 年），美国国际政治学者。著有《第三

波——20 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文明的冲突》等。 



 3 

是在 1989 年发表于《国家利益》（译者注：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单行本

则在之后于 1992 年出版发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于 1993 年登载在《外交季

刊》（译者注：Foreign Affairs），后于 1996 年成书出版。我是在 1992 年进入大

学的。从高中升入大学，正值我在追求能毕生钻研的课题之时，我也恰好有幸与

那些面向现实世界提出宏大假说的思想家们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这给我带来了很

大的冲击与震撼。我记得自己在通识培养课程中，选修了阅读《历史的终结》单

行本的讨论课。当时我混入了思想史老师和研究生们的研究会，会上的漫谈中大

家认为亨廷顿此番论文或将引发争论。我还记得，在现场的我当时拿着一份论文

的复印件，兴奋地阅读着。 

90 年代前期的这些讨论，与大学研究中常常出现的、细致却像管中窥豹一般

的思想研究大相径庭。冷战格局瓦解，世界将要发生变化，或者说已经发生着变

化。对这些情况应该如何把握，又应该如何预测将来，是当时的研究者们直面的

现实问题。之所以我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也是因为自己渴望从理念上把握国际社

会，或者说将世界史进程本身作为理念的发展去领会。 

不得不说，思想以及思想研究，往往被认为是脱离现实的。但实际上它是极

为现实的，并且对于预测国际社会未来的存续而言，是一门有效的学问。当认知

世界的既有框架发生动摇的时候，思想也将焕发活力。90 年代前期无疑就是这

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如何在理念上给今后的国际社会赋予其意义，以及理念

的问题是否有现实化的可能，有关的争议也在不断增多。 

这类争议只不过是单纯炫耀哲学的知识，并未在细微的解释中追求正确性。

全球的潮流在于考虑到今后何去何从，并尝试着将其理论化。世人也由于被理论

化本身和将争议结果进行特定理论化的方法，最终被定义下来。能够从非常宏观

的架构而不是琐碎层面去决定人们的行为的，是思想，是理论。毫无疑问，世界

将何去何从，这一问题本身没有正确的解答，世界也不会完全按照这些思想家的

著作所描绘的那样发展。而对于这个世界的强有力的解答，即优秀的理论和思想

一旦诞生，一方面很多人会照此行动，其最终结果也指向理论或思想，另一方面

反而是引发与其对抗的人及文化圈，这意味着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多样的主体。 

从围绕冷战后国际秩序的大规模思想和理论的争论来看，如果说哪里还存在

谜团，或者说存在一个待解的课题、未知的可能，脑海中浮现出的肯定是伊斯兰

世界。正如福山所见，自由民主的理念成为世界上唯一的选项，可能任何文化圈

最终都无法避免地演化至此。但我认为，伊斯兰文化圈在与之抗衡中形成了独特

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是少数超乎国际社会预料的主体。诚然，这并不意味

着我觉得伊斯兰教的理念无懈可击。世界正沿着自由民主的方向演化，如果伊斯

兰教的理念能在其中保持独立性，那将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反之，如果伊斯兰世

界也在历经波折之后，朝着自由民主的方向演进，那么研究这一演进过程本身也

是目睹世界史的巨变。所以不管朝着哪一个方向发展，探索伊斯兰世界都会产生

无限的可能性。 

 

 相较于欧美国家，伊斯兰世界远离我们的日常生活。对于多数的日本人来说，

把阿拉伯国家看做抽象的概念仍然是普遍的吧。 

  

而我是由于家庭环境有点特殊，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最后才走上了伊斯

兰研究的道路。首先，我出生的家庭，并没有电视机。倘若是今天，家里不放电

视不订报纸，只从网络上汲取自己所需信息也是可行的。但当时电视的定位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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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国民共同话题”。父亲是一位文人学者，因此对借由电视传播的信息有所抗

拒。相反，我家中存有庞大的书籍，并且送到家里的新刊书籍和杂志也从不间断。

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书中比较多的是欧洲相关的信息。因此，我从欧洲的视角

出发，心中不断涌出了对欧洲之外更远处的世界的求知欲，那便是伊斯兰世界。

父亲专攻奥地利研究，从欧洲来看的话，奥斯曼帝国好不容易才推进至维也纳城

墙之下，最终在此止步不前，因此从维也纳向外看，便是东方世界。我没有专门

去研究过有关欧洲的内容，自己的生活环境中耳濡目染，也没有萌发出积极的兴

趣。不过，欧洲人总是会注意自己远处的伊斯兰世界，我也不知不觉间注意起来，

并想看看这一个世界。 

 即便如此，我在读大学之前都没有去过阿拉伯国家或者是伊斯兰国家。大学

期间，才去了土耳其、埃及和摩洛哥。在硕士期间，我去那边变得更为频繁，到

博士期间基本就没上东大的课，都在当地来回奔走。入境最方便而且容易长期居

留的是埃及。日本的大学基本没有购入现代阿拉伯语文献，所以必须要自己去收

集。如果利用旅行的时间去埃及买书再一点点邮寄的话有点慢，所以我在开罗长

租了一间公寓，把自己购买大量书籍集中在公寓里，定期以货物运输的形式送回

日本。如果不这样，我根本没办法收集资料。总之，当时的生活，就是把书店的

书架上可能有关的书籍全部都买下来，把开罗的公寓作为前沿阵地，在那里把可

能用得上的书籍筛选出来，最后将这些货物放入集装箱送回日本。                                                                                                                                                         

尽管如此，因为是在埃及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所以当时也没有花特别多的钱。虽

说是整租了公寓，但是比每次来住酒店或者是短租而言要更便宜，还可以自由地

利用空间，并了解日本人不会来的埃及平民生活区的情况。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习阿拉伯语的呢？ 

