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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叶派之由来       

 

 

教法学家们说：“对一件事情的判决（出胡昆）

，来自于对其的了解。”意思是说：在我不知道，不

明白一件事的情况下，无法对其进行判决。因此，在

你不了解什叶派的情况下，对它进行判决是无意义的

。 

在你不了解正统派和什叶派属性的情况下，制造

言论拉进两个派别也是无意义的。同样，在你不知道

什叶派的实质、它的危险程度、优点、它和伊斯兰民

族所经历的许多变故的关系之前，拒绝或接受对什叶

派的谈论是不应该的。（所以我们应该去了解它，认

识它） 

简而言之：在我们对什叶派进行攻击或辩护之前

，必须要明白谁是什叶派？其根据是什么？其信仰和

教法根基是什么？他们是怎么出现的？他们现在的情

况是怎么样的？他们的目的和理想是什么？了解了这

些之后，我们才能正确的发表看法。有多少人在知道



 
    

了正确的言论和明白的见的之后，完全的改变了他们

最初的看法。 

 

谁是什叶派？ 

什叶派的问题不是生活在某一个国家的一个民族

的问题，也不是一个国家和周边国家有点矛盾的问题

。而问题是一个有关信仰、教法和历史的根本性问题

，我们有必要对其作一下研究。 

历史学家们对什叶派众说纷纭，大众所知道最多

的观点就是：他们是在阿里（愿主福安之）和穆阿韦

叶·本·艾卜·苏夫杨（愿主福安之）执政时期拥护阿里

的一伙人。这也就成了：跟随阿里·本·艾卜·塔利布的

人们是什叶派，而跟随穆阿韦叶·本·艾卜·苏夫杨的人

们是正统派，当然这个观点是没有一个人能接受的。

正统派认为关于两位伟大的圣门弟子之间的矛盾中，

阿里·本·艾卜·塔利布是对的，穆阿韦叶也努力了，但

问题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我们要知道阿里·本·艾卜·

塔利布的思想是正统思想，这点非常明确。因为什叶

派所坚持的思想、原则和信仰与阿里·本·艾卜·塔利布



 
    

的思想和原则是绝然不同的。因此什叶派始于这个时

期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什叶派是从圣孙候塞因（愿

主福安之）牺牲之后开始出现的。这个观点是非常公

正的。耶济德·本·穆阿韦叶执政时期候塞因应部分伊

拉克人邀请和许诺援助后，出征伊拉克，但在最后一

刻，人们离开了他，结果候塞因牺牲在了卡尔巴拉。

所以这伙人非常的自责，悔恨邀请候塞因前来，使圣

孙身遭不测，他们决定脱离吾麦叶王朝，以罚恕自己

的罪过。他们最终确实脱离了吾麦叶王朝，因此他们

中有人被杀，这伙人也就被称作：什叶派。这也就让

我们明白了什叶派对候塞因的拥戴超过对阿里的拥戴

，就像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他们聚会记念候塞因牺牲

的日子，而不聚会记念阿里牺牲的日子。 

与此同时，这个派别起初只是个政治派别，反对

吾麦叶王朝，处心积虑的想推翻这个王朝，而没有与

正统派不一致的信仰或学派。而且我们以下将要看到

什叶派所称的最初的什叶派“伊玛目”，都是遵行正统

派信仰和原则的人。 



 
    

候塞因牺牲几个月后，局势变的相对稳定了，这

个时期出现了阿里·宰尼·阿比丁·本· 候塞因，他是当

时的精英、淡薄现世学者之一，但在他身上没有出现

过有违众圣门弟子和再传弟子所坚持的正统信仰和思

想。 

阿里·宰尼·阿比丁的儿子中有两个伟大的人物，

他们的虔诚和敬畏已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们就是：

穆罕默德·巴给尔和宰德，他们的主张完全吻合圣门

弟子和再传弟子中正统学者的主张。但是宰德·本·阿

里只在一问题上有所不同：他认为阿里·本·艾卜·塔利

布比艾卜·伯克尔更有资格当哈里法（继承穆圣的穆

斯林领袖）。当然，这就相反了整个“稳麦”（穆斯林

民族）的公决，也违背了许多评价艾卜·伯克尔、欧

麦尔和奥斯曼优先于阿里的圣训。但是这个不同不是

信仰方面的不同，而只是在前三个圣门弟子优先权的

看法上有所不同。他认为阿里是最优秀的，他同样也

认为允许不是最优秀者成为哈里法，他也不否认艾卜

·伯克尔、欧麦尔和奥斯曼的哈里法权。除这点不同



 
    

