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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gime of the Mughal Empire was composed of Islamized Turks. It would be a hard hit to the country if 

the ruling class who is an exotic religion could not deal with the majority of non-Muslims well. Based on 

some extreme policies of Aurangzeb period,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his extreme policies on 

the Mughal 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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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莫卧儿帝国是以伊斯兰化的突厥人为核心所组成的政权，作为一个外来的异教政权，一旦统治

阶级不能很好处理与大多数非穆斯林的关系，将会为国家带来极大的打击。本文以奥朗则布时期的一

些极端化的政策为基础，分析他的极端化政策为莫卧儿帝国带来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莫卧儿帝国，奥朗则布，消极影响 

1.前言 

莫卧儿帝国是外来民族侵入印度后建立的政权，这

个政权从诞生起就伴随着外来民族与本地民族的矛盾，

其中以宗教之间的矛盾表现为甚。主要表现为统治阶层

的穆斯林应当如何对待大多数非穆斯林的本地民众，对

于穆斯林统治阶层来说，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平等对待

非穆斯林群体，促进两个团体融合；另一个是坚持穆斯

林优先，打压非穆斯林团体以保证穆斯林团体的“纯洁

性”。阿克巴选择了前者；而奥朗则布选择了后者。奥

朗则布的政策完全推翻了阿克巴时期的宗教宽容政策，

走向了宗教对立，同时也让莫卧儿帝国走向衰落。
[1]
本

文将从奥朗则布施行的政策，讨论其带来的消极影响。 

2.奥朗则布施行的政策 

奥朗则布出生于 1618 年，自幼接受宫廷的伊斯兰

教育，这些教育既塑造了奥朗则布伊斯兰式的三观，同

时又影响他登基后施行的政策。1658 年在赢得帝位继承

战以后，奥朗则布加冕为帝，莫卧儿帝国的伊斯兰化也

随之加快进度。 

在经济上，发布歧视非穆斯林，偏袒穆斯林的经济

政策。在 1665 年皇帝下令穆斯林商人的国内跨省关卡

税率为货值的 2.5%，而印度教徒的商人税率是 5%。到

了 1667 年 5 月，国王升级了行动，直接免除了穆斯林

商人的关卡税。1679 年奥朗则布发布敕令，恢复“季兹

雅”制，对非穆斯林征收多级财产税。 

奥朗则布作为一名虔诚的穆斯林，对于帝国内的伊

斯兰神学家，即“乌理玛”阶层偏爱有加，1659 年奥朗

则布设置了一个新的职位——“穆塔希布”（Muhtasib）

负责管理市场，由“乌理玛”阶层的人来担任“穆塔希

布”，执行有关禁止蔑视神灵、贩卖酒类、赌博以及偶

像崇拜等一系列法令. [2] 

面对其他宗教，奥朗则布则完全抛弃了阿克巴时期

的宗教宽容政策，他大规模拆除了印度教寺庙，并兴建

清真寺；1675 年处决锡克教“古鲁”（锡克教首领）泰

戈·巴哈杜尔。面对“异端”的苏菲派，奥朗则布也是

大力打击，袭击苏菲派修道院，焚毁苏菲派经书，处决

苏菲派领导。 

总体来说，奥朗则布的政策贯彻了他的伊斯兰保守

派的政策，而这些政策无一例外都是极端的，对于目标

的针对性非常强，这样的后果，一定不会平静，只会充

满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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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施行这些政策的危害 