 

 从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开始学习语言的，虽说是从那时就开始，但即便是到

现在，我依然处于一心学习阅读的状态。自己花费了近两年才到能够查阅阿拉伯

语辞典的程度。最开始自己简直是要崩溃了，因为当时并没有正经的阿语日语辞

典，所以必须要用上阿语英语辞典，也就必须要有好的英语能力。另外比较难说

明的一点是阿拉伯语不仅仅是动词活用，在名词复数形态上也有很大的变化。因

此，即便是名词，也会出现很多不认识的单词，并且没办法仅通过简单地查辞典

明白其含义。看到名词，从语法判断这个名词可能是由这个、这个和这个三个辅

音构成的，如此推测之后才能开始查辞典。辞典不是从单词的首字母开始查的，

如果不能从语法角度推测出构成一个单词的三个辅音，那就没办法查辞典。所以

说，如果没有将语法全部记在脑子里，就没办法查辞典。 

 但是一般来说，为了能够理解语法，必须要去记单词。为了记住语法就必须

要知道不少例句。但是不知道单词的意思就没办法理解例句。为了要理解例句就

必须要查不知道的单词。但是又因为不知道语法，也就没办法查辞典，一直处于

这类的循环中。最开始的几年都是这样苦闷的日子。 

  

所以学习阿拉伯语的人中，会有很多人中途放弃吧？ 

 

放弃的人可是为数不少。在东京大学，阿拉伯语初级课程的学生大约有 50 人

吧。课程的人数每一周都在减少，到最后只剩下两个人。当时的教材几乎没有，

所以在东大和东京外国语大学（当时东京外国语大学的老师以兼职老师的身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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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大上课）都使用一部很早以前黎巴嫩出版的教材。教材内容的例文实在是“古

色古香”了一些，也没有解答，所以自己的读法是否正确也不知道。老师也是一

位不拘小节的人，基本上没教什么东西。要说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是把阿拉伯

文小说的原文和英文译本对照起来大量地阅读。阿拉伯文学在日本来说应该不大

为人所知的，但是英文译本还是有很多的。将英文译本和阿拉伯语原文对照起来

阅读，倒着去理解，“啊，原来如此，这是这个意思啊”，“这里是这个意思，是

语法是这样”。这样慢慢地自己也能使用辞典了。阿拉伯语的语法，本身就是面

向那些在很小的时候就记住《古兰经》的人，他们不管自己理不理解意思就能把

例句灌输进脑子里，所以我们这些非阿拉伯语环境成长的人，像学习欧美语言时

候那样，从学习语法到增加词汇量的这种方法，还是有些勉强的。 

 尽管这么说，最近在网络上也能看到阿拉伯世界的电视了，有关政治和经济

的评论和报道文章也会即时翻译成英语，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初学者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更轻松地去学阿拉伯语了。我想如果把我的方法放到现在的技术手段和信息

环境中，今后学习阿拉伯语的人可以很快地理解高水平的阿拉伯语。不过不管怎

么说，学语言还是需要努力的。 

 过去，由于准确翻译成英文的阿拉伯语文献就只有小说，基于学阿拉伯语的

需要我读了一些小说。也多亏我读了这些小说，才能够对阿拉伯文化和社会面貌

有所了解。在转向思想史和政治学方向的时候，我觉得过去曾把语言学·文学作

为基础，其实是非常好的。 

  

 

 

 

伊斯兰教，是有关真主创世造人，最终也将其终结的简单理论 

  

 您的兴趣并不是阿拉伯语本身，而是伊斯兰的政治和思想吧。您的兴趣是现

代的部分还是古代的部分呢？ 

 

 从结果来看我读的东西是现代的，不过首先还是必须要读古代的部分。伊斯

兰世界是公元 7 世纪诞生的，从历史上看算是新的文明，所以没有和西方世界的

古代相对应的时代。尽管伊斯兰世界比较古老的时代也是从中世纪开始的，但也

必须要去了解当时所撰写的最初的原稿。因为就算到现在，宗教的政治思想也是

全都要一边回溯过去一边去讨论的。 

 在伊斯兰思想中，新的、原创性的这一类事物，不会受到重视。在现代社会

生活的我们，潜意识中就已经接受了个人的创造性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在此基础

上衍生出了像著作权等事物。像是在大学里，写报告也是不能去抄人家的。 

 在伊斯兰世界中，每天也有新的事物被创造出来，实际上在他们的社会中创

造性也同样重要。但是对于宗教思想家而言，如果他们要用主张创造性的方式，

是写不出文章来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存在着“正确的东西，真主已经全都

给了启示”这样的大前提，还有一个原因则是，有力的解释已经通过与前人协商

一致而不断地累积着。对于某一个问题，如果存在真主的启示本身已经揭示的真

理，或者存在与伊斯兰世界的知识共同体协商一致的真理，则引用真理进行解释

便可。若这样都不足以解释的话，才会产生“加点东西”的想法。尽管现在伊斯

兰世界的思想家们也在活跃地思考问题，但与其说是完全原创性的思考，不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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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确认和传承已经解释清楚的真理，如果出现因为人类理解不够而解释不够充分

的地方，才会加以创造。在此情形下，判断什么是一个好的议论，并不是看它是

否阐明新的东西，反而是评估它能否在新状况下被归纳到旧有的、妥当的依据中

去说明一种情况。 

 

