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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论丛

伊斯兰市场经济伦理及其特征初探
杨

乐

( 新疆师范大学 法经学院, 乌鲁木齐 830054)
摘

要:

伊斯兰经济伦理在伊斯兰教体系 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内容也十分丰富, 伊斯兰经济伦理中的生

产经营思想、
公平诚信思想以及交易思想对穆斯 林的日常经济生活有着很深的影响。伊斯兰市场经济伦理对
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有着两重作用, 我们不仅要看 到伊斯兰市场经济伦理的积极方面, 还要看到其消极的 方面,
应积 极地将伊斯兰市场经济伦理纳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理论之中, 发挥 其独特优势, 为社 会主义市 场经
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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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必然会

每个产业都有其特定的无法取代的价值, 对人类生活缺 一

有一种文化背景在支撑 着。这种文 化的 核心就 是经 济伦

不可, 不能顾此失 彼, 都 应给 予 足够 的重 视, 坚 持诸 业 并

理。经济伦理在于关注人们应该怎样合理从事经济活 动,

举、全面 发展 。每个 人只 要动 机纯 正、辛勤 劳作 、一丝 不

[ 1]
道德主体的经济行为是否符合善的标准。
伊斯兰 经济伦

苟, 无论从事什么工作, 都能 获得 安拉的 喜悦。伊 斯兰 教

理思想是穆斯林在长期的经济生活中融合伊斯兰教义、教

认为, 人类只有通过发展 农业、畜牧 业、工业、商业 等有 益

法而形成的具有宗教特 色的经 济思想。 虽然伊 斯兰 经济

的产业, 才能增加社会财富、
满足人们的物 质需要。

伦理思想具有宗教的色彩, 但它是以日常经济生活 为基础
的, 对经济活动的进行具有指导作用。

市场经济要求各个产业综合 、
平衡、
健 康地发展, 要 求
各产业之间紧密联系。同时, 市场经济还要求每个产业 内

伊斯兰经济思想从古到今经过不断的发展和完善, 形

部展开竞争, 各产业之间也展开竞争。市场竞争不仅有 利

成了独特的伊斯兰经济体系。在这个体系中, 经济 伦理思

于促进商品的流通, 也有 利于提 高生产 者的 竞争力, 更 有

想可以说是伊斯兰经济的核心内容, 它对伊斯兰的 社会经

利于提高商品质量。伊 斯兰经 济伦理 中有 关发展 各种 产

济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

业的思想与市场经 济的要 求是一 致的。在 鼓励各 个产 业

一、
伊斯兰经济伦理中的生产经营思想

发展的同时, 也要求各产业之间的展开竞争。竞争使每 个
产业结构优化 , 使市 场逐 步 扩大, 使 社 会财 富不 断 增加。

伊斯兰教 与其 他宗 教最 大的 不同 点就 是重 视 对 两

尽管这种鼓励生产经 营的伊 斯兰经 济伦理 思想在 形成 时

世! 幸福的追求, 不仅追求 来世! 的幸福, 今世!的 幸福也

并不认为是市场经 济思想, 但是 随着时 代的 进步, 这种 思

很重要。 今世!的幸 福也是安拉赐予人们的, 应该 寻求安

想的先进性和发展性则逐步得到 了体现。

拉的恩惠。要实现 今世!的幸福就要鼓励人们从事生产经
营活动, 通过生产经营活动改变当前的生活状况, 获得现世

二、
伊斯兰经济伦理中的公平诚信思想

的幸福, 从而得到真主的嘉奖。∀ 古兰经# 和∀ 圣训# 中充满

分配的合理与否, 不仅影响生产、
流通 和消费, 而且 直

了穆斯林对今 世积极 奋斗, 后世 永享 天园的 警句: 人啊!

接关系到一个社会的稳定。伊斯兰教认为 , 每个社会成 员

你必须 勉 力 工作, 直 到 会 见 你的 主, 你 当 看 到 自己 的 劳

在法律上、人格上都是平等的, 因此, 应该公平合理地分 配

绩。
!

社会财富, 反对财富集中 在少数 人手里, 以 免造成 社会 贫

[ 2]

从这里可以看出伊斯兰教信众把改善现实生活的勤

劳奋斗、
自力更生看作是顺从安拉的一项积极使命。
伊斯兰教鼓励从事各 种产 业的生 产经 营活动。 因为

富差距。∀ 古兰经# 说: 我将他 们在今 世生 活中的 生计 分
配给他们, 我 使 他 们 彼此 相 差 若 干级, 以 便他 们 层 层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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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 即根据人们对安拉事业的贡献大小, 人们勤奋 工作的