之外，其它方面他完全吻合正统派所有的信仰、纲领

和教法。 

后来宰德也屡次想脱离吾麦叶王朝，但此事最终

在伊历122年黑沙目·本·阿卜都·麦利克时期被杀而告

终。他的跟随者在他思想和基础上创立了历史上所称

的：宰德派，如此命名只为意示跟随宰德·本·阿里。

如果把这个派别说成什叶派的话，那么它只是认为阿

里优越于其他三大圣门弟子外，其它方面完全吻合正

统派，遵循这个派别的人住在也门（也就是说在也门

有这个派别，并不是说所有的也门人都是这个派），

他们是最接近正统派的什叶派，在其它方面几乎无异

与正统派。 

值得一提的是宰德的跟随者中还有另外一伙人，

当时他们问宰德·本·阿里对艾卜·伯克尔和欧麦尔的看

法，宰德就认同了他俩的哈里法权，但这伙却不同意

宰德的这种看法，拒绝认同艾卜·伯克尔和欧麦尔的

哈里法权，也随即离开了宰德的团体。后来这伙人就

在历史上被称为“拉非代”派（拒绝派），一是因为他

们拒绝承认艾卜·伯克尔和欧麦尔的两大谢赫的哈里



 
    

法权，二是因为他们否绝了宰德的看法，后来就在这

伙人中出现了建立了什叶派最大派的“十二伊玛目派” 

     宰德的弟兄穆罕默德·巴给尔早于他八年（伊历114

年）归真了，留下了一个很有学问的儿子，名叫：贾

法尔·撒迪哥，他也是一个造诣极高的学者，是一个

精通的法学家，坚持着圣门弟子、再传弟子和穆斯林

学者们的正统学说。 

在吾麦叶王朝的晚期，旨在让人们推翻吾迈叶王

朝统治的安巴斯战争暴发了， 从宰德·本·阿里上延伸

出来的一些组织也援助了这次战争，最后这次战争在

伊历132年以吾迈叶王朝的的倒台而结束。安巴斯王

朝在艾卜·安巴斯·赛发赫的领导下成立了，之后由艾

卜·朱尔法勒·曼苏勒领导。但此时这些援助者对这个

王朝已感到失望，他们当时想让宰德·本·阿里的后代

来领导他们，所以这些人又开始建立了一个被称为“

塔力丙人”（阿里·本·艾卜·塔力布后裔）的组织，反

对“安巴斯人”（安巴斯·本·阿卜都·穆泰力卜后裔）。 

时至此时，他们除了对大贤艾卜·伯克尔和欧麦

尔有所异议外，在信仰和教法方面仍然没有出现什么



 
    

不同。从宰德·本·阿里上延伸出来的一伙人拒绝承认

两位大贤的哈里法权，甚至不怕诅咒他们。 

伊历148年朱尔法勒·撒迪哥去世，留下一个儿子

名叫穆萨·卡最目，也是一个学者，但他品级无法与

其父相比，他于伊历183年去世，留下了一些儿子，

其中就有阿里·本·穆萨·里达。 

哈里法安巴斯早就想了解塔力丙组织的问题——

他们一至要求由阿里·本·艾卜·塔力布的后裔来执政，

而不希望由安巴斯的后裔来执政。所以哈里法就委任

阿里·本·穆萨·里达做阿赫德地方的长官，这也在安巴

斯人中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但是阿里·本·穆萨·里达突

然于伊历203年死亡，随即塔力丙人也就被指控为凶

手，所以他们又重新开始反对安巴斯王朝，就像他们

曾经反对吾迈叶王朝一样。 

经过几年后，这场爆乱也逐渐平息。直到这时还

没有出现被称为“什叶派”的宗教派别，仅仅是一些争

权夺利的政治运动，反对当政者的原因很多，并不是

什么叶派信仰方面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分裂主义的宣传在波斯（即现

在的伊朗）地区找到了沃土。波斯人们长期以来因古

老波斯帝国的消亡而倍感伤心，因被纳入伊斯兰帝国

而颜面无光，他们一直以为他们具有最高尚的血统、

最尊贵的种族、比穆斯林更久远的辉煌历史。因此他

们中已出现被命名为“民粹主义”的思想，这个“民粹

主义”建立在一个特定的民族（波斯民族）之上，而

不是伊斯兰民族。部分人已开始狂热的喜爱古波斯的

一切，甚至波斯人原来崇拜的火。 

波斯人想脱离伊斯兰帝国而不能，一是由于他们

独自没有能力，二是由于他们长期以来本身就已成为

了穆斯林，但他们在塔利丙组织运动中看到了希望，

于是他们就加入了这个组织，来推反曾经推反了他们

帝国的伊斯兰帝国。他们同时也不放弃他们多年以来

已经承认了的伊斯兰教，但他们将要用他们所拥有的

古波斯帝国的文化来纂改伊斯兰教，他们要在伊斯兰

教中加入一些以后的长期进行运动所需要的东西，即

使这样他们也无法达到金字塔的顶峰（人中之尊），

但他们可以接续到上溯至阿里·本·艾卜·塔力布的塔力



 
    