 穆罕穆德4曾是商人，据说他曾参加过商队的贸易活动。他有接触过基督教或

希伯来文化吗？这样说来，他应该也受到过唯一的真神的启示吧。 

  

我想穆罕穆德可能并没有认真地去学习过基督教或者希伯来文化等这一类

的事物，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模糊地知道它们。因为在《古兰经》中，也出现了

玛利亚的名字。那时的阿拉伯半岛并非是帝国的中心，而处于帝国的边缘地带，

因此这类知识没有达到系统性的程度也是理所当然。当时无法读写的人口很多，

穆罕穆德也被认为是其中之一。那时，语言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所以诗歌在其中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诗歌被朗诵、聆听、被记忆下来，不断地传播开来，激荡了

民心，动员了民众。《古兰经》也包含在这种传统的潮流之中。 

诗歌分不同种类，例如有使人们的感情激昂振奋的诗歌，有讲述部族源流的

诗歌。人们通过口口相传，将诗歌作为精神的支柱，或是作为联结共同体的纽带，

甚至在一些情况下也会将诗歌当作新闻一样，作为信息传达的手段。在众多的诗

歌中，《古兰经》是神灵附体的诗歌，作为直接由真主传达的启示的语言，某种

意义上成为了杰出的诗歌。对于阿拉伯人而言，《古兰经》给予的灵感远超其他

诗歌。 

真主的启示分多次传给穆罕穆德。这些片段的章节汇总分类，大致可以分为

初期、中期、后期。早期的内容以末世论为中心，这部分内容通过来世观使人产

生恐惧敬畏，成为抓住人们内心最深处的部分。 

 

穆斯林真的相信末世论，这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事实。当然对基督

教徒也是一样的。我想在精神层面上，日本人和他们相距甚远。尽管日本人常说

“日本人没有自己的宗教”，但还是会有“如果没有神明的话，这个世界又是如

何被创造出来”的疑问，而且也没法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 

 

一神教认为，真正创造包括我们地球的宇宙以及人类的，是神。不过，日本

的宗教却对这一点不闻不问，甚至日本人会有一种对此不闻不问才是宗教的感觉。

要对信奉一神教的人说明这一点，从本质上看是束手无策的。无论怎么去说明，

最终都没办法说通。 

当然也有配合一神教的方式去说明的方法，比如说明有关日本的神或佛的信

仰便是终极存在的各类表现形式。但是，如果这样说明，给人的印象就会停留在

日本人所信仰的宗教并非一神教或者单纯只是尚不清楚是否是一神教而已。犹太

教或伊斯兰教比基督教而言更为单纯，理论也很简单，即神创造了世界和人类，

终有一天神会将世界和人类毁灭。对于信徒而言，这便是他们的“物理定律”。

因为只要是有正常的理智的人，不可能无法理解这种“物理定律”，所以即便有

其他的说明方式，也没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了。对于世界的创造与毁灭、人类的起

                                                        
4 穆罕穆德（约 570 年—632 年），生于麦加，伊斯兰教创始人。受到真主安拉的启示，开始传教。奠定

伊斯兰教教团的基础。622 年带领信徒出走麦地那（希吉拉），成为部落联盟国家领导者。其后于 630 年

征服麦加，势力拓展至阿拉伯半岛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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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和灭亡，他们持着理论的信念。 

 

对于穆斯林而言， 

《古兰经》是针对所有问题的“答案集” 

 

如果是这样的话，伊斯兰教和科学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呢？在某种意义上说，

现代就是科学的时代，科学和基督教的兼容性不佳，基督教中也有神主导的“创

世纪”和末世论，而没有进步和进化的概念。 

欧洲在文艺复兴时期就了解希腊文化，特别是了解亚里士多德，他认为世界

是永恒的、无始无终的。于是，知识分子们为了调和两者的关系就提出了各种主

张，让这些主张与科学的发展联系起来。进入 19 世纪后，以达尔文为代表，人

们提出了进化的概念。只不过，迄今为止的漫长岁月里，基督教非常好地处理了

同科学之间的关系。在伊斯兰世界，又是如何协调伊斯兰教和科学的关系呢？在

学校里到底会不会教进化论呢？ 

 

进化论进入伊斯兰世界，相对来说是距今比较近的时候了，没有激起特别强

烈的反对。进化论作为现代科学的成果，伴随着欧美在军事、经济实力以及富有

魅力的文化实力，得以进入伊斯兰世界。我认为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当地人觉

得如果不接受这些就可能无法与欧美竞争，即科技实力上伊斯兰世界存在着受欧

美支配的危机感。出于这种政治的关心，现代伊斯兰教学者一直在讨论着尽可能

不去反对而是去接受科学。 

虽然伊斯兰教的宗教界反对进化论，但他们去阻止接纳科学的政治契机却很

少。相反在政治统治者的协调下，出现了许多宗教领袖积极履行教导民众的使命，

使民众去接受现代科学。但如果死抠教义，伊斯兰教和进化论可能是相矛盾的，

不过最终其几乎没有成为一个表面化的问题。 

 

对于接纳异质事物，反倒可能是基督教更加顽固。特别是天主教教会表现出

了拒绝承认的强硬姿态。因此，尽管现在的美国以新教为主，但我听说有的地方

依然有学校不教“地球是圆的”，有的地方则不教进化论。因此，理查德·道金

斯5所著的《上帝错觉》（译者注：The God Delusion）才会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

但是在伊斯兰世界，就没有出现像那类“认同”或者“否认”的争论吗？ 

 

