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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叶派 

 

 “什叶”，阿拉伯语音译，意为“党人” 、“派别”。

又译作“十叶派”。是伊斯兰教中除逊尼派外人数最多的

一个教派。该派以拥护穆罕默德的堂弟、女婿阿里及其后

裔担任穆斯林领袖伊玛目为其主要特征，故又称作阿里派。

与逊尼派相对。 

该派只承认哈希姆家族的阿里及其后裔为合法继承人，

并神化阿里与其后代为“伊玛目”，认为他们是“超人”、

“受安拉保护，永不犯错误”的圣人，甚至高于穆罕默德。

且认为末代伊玛目已隐遁，将以救世主（马赫迪）身份再

现。后因内部主张分歧，又相继分化出凯萨尼派、栽德派、

伊斯玛仪派、十二伊玛目派等派别和许多支系。 

目前，全世界大约有 10-15%的穆斯林属于这个教派，

全世界什叶派穆斯林约有 8000 多万人。主要分布在伊朗、

伊拉克、巴基斯坦、印度、土耳其、阿富汗、黎巴嫩、沙特

阿拉伯、也门、巴林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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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由来 

“什叶派”音译自阿拉伯语，“什叶”有党羽、追随者

之意。公元 632 年，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去世后，穆

斯林围绕继承人问题出现分歧，逊尼派认为应公开推举哈

里发，什叶派则认为应由先知的女婿阿里及其后裔继承。

因此，“什叶派”又称“阿里的宗派”。目前，什叶派约占

整个穆斯林人口的 10-15%（逊尼派穆斯林占 85%），是伊

斯兰教中最大的少数派。 

632年，伊斯兰教的创始人先知穆罕默德逝世的时候，

伊斯兰教的传播范围包括大部分阿拉伯半岛。当时穆斯林

中有两大势力：一方是注重传统的北方两河流域阿拉伯部

落长老和波斯商人，另一方是着重穆罕默德本人宗教遗产

的南部信众。其中后者认为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阿里对

伊斯兰教贡献重大，应继承政教合一的领袖哈里发位。 

在穆斯林社团的早期政治斗争中，迁士集团赢得胜利，

其代表人物阿布·伯克尔（又译阿布巴克或巴克尔）出任

第一任哈里发。其后奥马尔（又译欧麦尔）、奥斯曼先后成

为第二、第三任哈里发。在第三任哈里发遇刺身亡之后，

阿里被推举为第四任哈里发。这导致伊斯兰内部的分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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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以至内战。支持阿里担任哈里发的穆斯林被称为阿里党

人，反对阿里担任哈里发并主张为奥斯曼报仇的穆斯林被

称为奥斯曼党人。两派之间的战争是伊斯兰的第一次内战，

从 656 年一直持续到 661 年。661 年阿里被政敌刺死。 

阿里死后其子哈桑当选哈里发，但被迫让位给政敌穆

阿威叶。穆阿威叶创立倭马亚王朝（又译伍麦叶王朝，《唐

书》中称之为白衣大食）。680 年穆阿威叶去世，他的儿子

叶齐德继任哈里发。阿里的另一个儿子侯赛因（又译胡赛

因）拒绝向叶齐德效忠，起兵反抗，在伊拉克的卡尔巴拉

城被伍麦叶王朝的军队所杀，起身失败后，渐由政治集团

演变成宗教派别。 

683 年，分散在各地之信徒再次起事，以阿里第三子穆

罕默德·本·哈乃菲亚的名义，由穆赫塔尔领导起事，他

们认为在库法的什叶派教徒未尽全力出军，致令侯赛因战

死，故击渍库法之什叶派教徒，未几，穆赫塔尔亦战死，起

义失败，其追随者形成凯桑派。约 700 年，穆罕默

德·本·哈乃菲亚逝世，派内关于马赫迪再世及太平盛世

的思想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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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系上，主张伊玛目位在侯赛因之后应由他的嫡传后