丙人，他们是圣裔中的一部分，他们在人们的心中拥

有着很高的地位，从此就可以继续书写他们的 “民粹

主义”。 

就这样“民粹主义”和圣裔中的部分塔力丙人联合

了起来，想成为一个独立体，不仅仅是在政治方面，

也包括在宗教方面。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塔力丙人的历史，在原被任命

为阿赫德地方官的阿里·本·穆萨·里达去世后，由他儿

子穆罕默德·杰瓦德继任，后来此人于伊历220年去世

后，由他儿子阿里·本·穆罕默德·哈迪继任，后来此人

于伊历254年去世后，由他儿子哈桑·本·阿里继任，此

曾被冠称“阿斯克里”，他于伊历260年突然去世，他

只遗留了一个5岁的儿子，名叫：穆罕默德。  

由部分圣裔和一些民粹主义者组成的这个多年的

分裂运动，其领导权长期掌握在塔力丙人的长子手里

，始于阿里·本·穆萨·里达，终于“阿斯克里”。 

但在哈桑·阿斯克里于伊历260年去世后，由谁来

继承阿赫德地方官？给这个组织造成了很大的难题，

因为哈桑·阿斯克里只遗留下了一个小孩。但是后来



 
    

这个小孩“突然死亡”了（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突然

死亡”），局势就变得更加紧张了，随后这个组织分

裂成了很多的派别，不但在原则和思想上互相不一，

并且在教法和信仰里也彼此不同。 

这些派别中最著名的就是“十二伊玛目”派，这个

派别居住于现在的伊朗、伊拉克和黎巴嫩，它也是当

今最大的什叶派。  

这个派别把很多因自身所需而创立的异端加入到

了伊斯兰教中，其中就有最后伊玛目永活说。  

他们把很多危险的异端加入到了伊斯兰里面，并

称其是伊斯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下的异端也就变

成了他们的信仰和组织的一部分，以下例举的这些异

端是关于“伊玛目”的，他们想以此来解决当今没他们

能认可的“伊玛目”的问题，他们说：伊玛目只有12个

，并把这些伊玛目派序如下： 

1、阿里·本·艾卜·塔利布 

2、哈桑·本·阿里 

3、候赛因·本·阿里 

4、阿里·宰尼·阿比丁 



 
    

5、穆罕默德·巴给尔·本·宰尼·阿比丁 

6、贾法尔·撒迪哥·本·穆罕默德·巴给尔 

7、穆萨·卡最目 

8、阿里·本·穆萨·里达 

9、穆罕默德·杰瓦德 

10、阿里·本·穆罕默德·哈迪 

11、哈桑·本·阿里 ·阿斯克里 

12、穆罕默德·本·哈桑·阿斯克里 

这就是“十二伊玛目”派，但是当这十二个伊玛目

结束后，他们又解释道：那个小孩穆罕默德·本·哈桑·

阿斯克里没有死，而是钻进了一个山洞，直到现在这

活着（到现在已有一千多年了！），将来有一天他会

回来统治世界，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被等待的伊玛

目·麦海迪”。并称使者（愿主福安之）早已提及这十

二伊玛目的名字，但是圣门弟子们隐瞒了这件事，他

们泛指是所有的圣门弟子都隐瞒了这件事，还有些人

说圣门弟子们作恶了，因为他们隐瞒了这十二伊玛目

的事。 



 
    