基本上没有呢。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宗教势力实在是太强大了。真主创造

了一切的观念根深蒂固，关于进化论也是，如果人们尽力去说明的话，最后也会

被简单地解说成“真主本身就是想这样创造生灵的”。对于穆斯林而言，因为《古

兰经》是针对所有问题的“答案集”，所以如果人类对于进化有如此发现的话，

就会变成——那也是因为《古兰经》上写着了——如此这般。 

与此相对，天主教在神学层面上是十分固执的。因为政教分离的原因，担当

神学的宗教人士在立场上就不会有让步。在伊斯兰世界，宗教和政治十分接近，

所以宗教人士将政治的判断当做十分普通的日常事务看待。那么伊斯兰教的宗教

人士有没有原则呢？那还是有的。对于真主的绝对性的信念是毋庸置疑的，真主

通过启示，将真理即《古兰经》传给人类，关于这一类的内容是容不得半点质疑

                                                        
5 理查德·道金斯（1941 年—   ），英国演化生物学家。著有《自私的基因》、《上帝错觉》等，其中

《上帝错觉》被翻译为日文《神は妄想である——宗教との決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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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从这一点来说，只要宗教人士用“《古兰经》某处写着”的逻辑，即便宗教

人士作出政治判断，宗教本身也是不会被动摇的。就算是进化论，不过就是解释

为这是“真主教给我们的东西，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 

但是，“如果这样想的话，不就没办法培养批判精神了吗”，这样的批判本来

也是无可厚非的。伊斯兰世界为了不输掉战争，没办法就接受了西洋现代的事物，

又因为古兰经里面有记载，所以这一行为没有问题。在伊斯兰世界之外，会批判

如此循环往复无法培养创造力，但是这一问题在伊斯兰世界内并没有被表面化。

总之，如今只能接受现代科学的想法，和对真主的信仰，两者是并存的。因为神

启示了所有的现代科学，所以变得现代科学更有正确性了。伊斯兰教和科学之间

没有任何冲突而并存，两者之间的正确性互为因果。 

 

欧洲的文艺复兴并非直接源自希腊的古典智慧。希腊的文化遗产曾经一度转

道阿拉伯世界。也就是说希腊的文化遗产是先从希腊语翻译到阿拉伯语，之后才

翻译成拉丁语传播到欧洲的。在这中间，公元 9 世纪在巴格达设立的“智慧之家
6”等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伊斯兰教这样的宗教环境之下，被翻译的亚里士多

德的学说，其是怎样被接受的呢？ 

 

直至今日，这仍然是一个大问题。亚里士多德式的理性主义，和基督教或伊

斯兰教这类宗教所启示的真理之间，必然会产生冲突。这样的冲突在伊斯兰各国，

和基督教世界相比，其冲突过程不尽相同。比如说到“智慧之家”，它是当时当

权者所开设的。起初，伊斯兰教的宗教人士是为了探究如何解读《古兰经》的一

字一句，才去收集各种材料，并由此建构起了《古兰经》诠释学。为了解释《古

兰经》的语句，即真主究竟是在何种状况下用这些语句传达启示，才建立了将穆

罕穆德和他的弟子们的事迹体系化的历史学。历史学的目的，并不在于去解历史

上呈现出的人的本性，而是作为正确解释真主启示的辅助，即为了正确地去论证

《古兰经》某处的语句是针对其特定历史情况，是在特定目的下的启示。因而，

当权者建立“智慧之家”，将古希腊文化传入伊斯兰世界，借由人的理性去探索

真理。这种与伊斯兰教不同的原则，自然会引发冲突。 

至于拥护伊斯兰教知识体系的宗教人士们又是如何反应的呢？对于自身知

识体系根源的启示，为了将这种根本性的真理进行理论化，他们大量使用逻辑学

进行理论武装。从这个意义上看，他们是接受了古希腊文化。但是有关亚里士多

德思想最根本的部分——“世界是永恒的无始无终的”——伊斯兰教的宗教人士

觉得这种想法过于怪诞，因此在死守“真主创世，最终终结世界”观念的基础上，

只去接纳古希腊文化当中，伊斯兰世界需要的部分。所以说，伊斯兰教宗教人士

拒绝了形而上学核心的一面。 

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注释家伊本·鲁世德7，所提出的“双面真理说”，可以说

最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依照不同根据的不同真理之间的对立与调和关系。他主张

真理包括了宗教性的伊斯兰教圣书的真理，和哲学性的理性的真理两方面。想要

说明真理是什么的时候，对一般民众，只需要教育他们《古兰经》是如何写的就

足够了，因为其本身作为启示，建立在绝对的基准之上，实际上就是正确的。但

                                                        
6 智慧之家：830 年由阿拔斯王朝第七位哈里发马蒙建立的图书馆，当时是作为将希腊文学术文献翻译成

阿拉伯文的机构。 
7 伊本·鲁世德（1126 年—1198 年），拉丁语名阿威罗伊，生于科尔多瓦，哲学家。他通过对亚里士多

德哲学进行注释，协调了伊斯兰教信仰和古希腊哲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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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一部分精英而言，他们是可以通过哲学的理性去发现真理的，只是这一点，