裔继承并由前任伊玛目指定方为合法，因此否认穆罕默

德·本·哈乃菲亚的继承权。第六任伊玛目 

认为只有穆罕默德的家属后代阿里、哈桑、侯赛因等

人有权任哈里发的信众被称为“阿里什叶”（“什叶”在

阿拉伯语中是“追随、党派”的意思），即后来的什叶派。

他们认为其他的哈里发都是篡权者。而认为所有哈里发都

是合法的多数的“正统派”即成为“逊尼派”，以《古兰

经》和六大《圣训集》为根据。 

十至十二世纪，什叶派曾在北非建立法蒂玛王朝。十

六世纪被伊朗定为国教，并沿袭至今。 

由于什叶派在人数上占少数，阿里、侯赛因皆遇害而

亡，而且在历史上什叶派长期受到迫害，所以什叶派有强

烈的受难心理和凝聚力。 

主要派系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什叶派衍生出许多支派，主要

有三大分支： 

第一，十二伊玛目派，什叶派中的主流派和温和派，尊

奉阿里及其直系后裔中的十二人为伊玛目。主要分布在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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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伊拉克和波斯湾其他地区（包括沙特东部），其余则分

布在阿塞拜疆、阿富汗、黎巴嫩、叙利亚、印度次大陆等

地。主要分支有乌苏尔派、阿赫巴尔派、谢赫—巴布派（埃

提尔派）； 

第二，伊斯玛仪派（也称七伊玛目派）,什叶派中的极

端派。主要分布在埃及、叙利亚、伊朗、印度、中亚、东非

等地。主要分支有卡尔马特派、法蒂玛派、阿萨辛派、阿拉

维派、阿里—伊拉希派； 

第三，宰德派（也称五伊玛目派），什叶派中的温和

派。主要分布在也门和伊朗两国。主要分支有也门宰德派、

伊朗宰德派（被称为努克塔维派）。此外，现已成为世界性

宗教的巴哈依教也出自什叶派。 

什叶派信奉的伊玛目教义。伊玛目在阿拉伯语中原义

是祈祷主持的意思。逊尼派中该词还是如此。在什叶派中，

伊玛目代表人和真主之间的中介，有特别神圣的意义。《古

兰经》中的隐义，只有通过伊玛目的秘传，信众才能知其

奥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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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什叶派教义，伊玛目只能来自穆罕默德的家属后代。

阿里、哈桑、侯赛因是全体什叶派共同信奉的最早三位伊

玛目，之后有多少伊玛目各支派有不同意见。 

当代什叶派内部分为十二伊玛目派、五伊玛目派、七

伊玛目派、阿拉维教派等分支。其中十二伊玛目派认定从

阿里开始，总共有过十二位伊玛目，前十一名逝世后，第

十二名伊玛目隐遁，将在世界末日之前重现。而七伊玛目

派以阿里的第六代后裔伊斯玛仪为宗，受新柏拉图主义影

响，建立了复杂的宗教哲学体系。 

以上每一宗派之下还分成多个分支。 

基本教义 

1、除信安拉、《古兰经》和先知穆罕默德这些伊斯兰

教的共同信条外，信仰伊玛目是什叶派的基本特点，并被

定为信条之一。认为伊玛目是继穆罕默德之后穆斯林世界

的领袖，伊玛目的权力应属阿里及其后裔。但在伊玛目的

神性大小和数目多寡等问题上，内部的见解不一。栽德派

认为伊玛目是安拉确定的，经穆斯林大众选举而产生的有

学问、有德行、有自卫能力的成年男子。十二伊玛目派认

为从阿里开始至马赫迪而终的十二代伊玛目均是依安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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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通过先知穆罕默德或前一任伊玛目相延而指定的阿

里和法蒂玛的后裔，不论是成年人还是孩童均可担任；伊

玛目还拥有一切“表学”和“内学”知识，具有免罪性，

能显示奇迹，是安拉和世人的中介。伊斯玛仪派则主张，

伊玛目是自安拉而流出的神质，在人类发展的七个历史时

期中，开创每个新时期的先知都有依次相替的七个伊玛目

相随，阐扬先知所带来人间的天启。而最后一个伊玛目又

上升为下一个时期的先知。在伊斯玛仪派的一些支系中，

还有伊玛目即安拉化身的主张。 

2、隐遁伊玛目和马赫迪思想。伊本·哈乃菲叶于 700

年逝世后，凯萨尼派提出他并没有死，而是隐遁于麦地那

以东的一座山中，在将来某个时候将以马赫迪──救世主

的身份重现人间。尽管什叶派各支派对谁是隐遁伊玛目和

将来的救世主意见不同，但他们一致认为安拉不会让人间

一刻没有精神领袖──伊玛目。所以，最后的一位伊玛目

没有死，只是隐藏在人所不知的地方，将有一天重现人间，

铲除暴政与邪恶，使人间充满正义。他们还认为在伊玛目

隐遁期间，要有经过专门培养的教法学家，根据经、训原

则和伊玛目的教训，管理穆斯林的政教事宜。 

javascript:innerlink(%22%E4%BC%8A%E6%9C%AC%C2%B7%E5%93%88%E4%B9%83%E8%8F%B2%E5%8F%B6%22)