也脱离了关系。
! [ 3] 又说: 谁囤积货物欲待高价 售之, 谁 就

程度来实现相应的财富分配。

是罪人。
! [ 3] 伊斯兰也反对随意干预市场价 格, 干涉市场 所

其实, 这种公平分配思想和我国市场经济的分 配制度

必需的自由。因自私自利和贪得无厌而限 价, 属伊斯兰 禁

的要求是一样的。伊斯兰 教是根据 对安 拉事业 的贡 献大

止的行为。先知曾说: 让人们自由买卖吧! 安拉将使人 们

小来分配财富的, 虽然带有宗教色彩, 但是有它的公平 性。

彼此获得生活给养。

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是按照付出劳动多少来分配财富 的。

市场经济倡导自由竞 争, 反对垄 断。要保证市场 经济

这两者的思想其实是一 样的, 强调的 都是 公平分 配, 这种

的健康、
有序、
高效率发展, 必须建立自由、公平的市场竞争

公平的分配制度既有助于防止了贫富两极分化, 同 时也有

秩序, 充分发挥市 场调节作 用, 减少政 府干预。不过, 由于

助于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

市场调节所具有的缺陷, 在有些情况下, 政府需要运用宏观

安拉在∀ 古兰经# 中启 示穆斯林 : 从 你们的 主发 出的

调控手段来干预市场, 以 维护市场秩 序。所以市场经 济虽

明证, 确已来临你们了, 你们当使用充足的斗和秤, 不要克

然是自由经济, 但是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 如果没有政府

扣别人所应得到货物。
! 你们 应当秉 公地 谨守衡 度, 你们

的宏观调控, 市场经济是不可能获得健康有序发展的。

不要使所秤之物分量不 足。
!∀ 古兰 经# 还规 定: 伤 哉! 称
量不公的人们; 当他们 从别人 称量进 来的 时候, 他们 称量

四、
伊斯兰市场经济伦理特征

得很充足; 当他们量给 别人或 称给别 人的 时候, 他们 不秤

1. 伊斯兰市场 经济伦 理具有 浓厚的 宗教 色彩。伊 斯

足不量足。难道他们不信自己将复活, 在一个重大 的日子

兰经济伦理中市场经济思想一般都带有宗 教的色彩, 这 是

吗?! 由此可见, 伊斯兰教要求人们在从事生产经营 活动时

不难理解的, 因为伊斯兰 伦理来 自∀ 古兰经# 中的教 义、教

要诚实, 反对欺诈, 自觉维护消费者的正当权益, 使 经济生

法, 处处体现着宗教信仰 的教义 要求, 作为 伊斯兰 经济 伦

活的有序进行。伊斯兰教 要求穆斯 林做 诚实的 商人 而不

理则是∀ 古兰经#在经济生活中的一种体现 。

是奸商。对于奸商, 它主 张施以 严厉 的惩罚 , 而 对于 诚实

2. 伊斯兰市场经济伦理贴近现实经济 生活, 具有灵 活

的商人则给予奖励, 甚至把是否诚实经商同是否真 诚信教

性。伊斯兰市场经济伦 理对于 具体的 经济 活动具 有指 导

相联系。

作用。人们应该怎么做, 哪 些不应 当做, 伊 斯兰市 场经 济

另外, 伊斯兰 教 还要 求穆 斯 林在 商业 活 动中 凭约 守

伦理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具有针对性。尽管伊斯兰经济 伦

信, 契约一旦订立就必须履行, 反对爽约。∀古兰 经#规 定:

理涉及到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 但并非千篇一律地对待 各

当你们缔结盟约的 时候, 你们 应当履 行。你们 既以 真主

种经济活动。每个产业都有各自的经济行 为, 伊斯兰市 场

为你们的保证者, 则缔结盟约之后就不要违背 誓言。
!

经济伦理对这些行为有着不同的 规范。

正是穆斯林坚持着这种童叟无欺、
同类异族无 诈的诚

3. 伊斯兰市场经济伦理要求人们发展 经济, 追求长 久

实与公平的经济道德, 伊斯兰经济活动在千百年来 始终保

的幸福生活。伊斯兰市场经济伦理主张发 展经济, 但不 是

持着健康的品质, 并在 中世纪 前后出 现了 空前繁 荣景 象,

单纯地发展经 济, 发 展经 济 只是 一种 手 段, 而不 是 目的。

[ 3]