一般民众并不知道，也没必要教他们知道。从结论上看，伊本·鲁世德认为两者

都是相同的东西。 

由此，中世纪的阿拉伯世界经历了百年翻译运动，在科学上比西欧国家更进

一步。但是，为什么这一切没有引发所谓的近代科学和近代工业的发展呢？这是

一个难解之谜，不过我认为在伊斯兰世界，中世纪通过翻译所产生的理论科学并

没有走向实验科学是主要原因。其中有这样一段历史，即“宗教”和“政治”相

互结合，和宗教有着密切关联的“科学”也与“政治”密不可分而被利用。 

由于宗教和政治本身没有分离而相互联系，因此宗教界和国家之间，并没有

引发围绕真理的争执。由此，也就不会出现通过实验去验证到底孰对孰错的契机。

真理是真主赐予的，国家也不会对此表示异议，也就不会出现争论。尽管这其中

也存在政治的判断介入其中，影响着如何适用真理的情况，但是通过政治当权者

和宗教人士之间相互妥协的形式，这一情况得到了很好的协调。可以看到，伊斯

兰世界围绕真理根本基础的纠纷并没有出现，因此也就不需要引入实验科学。直

到回过神来，他们才意识到为时已晚。 

 

“阿拉伯之春”中，人们追求权利 

这一现象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那么，伊斯兰世界存在着什么样的纠纷呢？ 

  

伊斯兰世界中，存在着围绕政治共同体应有状态的政治纠纷。就像“乌玛8”

这个概念，真主通过《古兰经》传播真理，在此基础上存在着履行义务而生的人

的集团，与国境、民族没有丝毫关系。穆斯林群体以此为理念形成，我想可能几

乎没有怀疑这个理念的穆斯林个体。本来应该形成一个世界范围的政治共同体，

但是这样的共同体并没有出现。现实情况是世界分为各个主权国家，并不是所有

的国家都按照伊斯兰教进行统治，于是伊斯兰世界出现了“为什么会这样，这样

明明是不可能的”的疑问。 

 真理是无可动摇的，明明是谁都能够理解的，但存在着其无法传播的国际社

会的制度和法律。对于那些虔诚接受伊斯兰教理念的人们而言，这种情况是不合

理的。想要按照伊斯兰教理念生活的自己，在政治上却处于劣势，是违背常理的。

这个世界的基础是现代国际秩序、主权国家内部的政治法律秩序，将这种违背伊

斯兰教常理的情况视作合乎常理，由此产生了政治的纠纷。这不是有关真理的争

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根据真主的启示，其本身是毋庸置疑的。对于现代，

伊斯兰世界所认知对象是超级大国美国。伊斯兰世界认为真理已经传达给了所有

人类，因此会与一个时代的超级大国形成对抗。 

 我想这是我最开始的直观感受。总之，这也是我想要研究伊斯兰世界的理由。

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暂且不提，这是一个相信真理掌握在自己一方的群体。他们

认为真理伴随着权力，而权力不在自己手中是一种不可能的状况。大多数的文化

都不会认为世界上存在比自己更强的国家是一个问题。伊斯兰各国的人们尽管去

这些有着强大科学、文化的国家居住，并在各方面进行学习，但是唯独在“真理

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一点上，仍然固执己见。这种感觉是分裂的。穆斯林的这种

政治纠纷，与天主教和新教之间围绕真理的纠纷问题相比，有着不同的指向性。 

                                                        
8 乌玛：指伊斯兰共同体。基于伊斯兰教的信仰形成的群体。现代阿拉伯语中也有民族、国家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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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美国这一边也有一种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在物质生活不

断丰富，中产阶级人群不断壮大后，所有人应该会因此享有共同的价值观和生活

观感，世界也会因为逐渐的相互理解而更为和平稳定。这是美国的基本思想。 

 但是，在 9·11 事件之后，伊斯兰世界的中产阶级明白了，自己不能变得如

美国人所想的那样。很难去解释伊斯兰世界的中产阶级为什么会变成原教旨主义

者，以及原教旨主义者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美国人从旁人的视角看会觉得，穆斯林穿着短裤打着篮球，他们看起来就是

中产阶级，对事物的想法也应该和自己大体相同，是自己的伙伴，但事实上并没

有这么简单。可以说正是因为 9·11 事件，让美国人被动地认识到了，原来世界

有着让他们难以想象的多样性。 

接着就要来说一下，应该如何解释 2011 年“阿拉伯之春9”现象。我的想法

是，和 9·11 事件形成了一个高峰一样，“阿拉伯之春”呈现出伊斯兰教从主张

固有理念的绝对性和普遍性回归的一面。在“阿拉伯之春”中，人们最想追求的

是权利，其重要性也是理所应当的。 

伊斯兰教基本上说的都是义务。根据真主的启示，人们服从命令是当然的义

务。由启示而生的法律，表示了人类应该如何服从真主的规则。《古兰经》变得

像规则手册一样，在这里面“人类的权利”这样的概念在原理上是不存在的。当

然，在人类建立社会并生存下去的基础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但是这仍然

是次要的。因为最主要的，仍然是履行对真主的义务。 

但是，2011 年在阿拉伯世界发生的事件中，人类共同的权利成为了主要的

课题，人们充分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并采取了实际行动。就在十年前的 2001

年，在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大潮中，出现了提出和西方世界完全不同价值观的一群

人。十年前的世界朝着亨廷顿所谓的文明冲突论的方向大幅偏转，但是在 2011

年的事件后，我认为世界大势又在反作用力之下，趋向福山所说的自由民主的方

向前进。 

人们就此为了追求权利而开始参与政治，在突尼斯、埃及有那么多的人表达

了自己的想法并提出了异议。最终政权因此动摇，产生了政治自由的空间。 

不过，从自由选举的结果来看，最终的胜者还是伊斯兰主义者。认同西方的

人权高于一切的想法的人们，在社会上只占一成到两成。对于余下的那些人而言，

首先要遵守的规范仍旧是伊斯兰教法。宣扬宗教的政党如果合法存在，必然能够

取得最多的票数。而后就像在埃及所发生的那样，精英群体利用军队排除穆兄会，

采取了限制政治自由的措施。 

 