3.1.苏菲派的式微 

苏菲派是伊斯兰教内的一个神秘主义派别，随着伊

斯兰化的突厥人入侵印度时来到印度半岛。苏菲派的神

秘主义思想与因此衍生的泛神论思潮的兴起，与伊斯兰

教的核心思想，即“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的一神论思

想严重不合，自然也受到伊斯兰正统派的不满。苏菲派

内部有两种思想的冲突，一个是伊本·阿拉比（1165

年-1240 年）的“存在的统一”与艾哈迈德·希尔欣迪

（1564 年-1642 年）的“见证单一论”[3]；这两种学

说本质是一神论与泛神论的思想冲突。 

这两种思想冲突可以说是动摇了伊斯兰教的核心。

而在苏菲派中不乏有远见的人能够预料到这种冲突，苏

菲派大师阿里·乌斯曼·胡吉伟利（1009-1072 年）就

是其中一个。他在在苏菲派来到印度后，特别提出要坚

持一神论思想，避免泛神论思想的兴起，可是，正统派

依然不依不挠，当“见证单一论”思想的提出，就是正

统派要彻底清算苏菲派的信号。 

苏菲派还有一个思想为正统派所不容的，就是推崇

融合，这也是泛神论衍生出来的产物。莫卧儿帝国的民

众大部分信仰印度教，苏菲派主张印度教与伊斯兰教融

合，一定程度上也充当了这两个宗教的“润滑剂”，减

少莫卧儿帝国的内部冲突。 

在奥朗则布登上帝位后，苏菲派的行为因为上述原

因而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信德地区的苏菲派大师沙·伊

纳耶德·卡德利（1613 年-1701 年）反对剥削，他的修

道院遭到袭击，袭击者一次性就杀死了院内 35 名修道

者，连他自己也未能幸免遇难。[4] 