 Article Title 
 8  

3、内学和流溢说。伊斯玛仪派发展了内学思想，认为

天启的经典除了字面的表义外，还有常人不知、只有伊玛

目知道的隐义，只有通过伊玛目的秘传，信徒才能得悉其

奥秘，进入宗教的更高境界，故该派也常被称为内学派。

在他们看来，《古兰经》和圣训的表面意义不是最重要的，

因而有一些支派曾因此一度废除伊斯兰教法，不履行五功，

不要清真寺等。伊斯玛仪派还创立了一种受新柏拉图主义

影响的宇宙流溢说。认为安拉的表现形式是被称为宇宙理

性的知识，由这种宇宙理性流溢出宇宙万物。这种流溢说

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该派各支系的学说中。 

4、崇拜伊玛目陵墓。由于什叶派信仰并尊崇伊玛目，

而且有几位伊玛目是被政敌杀害或暗害的，因此认为这些

伊玛目既是超凡的领袖，又是以身殉道的先烈，从而十分

敬重他们的陵墓，经常前往参谒吊祭，缅怀他们的功绩，

或哀悼他们的殉难，并为自己求取福泽。 

5、塔基亚原则。什叶派在长期受压制的情况下，为了

保存自己而采取的一种自我掩护手段，即允许该派穆斯林

在遇到难以抗拒的压力时，可以隐瞒自己的信仰，而且应

在外表上承认流行的宗教，以免遭受迫害而作无谓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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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原则   

在法学原理方面，什叶派各分支均承认《古兰经》、圣

训为立法原则，一般不承认“公议”，他们认为众人的公

议不一定正确，而伊玛目的判断才是最可靠的立法依据。

他们认为，创制教法的大门一直敞开，没有关闭，在伊玛

目隐遁期间由具有创制教法条件的法学权威对新出现的问

题进行法例演绎，每个什叶派穆斯林都必须随从一位在世

的教法学权威。在具体法例方面，该派主张农产品的天课

税率不是十分之一，应是五分之一。准许实行临时婚姻制，

即根据男女双方协议确定婚姻期限，届满后自行解除。什

叶派一般的教法学思想与逊尼派较为相近，各支派中最接

近逊尼派的是栽德派，他们不否认前三任哈里发的合法性，

不相信隐遁伊玛目，不承认临时婚姻制和塔基亚。 

与逊尼派相比，什叶派教义主要有以下独特之处：（1）

继承权上的正统主义和马赫迪（救世主）观念。认为阿里

及其后代为合法的哈里发；阿里及其后代为政教合一的首

领伊玛目，他们从不犯错误；末代伊玛目已经隐遁，并将

以马赫迪（救世主）身份再现，在末日来临前消灭世界上

的一切非正义现象。（2）对统治者态度含糊。逊尼派一般

强调秩序，尊重统治者（即使是独裁者也是如此）。而什叶

javascript:innerlink(%22%E9%80%8A%E5%B0%BC%E6%B4%BE%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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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则认为，在伊玛目隐遁的情况下，没有哪位人间的君主

是完全合法的，因而在理论上具备挑战当权者的可能。（3）

独立的经典。什叶派有本派的圣训（四圣书），并认为《古

兰经》有隐意（删去了关于阿里继位的内容）。（4）完善

而严密的教阶制。什叶派有相对严密的教阶制，包括大阿

亚图拉、阿亚图拉、“霍加特伊斯兰”（伊斯兰权威）、

“穆巴拉赫”（信使）、穆智台希德、“塔利布”（在校宗

教学生）六级，其中大阿亚图拉宗教威望最高。由此形成

相对严密的组织体系。而逊尼派以清真寺为单位，各寺之

间没有隶属关系，信众组织性较差。（5）崇拜圣徒和圣陵。

什叶派把阿里、侯赛因及其他伊玛目视为圣徒，他们的陵

墓即为圣陵，什叶派信徒要经常朝拜这些圣陵。（6）独特

的宗教节日。如阿舒拉节。（7）为应付逊尼派压制，允许

隐瞒什叶派身份（称“他欺也”）。 

另外，由于历史原因，什叶派宗教情感狂热，并具有强

烈的悲情主义色彩，最能显示这点的是阿舒拉节中自我鞭

打表示哀悼的方式。 

信仰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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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逊尼派的六大圣训集不同，什叶派有自己的四圣书，