带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这种诚信守信美德正是 现代市

我们知道伊斯兰教信仰两世幸福, 即今世的幸福和后世 的

场经济所提倡的, 市场 经济是 道德经 济更 是诚信 经济, 市

幸福。伊斯兰 教认 为人 生在 世 是短 暂的 , 幸福 也是 短 暂

场经济没有诚信作为保障, 是无法正常发展的 。

的, 后世的幸福才是长久的。它鼓励穆斯林积极地追求 今

三、
伊斯兰经济伦理中的交易思想

世的幸福生活, 但始终不 能忘记 后世幸 福, 今世的 幸福 是
为后世的幸福做准 备。因为发 展经济 只是 为了获 得物 质

伊斯兰教非常重视 交换, 鼓励 经商。在 它看 来, 商业

财富来享受 今世! 幸福, 并不是 人生的 最终 目的, 人生 的

是各种产业之间的桥梁, 能够促进流通、刺激生产。因 此,

最终目的是获得 来世!的幸福。创造财富也不 是目的, 而

它充分肯定商业的价值, 鼓励商品贸易。

是人们获得幸福的 手段, 人们理 应为不 断地 创造财 富, 为

首先, 伊斯兰教强调 商品交 易中 的互惠 互利 原则, 要

社会造福。

求交易双方的 互赢! , 反对因一己之利而损害他人 及社会

4. 伊斯兰市场经济 伦理 是不 断发展 和完 善的。伊 斯

利益的行为。∀ 古兰经# 和∀圣 训# 中有多 处体现 商业 活动

兰市场经济伦理是在 随着时 代的发 展而不 断地来 完善 自

互相尊重、
公平订立契约的内容。互惠互利原则是 伊斯兰

己的。从伊斯兰经典经 济思 想、中世纪 伊斯 兰经济 思想、

公平思想的重要体现, 任何违背该原则的行为都要 受到谴

近代伊斯兰经济思想到现代伊斯兰经济思 想, 这是一个 动

责和禁止。

态的发展过程, 每个时期 的伊斯 兰教学 家、教法学 家以 及

其次, 伊斯兰经济 伦理 严禁垄 断, 鼓励 自由竞 争。先
知说: 谁囤积四十天, 他便和 安拉脱 离了 关系, 安拉 与他

经济学家都对伊斯兰经济思想发展做了大 量的工作, 其 目
的在于使伊斯兰教适应现代社会 发展的( 下转第 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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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新疆可成为中亚国家留学生的首选之地。新疆的高 校

大来源, 是教育收入 的一种渠 道。 新疆 虽然处 于祖 国的

应该抓住这一契机, 大力 发展留 学生教 育, 通过对 留学 生

西北边陲, 但紧邻中 亚国家, 处 于亚欧 大陆 腹地。随 着近

收费扩充新疆的高等教育经费。

年来国家领导人对中亚国家的访问, 中国和中亚国 家的交
流越来越频繁。又由于汉 语国际地 位的 提高以 及双 边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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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国家来讲, 新疆的 学费、生活费 较低 而且还 有获 得奖
学金的机会。发展中国家 学生一般 会考 虑留学 的经 济因
( 上接第 33 页) 需要, 从而 也使伊斯 兰经 济思想 得到 了不

场经济伦理的积极方面, 还要看到其消极的方面。只有 清

断地发展和完善。

楚地认识到这种两重 作用才 能更好 地引导 伊斯兰 市场 经

5. 伊斯兰市场经济伦理 非常 重视 人! 的概念。 伊斯

济伦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服务。

兰经济思想非常重视 人! 的概 念, 而 非客 观规律 的作 用,

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 伊斯兰市场经济伦理与我国 社

这也是它与其他经济思 想的不 同之处。 我们知 道人 类社

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是有差异的, 其中有些方面的消极 作

会的经济问题是由于人 的无穷欲 望和有 限资源 之间 的矛

用是不容忽视的。一是穆斯林都虔诚地笃 信伊斯兰教, 处

盾引起的, 经济学就是在调节两者的关系中使资源 有效地

处以教义、教法为行为准 则, 这 可能会 影响 国家有 关政 策

配置达到最理想的效果。伊斯兰教认为, 市场经济 体系的

和法律的贯彻实施; 二是伊斯兰教中某些教义不同程度 地

优劣, 并不在于有无市场, 有无交易, 甚至不在于有 无完善

限制妇女从事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 这对市场经济建设 有

的市场法律, 关键在 于有无健 全的 经济 伦理。 由此 我们

着不利影响; 三是伊斯兰教的宗教消费观在一定时期和 地

可以看出伊斯兰教重视对人的教化, 用于规范人行 为的法

区会影响大众的消费观, 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

律和规范都是外因, 起 主要作 用的是 人内 心的道 德律 令。

完善和发展。[ 4] 对此, 我 们应将 伊斯兰 市场 经济伦 理纳 入

这可能过分地重 视了 人的 自觉 作 用, 但是 市 场经 济的 有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理 论之中, 充分 发挥 其积极 作用。

序、
健康发展却 是需 要 经济 主体 的自 觉规 范 行为 来保 证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 伊斯兰市场经 济

的。经济主体有了自觉的意识和行为, 那么用以保 障市场

伦理能够发挥其独特优势, 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

经济运行的法律、
法规也就失去了其原有价值 。伊 斯兰市

完善和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 3]

场经济伦理的这种 以人为本! 观点与其他的市场经济 以
法为本! 观点有较大 的差别, 伊斯 兰教直 接看到 了影 响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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