2011 年的一系列事件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混乱，不变的都是朝向代议民主制的价值取向。即使宗教

信仰不发生变化，我认为政策模式和体制都大幅度地朝着采纳欧美的民主主义方

向在发展。 

从伊斯兰教的观点来看，代议制是存在问题的。议会是制定法律的场所，但

是伊斯兰教中的法是源自真主的启示，人类只需要被动接受真主的启示而已。伊

                                                        
9阿拉伯之春：以 2010 年 12 月突尼斯爆发的民主化运动为开端，波及北非、中东的阿拉伯国家表达民主

化诉求的运动。2011 年 1 月，埃及发生大规模游行，长期掌握政权的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辞职。2 月，利

比亚发生反政府游行，历经武装冲突后，利比亚卡扎菲政权垮台。在阿尔及利亚、也门、沙特阿拉伯、约

旦、叙利亚等多个阿拉伯国家出现了连锁反应，这些国家均发生了针对政府的抗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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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兰主义者认为，议会指定的“人定法”和真主给予的“启示法”相冲突。而在

他们又在自由选举产生议会之际，创建政党并参加了选举。为了实现伊斯兰教的

价值观念，必须要在选举获取民心。这是极为重大的变化。今后如何将伊斯兰教

的价值理念纳入代议制政治中，成了一个政治课题。而又应该如何应对这样的课

题同样也是一个问题。最终情况究竟如何发展，一旦采纳伊斯兰教规范后就不再

变化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从代议制政治内部将其瓦解，或者是说两者可以同时存

在呢？在这些情况下，其主体也是非常重要的。最终，最终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由于是基于宗教规范的法律，所以法的权限在宗教法学者？还是在议会和选举中

获胜的普通人也可解释伊斯兰教法可以将其立法化？ 

 

在伊朗，这是由宗教人士做出政治决定的。那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在伊朗的什叶派中，宗教人士的阶级（等级制度）十分稳固，经济基础也十

分雄厚，具备了成为政治主体的组织和制度。而在逊尼派为主的埃及和突尼斯，

宗教人士阶级模糊，常常依附或者从属政治当权者，因而很难出现类似伊朗的情

况。对于那些致力于追求宗教色彩更为浓厚的体制的人们来说，摆在面前的必经

之路分别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努力加强宗教机构或者宗教权威人士的实力，或是

赢得选举进入议会并在议会中引入伊斯兰教法。 

对于逊尼派而言，即使赢得选举并实施伊斯兰教法，想建立一个长久的伊斯

兰体制也很困难。现实情况下，我很难想象逊尼派的人引入类似于伊朗什叶派宗

教人士的阶级体制，让宗教人士凌驾于三权分立，在这之上建立伊朗式的政治体

制。这种情况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果最终要走上这条道路，那就意味着伊

斯兰历史发生了巨变。 

最终，在埃及和突尼斯，宗教人士对于当时的政治当权者，都接纳了“仆”

的身份，而“主”一直由政治当权者把持。在当前的形势下，议会处在“主”的

地位。在议会中，如果公正地展开选举的话伊斯兰主义者肯定占据优势，与此相

对自由派作为少数并无胜算。但是自由派有一定的国际话语能力，作为代议制的

主推手有一定的正统性，他们实际上也领导了 2011 年的革命。在此情形下，伊

斯兰教主导的神权统治有点不大可能。所以 2013 年在埃及，出现了穆兄会选举

大胜，却由于自由派和军队串通导致选举结果被推翻的情况。 

 

如何考虑伊斯兰世界？ 

和伊斯兰世界接触应当考虑机制。 

 

“技术”和“科学”的关系，在过去先是有了作为经验知识的“技术”，之后

才会有对这些现象进行理论说明的“科学”。但是，生命科学却反其道行之。先

是出现了可以在 DNA 中写入遗传信息的科学发现，之后转基因技术才成为可能。

转基因作物使得生产力大幅提升。在日本人中，也有一些人对于这种并非基于经

验的事物会感到恐惧和不安。在各个伊斯兰国家中，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各个伊斯兰国家对于转基因也都有排斥的情绪，但是这种情绪和日本人的排

斥情绪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日本人本身抱有对自然的敬畏情绪。自然所到之处

皆有神明，因此我认为日本人的排斥情绪是一种排斥人类插手自然界的情绪。 

但是在各个伊斯兰国家，有意思的是排斥转基因主要是因为当地人坚信转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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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会造成生殖能力下降，由此产生了对转基因作物的强烈反对。文化不同，反应

也会有所不同。 

 

另外以原子能为例，根据相对论公式 E＝mc2，我们有可能在技术层面实现

核能开发。同样，对于核反应堆的恐惧和排斥，我想更多的是因为未知所带来的

恐惧。当然，对于伊朗核开发等一类问题，我也饶有兴致地关注着。 

 

原子能和进化论一样，近现代的伊斯兰教宗教人士并没有将其看成是一个问

题。至于为何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是由于核力量作为国际政治中权力的来源之一，

而这对伊斯兰世界和异教徒世界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影响。如果不具备利用原子

能的实力，就会被欧美所支配，所以自己也应该掌握这种能力，类似的逻辑在宗

教上很容易被正当化。至于如何看待宗教观念上的原子能，可以说目前为止几乎

没有反对的观点。伊斯兰世界没有认识到核能改变自然是不可逆的，跟日本人比

起来，他们把握“自然”的感觉要弱一些。因为他们认为自然和人类都是真主创

造的，伊斯兰世界并没有认识到：在人和自然的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如果人类僭

越这种关系，人类就难以生存，自然也无法回复过去。 

 