即什叶派自己的四大圣训集。 什叶派有不同于逊尼派的宗

教学者等级制度，包括大阿亚图拉、阿亚图拉、霍贾特伊

斯兰三个等级。只有极少数的什叶派宗教学者（乌莱玛）

才能达到大阿亚图拉的等级，比如伊朗前最高精神领袖霍

梅尼。 

十二伊玛目什叶派主张伊玛目是真主指定的穆斯林社

团政教领袖，有传自穆罕默德的真光，具不谬性，并坚信

末代伊玛目已隐遁，终将以马赫迪身份复临人世，恢复正

义。其经注学尤为强调《古兰经》的隐义，唯有伊玛目才深

知其玄奥。圣训学有经伊玛目传述的圣训集四圣书及其注

释。教法学以经、训和伊玛目的教法判断为立法原则，伊

玛目隐遁后由权威教法学家公议，对伊玛目的判断作出解

释，并以理智为补充。 

 

圣地 

除了所有穆斯林的圣地麦加和麦地那之外，什叶派穆

斯林还有几个另外的圣地： 

纳杰夫，位于伊拉克，阿里葬于此地。 

javascript:innerlink(%22%E6%AD%A3%E4%B9%8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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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vascript:innerlink(%22%E4%BC%8A%E6%8B%89%E5%85%8B%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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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巴拉，位于伊拉克，侯赛因殉难并埋葬于此。 

马什哈德，位于伊朗，什叶派第八伊马目阿里·里达

埋葬于此。 

分布情况 

海湾地区什叶派人口最为集中，其中伊朗、伊拉克为

什叶派大国。此外，中亚地区也有大量什叶派教徒,其中阿

塞拜疆（61%）、巴基斯坦（25%）、阿富汗（15%）什叶派

人口最多。我国新疆境内也有什叶派“七伊玛目派”教徒。

由于逊尼派的压制和什叶派隐瞒信仰的“他欺也”原则，

什叶派的具体人数无法准确统计或被大大低估。其实，即

使是在传统逊尼派地区，也有什叶派存在。如马来西亚曾

宣布什叶派为非法，证明东南亚也有什叶派分布。 

什叶派伊玛目列表 

十二伊玛目派 

1. 阿里·伊本·艾比·塔里卜 (600 年 - 661 年)  

2. 哈桑·伊本·阿里 (625 年 - 669 年)  

3. 侯赛因·伊本·阿里 (626 年 - 680 年)  

4. 阿里·伊本·侯赛因 (658 年 - 713 年)  

5. 穆罕默德·巴齐尔 (676 年 - 743 年)  

javascript:innerlink(%22%E5%8D%A1%E5%B0%94%E5%B7%B4%E6%8B%89%22)
javascript:innerlink(%22%E4%BC%8A%E6%8B%89%E5%85%8B%22)
javascript:innerlink(%22%E4%BC%8A%E6%9C%97%22)
javascript:innerlink(%22%E4%BB%80%E5%8F%B6%E6%B4%BE%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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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贾法里·阿斯—萨迪克 (703 年 - 765 年)  

7. 穆萨·卡齐姆 (745 年 - 799 年)  

8. 阿里·里达 (765 年 - 818 年)  

9. 穆罕默德·塔基 (810 年 - 835 年)  

10. 阿里·哈迪 (827 年 - 868 年)  

11. 哈桑·阿斯卡里 (846 年 - 874 年)  

12. 穆罕默德·马赫迪 (868 年 - ?)（隐遁的伊玛目）  

 

七伊玛目派 

1. 阿里·伊本·艾比·塔里卜 (600 年 - 661 年)  

2. 哈桑·伊本·阿里 (625 年 - 669 年)  

3. 侯赛因·伊本·阿里 (626 年 - 680 年)  

4. 阿里·伊本·侯赛因 (658 年 - 713 年)  

5. 穆罕默德·巴齐尔 (676 年 - 743 年)  

6. 贾法里·阿斯—萨迪克 (703 年 - 765 年)  

7. 易司马仪·伊本·贾法里 760 年（隐遁的伊玛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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