他们并在伊斯兰教中加入了波斯的世袭制，并声

称： 

国家政权必须要由伊玛目的大儿子来继承，从阿

里·本·艾卜·塔利面开始，直到以后的所有伊玛目都是

如此。众所周知，在伊斯兰教中根本没有世袭制这一

说，甚至出现过世袭制的其它正统派伊斯兰帝国，也

没有说过世袭制是伊斯兰教教义，或者说过国家政权

必须要由专门的某个家庭来掌管。如：吾迈叶王朝、

安巴斯王朝、赛利朱哥王朝、安尤布王朝和奥斯曼帝

国。 

他们也在伊斯兰教中加入了波斯的统治者圣洁说

，他们说由于伊玛目是被保护的，所以上述的十二伊

玛目是永不犯错的。随之而来的就是他们把伊玛目的

话等同于《古兰经》，等同于《圣训》，甚至他们的

大部分教法和教义原则都是来自于十二伊玛目们的话

，无论是他们曾说过，还是罪恶的强加给他们的。 

    更严重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赫梅尼在他的《

伊斯兰政府》一书中说：“我们派别的重要思想中有

：我们的伊玛目有着无论是真主身边的天使还是被派



 
    

遣的使者都无法达到的品级。” 赫梅尼丛书——《伊

斯兰政府》52页 

从此就产生了他们对所有圣门弟子的仇视（只有

十三位圣门弟子受他们承认），他们也仇视部分圣裔

，如：圣叔安巴斯、圣叔之子阿卜都拉·本·安巴斯—

—稳麦之墨（意指其学识渊博、著作丰富），对他们

俩的种种诬蔑，甚至断他俩不是穆斯林的原因仅仅是

因为：他们的十二伊玛目曾反对其五朝——安巴斯王

朝。 

他们的异端谬论中还有：他们判定大部分伊斯兰

之城是叛逆之地，如：他们断麦地娜人、麦加人、沙

目人（即：阿拉伯半岛西北地区国家）和埃及人是卡

飞尔（不信真主者），并把种谬论溯至穆圣。这种谬

论已成为他们教门的一部分，在他们的基本经典中随

处可见，如：《大全》、《光之海》、《终极古兰注

释》、《伊牙什古兰注释》〉和《明证》等其它一些

基本经典。 

随之而来的也就是：他们不承认所有的正统派学

者，拒绝接受所有的正统派经典和圣训，无论是《穆



 
    

斯林圣训》、《铁密济圣训》，还是《南撒以圣训》

；无论是伊玛目艾卜·哈尼法、伊玛目玛利克、伊玛

目沙菲尔还伊玛目罕伯利；无论是著名和圣门弟子：

哈利德·本·沃利德、赛尔迪·本·艾卜·万嘎斯、欧麦尔·

本·阿卜都·阿齐兹、穆撒·本·耐随尔、努尔·丁·穆罕默

德还是撒拉丁，无论是哥托兹还是穆罕默德·法提赫

，等等。 

由于他们不跟随圣门弟子和再传弟子，不遵从正

统的圣训和古兰注解，仅遵循他们伊玛目的主张，而

他们伊玛目的主张从圣训学的传述系统角度来看是极

其软弱的，所以就在他们的信仰、功修、日常往来和

其它方面产生了很多严重的异端。 

我们无法在这篇文章里详谈什叶派的所有异端，

因为这需要好几本书才能说完，我们只是在这里就其

根本问题了做表述，以便我们明白它的最终结局。如

果我们详谈其异端，则需要长篇大论，其异端如：圣

洁说、复婚中的异端、《古兰经》已被篡改说、对安

拉信仰的严重问题、对坟墓和在坟墓跟前的所作所为

、在候赛因（愿安拉喜悦之）牺牲日记念活动中的严



 
    

重异端，等等的成千上万的异端。这些异端已演变成

什叶“十二伊玛目”派的宗教根基。 

    我们如上所述的内容只是什叶派中的“十二伊玛目”

派的一点思想概况而已，其实在以上这段历史中产生

了其它很多的什叶派别，特别是在历史上著称的“什

叶迷茫时期”和在哈桑·阿斯克尔（什叶派第十一个伊

玛目）去世后的伊历三世纪中叶。 

从这段时间开始，充斥着这种什叶派信仰和思想

的书籍著作开始出现，随后便在波斯尤为盛行，也在

其它伊斯兰国家开始慢慢的流传，但是这种思想还尚

未建立自己的国家，直到伊历三世纪末四世纪初，这

种危险的思想开始迅猛的发展，渗透到了部分地区的

政府部门，此时这种思想已对整个伊斯兰民族造成了

严重的威胁，若安拉意欲，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里谈

谈这方面的事情。 

我想重复一下这句话：“对一件事情的判决（出

胡昆），来自于对其的了解。”我们在对任何事物作

判定之前，一定要对其做深入的了解，在我们真正的

了解了它之后，我们才能说：“这是可以的”；“这是



 
    

不可以的”。或者说：“这样做是最好的”。至于单凭

感情说话，会致人于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