伊斯兰教的特点是政教合一，信仰共同体和政治上的国家是一致的。如果是

这样的话，那么对于穆斯林占国内人口近一成的法国而言，该如何去说明其政教

分离原则呢？ 

 

我认为在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公然支持并且在实施政教分离，在不远的将

来是不可能的。但是我还是希望法国能够果断主张政教分离的原则。伊斯兰宗教

一点点渗透到公共领域，并限制个人精神自由。如果不与之相抗衡的话，从全球

的角度来看，文化和价值观的多样性就会逐渐消失。宗教是加剧人类不自由的事

物。除那些自发接受不自由的世界的人们外，但是如果仅仅是因为“尊重宗教自

由”，就允许伊斯兰强制的不自由继续存在，很明显也会减少自由空间。 

从伊斯兰教的规范来看，穆斯林与异教徒平等共存是不正确的，最起码要让

异教徒认识到，穆斯林一方在政治上占支配地位，在价值观上是具有优越性和独

一无二的，这样才能实现两者共存。一个人如果要从伊斯兰教改信其他宗教是不

被允许的，但是从基督教或者犹太教改信伊斯兰教是被允许的。伊斯兰教并不存

在现代的宗教之间平等的观念。如果说有人要批判我的上述看法的话，会出现类

似“这是对伊斯兰教的攻击”这种形式的强烈反对。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是由

于伊斯兰教从没有出现过一个关键的转折，即承认异教徒也有信仰的自由。文明

之间摩擦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在欧美一方。至于伊斯兰世界将同异教徒平等共存看

作是基本原则，这样的转变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很难发生。 

从结论来说，我认为要理解当下穆斯林所忍让的和不能忍让的，不谈伊斯兰

不能碰触的话题。不要问孰高孰低的权力问题。因为一旦开启话题，想让穆斯林

一方公开妥协并承认“对等”是不可能。但是如果穆斯林一方理所当然地把伊斯

兰优先的意识强行传播到伊斯兰世界之外，或者强加给各个伊斯兰国家的异教徒，

那就是另一种情况了，必须要平静地抄起可以讨论的根据。 

 

那这么说来，异教徒之间结婚岂不是很困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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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困难，确实挺困难的。要说简单，其实也简单。在伊斯兰教法中有详细

的规定，明确规定了可以结婚的异教徒和不可以结婚的异教徒。穆斯林男性和异

教徒女性是可以结婚的，异教徒男性和穆斯林女性是不能结婚的。这是基于《古

兰经》的规定，这个规定在所有穆斯林国家都有法律效力。穆斯林群体一方的想

法是，如果想结婚的话改信伊斯兰教就可以了，所以和异教徒结婚也容易，可以

说在伊斯兰世界没有人会质疑这一点。 

从组织理论来看，这是维持共同体的最好的方法。男性如果能将共同体之外

的异教徒女性带回族群，族群也可以由此扩大。而且子女会自动成为穆斯林所以

时间一长族群就更大了。按照伊斯兰法学的规定，如果母亲是基督徒，其子女也

可以是穆斯林。不过这里要是说“要给子女选择的权利”之类的话，那么马上就

会变成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因此要理解这些现象，单单对此保持沉默是不现实

的。 

 日本人和穆斯林的交流少，因此很难有这样的理解。不管怎么去理解都是有

偏差的，所以只好在此基础上确定自我的立场并让步妥协。在构建日本和伊斯兰

各国关系时，有关某一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只能看到这样自我的立场。 

 我常常听到日本商人这类人，认为伊斯兰教这样的存在和穆斯林的人士本身

是“落后的”，因此“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必须改变，要去改变，从日本人的立

场上说这些话是难以置信的。在世界上，穆斯林比起日本人肯定是占多数的，且

有基督教和犹太教这样持一神教价值观的盟友，所以伊斯兰教并不处于弱势。相

比之下日本的宗教观在世界上是非常小众的，可以说并没有被认为是成熟的价值

规范。在欧美或伊斯兰世界的价值观中，日本才是被大多数认为“无法理解，所

以尽可能不去过问不同之处”的一方，只是随着日本经济规模迅速扩大的短短的

时间内，日本人已经完全将这一点抛在脑后了吧。 

 大多数穆斯林在谈起宗教的话题时，都用同情的眼神看我们日本人，把日本

当作无法理解真理的可怜的人。不过，即使这样我想也是可以建立友情的。从个

人角度来看，个别地和穆斯林个体建立关系就好了。 

 但是，在世界经济中，或者说是主权国家体系中，日本这样的国家如何和伊

斯兰世界往来确实是一个大问题。我认为必须要去策划如何交往。从日本的大企

业角度来看，中东常常被当做是一个小市场，所以日本企业很晚才进入中东。中

东各个国家，即使是最大的国家也就七千万的人口。而另一边的东南亚则有以亿

为计的人口，并且东南亚的中产阶级群体在不断扩大。东南亚和日本在历史上关

系本就非常密切，并不存在对异教徒主张强硬的宗教。对于经由东南亚去看伊斯

兰世界的日本人而言，中东可以说是一个不明所以的世界吧。中东的财富大多集

中在有限的范围内，例如波斯湾沿岸的产油国，在这些地方才有对世界先进事物

的需求，才能云集来自世界各地的劳工和技术人员。中东俨然成为了全球化的缩

影，在日本人也必须要和中东保持往来的情况下，可以说现在已经为时已晚了吧。

“中东很难理解”的情况不少，但也有将单纯不能适应全球化和不习惯中东的宗

教、社会习惯混为一谈的情况。 

 

跨学科进入政治学的领域 

这是我当下的考量 

 

 

 迄今为止从事伊斯兰研究中，您的研究有什么立场的变化或者这一类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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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吗？ 

 

 如果要说一点的话，那便是 9·11 事件。与其说是我自己个人的变化，不如

说是外部状况的巨大变化。外部情况也分两种，一种是基于现场目击，一些言论

也获得了发表的舞台。以前不管日本人对“伊斯兰”事物抱有怎样的期许，能否

切入日本人“内心的空隙”才是关键。目前，肤浅的俗论还是这样。现在必须去

应对中东和伊斯兰世界成为了重要政策课题，所以社会也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对

专业知识的需求。另外一种外部情况则同我的研究内容更相关。起先，我看到伊

斯兰教对国际政治产生的巨大影响，一方面由于这种影响既可以成为纷争的主要

原因，但我预感到这也会同各种国际社会现象发生联系，在这种预感的推动下我

进行了研究。虽然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宗教思想，但是背后却隐藏着政治的能量，

是不是有可能成为现实政治问题的话，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就会是一个非常有意思

的问题。我就是抱着这种带有投机性的确信，怀着激动的心情进行自己的研究。

但是这种想法非常不幸地以 9·11 事件的形式变成了现实。虽然自己没有预想

到这种不幸，但是总好像有一种冥冥的感觉。以前，我的脑海中浮现着伊斯兰教

作为宗教和政治有着非常强的关联，一切就好像是在实验室实验一样在我的眼前

发生了。 

 此后，2011 年的“阿拉伯之春”再次带来了转折。9·11 事件和“阿拉伯之

春”中所发生的事情，基本上是相同性质的转折。不过在学术上，我认为“阿拉

伯之春”的程度更高一些，也更为复杂。就 9·11 事件而言，伊斯兰原本埋藏在

国际关系中的意义开始浮出水面。单纯是因为伊斯兰成为了现实问题，所以我们

不得不去说明这一切，例如说明恐怖主义的机制成为当时的课题。作为一种政治

现象而言，这一切都仅仅针对一个非常特定的、被限定的课题。 

 但是在“阿拉伯之春”之后，中东各国的政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因

此出现了很多政治学中具有普遍性的事例。迄今为止，对于阿拉伯各国的政治研

究，大多在地域研究的个别领域里强调文化的特殊性。在地域研究的领域中，研

究多以国家为单位分别进行，埃及是埃及，叙利亚是叙利亚。这些研究成果也仅

仅在那些想要知道各国情况的有关人士之间流通。不过有关 2011 年开始政治变

动，虽然有关的各个国家语言相通宗教相同，并且导火索都是社会异议，但政治

变动在各个国家却有着不同的展开。究竟是什么因素左右了政治变动的结果，是

军队和政治关系这一类制度的因素，还是宗派主义或地域主义造成的社会裂痕，

一个国家稳定是因为它是产油国，是因为这个国家采纳君主制才得以让政权存续

等等，这个领域出现了无数的研究问题。 

 与此同时，全球化的伊斯兰主义，长期以来其表现形式都是针对美国的恐怖

主义行动，但是在“阿拉伯之春”之后，其活动的舞台变成了其本源的阿拉伯世

界。以国家为单位的政治变动和超越国界的伊斯兰主义运动相结合，究竟会产生

什么样的政治化学反应呢？这个曾经只是出现在伊斯兰政治思想研究者脑海中

的实验，在现实世界中得到了实践。 

 过去的研究，通过分析伊斯兰教的理念和伊斯兰主义理论的发展，将其直接

影响范围内的国际关系和国内关系作为研究问题。但在阿拉伯各国政治巨变过程

中，伊斯兰主义作为与之密不可分的事物，在讨论各国的伊斯兰主义运动或者国

际伊斯兰主义运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由此，如果全盘的政治分析不包括与伊斯

兰教理念相关和无关的内容的话，就不能很好地去说明伊斯兰的政治现象。过去

要研究政治学的话，伊斯兰的话题只是次要的，只需涉及与政治有关的话题就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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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了。从伊斯兰研究的角度去看政治时，研究者只需要将相关领域的一部分内容

根据情况以小见大（虽然我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的研究必须

要综合地去做。 

 过去政治学研究者只要声明“伊斯兰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的解说，应该交给伊

斯兰研究学者”便可，而伊斯兰研究学者只要自己主张“伊斯兰政治是无法用一

般的政治学去分析的”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我要明确指出的是“伊斯兰世界是

可以用政治学去分析的”。 

 一般情况下，学术领域是通过分工极度细化实现制度化均一化，我认为现在

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迄今为止被割裂的领域，用相互之间的联系去解构并重构。因

此，政治学专家和伊斯兰研究专家也应当欢迎这种趋势。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

自己是时候跨学科进入政治学领域了。 

 以伊斯兰世界为对象的研究主题，不再仅仅属于地域研究专家，今后此类课

题将会以共同研究的形式展开。比如，擅长军事和军政关系研究的学者，可以尝

试着将阿拉伯各国、伊朗或土耳其作为研究对象。宗教和政治领域的学者们也可

以尝试着将其他地区的知识运用到伊斯兰国家。传播学和人口学研究学者也可以

更多地选择中东各国作为自己的研究场域。诸如此类，我希望地域研究专家之外

的人也可以参与其中，在各自擅长的领域进行分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