而奥朗则布之所以之所以纵容正统派大肆打击苏

菲派，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就是他的哥哥达拉·舒

科。达拉·舒科是苏菲派卡迪尔教团的信徒，本就让奥

朗则布不满；在帝位争夺战中，苏菲派更是选择支持达

拉·舒科，加重了奥朗则布的不满，所以，当奥朗则布

登上王位后，对苏菲派的打击自然就是顺理成章了。 

苏菲派的式微是正统派的胜利，但是这也为后面更

激进的政策埋下祸根，对于莫卧儿帝国来说，失去了这

一“润滑剂”，两方的矛盾自然也就加剧。奥朗则布连

伊斯兰教内的不同派别都进行打压，那么面对别的宗教，

奥朗则布自然也不会轻易放过。 

3.2.锡克教徒的殉难与反抗 

在帝位的继承战争中，当时的锡克教古鲁哈里·拉

伊（Hari Rai）也是选择支持达拉·舒科。但奥朗则布

取胜后，并没有发兵立即铲除锡克，而是采用了怀柔政

策，要求哈里·拉伊将自己的长子送入宫廷为质。这样

的做法除了能牵制锡克教势力，还可以让将来的锡克教

领导人接受正统的思想教育，希望借此控制锡克教。莫

卧儿帝国政府同时也在收买锡克教上层，培养锡克教的

“异己”来分化锡克教。“异己”势力投桃报李，导致

锡克教公开分裂。1664 年哈里去世，锡克教的下层多数

派拥立泰戈·巴哈杜尔为新的古鲁，这打了奥朗则布一

个措手不及。泰格·巴哈杜尔是坚定的反对奥朗则布迫

害锡克教，代表锡克教底层的利益。[5]锡克教在巴哈

杜尔的带领下扩张势力，这必定不会被奥朗则布所容，

于是奥朗则布下令逮捕泰戈·巴哈杜尔，经过几次战争，

1675 年，巴哈杜尔被俘，押送至德里并于同年 11 月被

处死。这让锡克教徒更加愤怒，他们拥立巴哈杜尔的儿

子戈宾德·辛格担任新的古鲁，锡克教以这种方式，向

奥朗则布示威。 

戈宾德·辛格以阿南德普尔要塞为根据地进行大规

模的武装斗争[6]，随着斗争的持续，越来越多的底层

农民加入锡克教的起义，锡克教的反抗将会一直陪伴着

莫卧儿帝国。 

3.3.拉其普特人的反抗 

拉其普特是莫卧儿帝国的一个族群，梵语意思是

“王族的后裔”。拉其普特人在继位战争时期支持奥朗

则布，虽然有研究证明公开表态支持奥朗则布的拉其普

特贵族只有 9 位，而支持达拉·舒科的拉其普特贵族有

22 位，在数量上舒科拥有优势；但事实确是一个意外，

在达尔马特战役中，达拉·舒科任命的两位拉其普特裔

将军——贾斯·万特·辛格与卡西姆汗，让他们率军抵

抗奥朗则布军队的进攻，这两位将军选择袖手旁观，导

致达拉·舒科惨败[7]，而这场关键性的战役的胜利奠

定了奥朗则布王位继承战争的最终胜利。 

 在论功行赏时，贾斯·万特·辛格被授予 7000 级

“曼萨卜”[8]（莫卧儿帝国的一种爵位制度，相当于

中国的“食邑”）；同样获得此殊荣的拉其普特人还有贾

伊·辛格。而在沙·贾汗时期，拉其普特人并没有获得

如此高规格的礼遇。 

 然而，拉其普特人的信仰是印度教，现在拉其普

特人与奥朗则布能够进行合作是因为大家各有所需，奥

朗则布希望有一个强大的支持力量帮助他登上帝位，拉

其普特贵族希望获得更大的利益。可是奥朗则布这个极

度虔诚的穆斯林，怎么能容忍非穆斯林一直获得如此巨

大的利益？在他登上帝位以后，他就先发布了一系列歧

视非穆斯林的条款，首当其冲被针对的就是信仰印度教

的人，尤其是“季兹雅”。虽然奥朗则布念及拉其普特

贵族的功劳，赦免贵族的“季兹雅”，但之前的一系列

政策已经为拉其普特人与奥朗则布之间的关系打下楔

子。随后奥朗则布借“筹措军费”的名义，削减低阶贵

族俸禄，这些费用却被用来补偿高阶贵族因战争而造成

的损失。[9]而拉其普特贵族的俸禄被削弱得最多，自

然也就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这些行动还在继续，奥朗

则布削减了拉其普特贵族拉贾斯坦以外的“扎吉尔”（皇

帝分封土地给有功的将军，让他们享受土地的赋税），

“削弱扎吉尔带来的影响很大，对于拉其普特贵族来说，

扎吉尔是一种生活必需品，扎吉尔的减少除了让贵族补

助金的收入降低以外，也导致贵族向他们的下属的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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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极大的影响。” 

双方的矛盾最后随着贾斯·万特·辛格的逝世而爆

发，在他逝世后，奥朗则布适时地将辛格的“扎吉尔”

转换为帝国的官府封地，同时还任命了一批政府行政官

僚接管辛格的封地——马瓦尔，并任命了一位忠于奥朗

则布的贵族担任领导人；但是事情却发生了一个戏剧性

的转变，那就是辛格的妻子生下了男婴。辛格的旧部希

望皇帝任命这个男婴为马瓦尔的继承人，奥朗则布要求

将男婴送到德里，接受莫卧儿的正统教育后再让他继承

马瓦尔，这遭到了辛格旧部的反对。奥朗则布用暴力的

手段，试图将这个男婴抢过来，而辛格的旧部则组织兵

马，将辛格的妻子与男婴送上逃亡之路.[10]随后，拉

其普特人的反抗也是此起彼伏。 

3.4.印度教徒的反抗 

面对这些过于激进的政策，底层印度教徒的激烈反

抗。德里有数千名印度教徒聚集在德里城墙前面的亚穆

纳河畔，举行集会抗议，请求国王取消这道敕令，但奥

朗则布并没有在意，他依然进行着这个政策。有一次，

奥朗则布骑着大象前往贾玛清真寺进行例行礼拜时，发

生了一件惨案： 

 ……许多印度教徒聚集起来，从德里城墙到贾玛

清真寺的道路上，一片人山人海，恳请国王收回成命，

以致人行道被阻塞。乌尔都营地的集市上，钱庄商人、

布匹商人，工匠都停止工作，聚集在道路上。虽然国王

下达命令要求人们让路，但是没人遵从，最后奥朗则布

被堵在道路上做不了礼拜。他下令用大象驱赶人们，有

一些人被大象冲倒，惨死在大象脚下。示威进行了几天，

但最后印度教徒还是被迫交纳“季兹雅”。[11] 

莫卧儿帝国内的商业贸易发展也因为奥朗则布的

激进政策受到严重冲击，有研究表明：有印度教商人与

穆斯林商人串通起来，将他们的商品算做穆斯林商人的

商品。久而久之，政府的税收收入也会减少。 

除此之外，奥朗则布还在 1672 年没收了印度教贵

族持有的王室赠地，分封给“乌理玛”，让“乌理玛”

获得更多的土地资源；不仅如此，到了 1690 年，奥朗

则布还将这些赠地变成了世袭地，这无异于培养了一个

巨大的食利集团。这样偏爱“乌理玛”阶层，只会将“乌

理玛”阶层培养成帝国的“蛀虫”,[12]一步步蚕食莫

卧儿帝国的根基。对于莫卧儿帝国内别的贵族来说，这

种偏爱式政策自然不会得到其他高级贵族的满意，国王

与非穆斯林贵族的关系将会更加疏远。 

4.结论 

在伊斯兰的史学作品中，奥朗则布是一个严于律己，

有着虔诚的穆斯林统治者。严格意义上说，奥朗则布要

求将那些边缘地区的领导人接受莫卧儿帝国的正统教

育，削弱贵族的收入，这与中国古代加强中央集权的做

法非常相似。他做这些的初衷，肯定也与他要建立一个

“纯洁的伊斯兰天国”，让莫卧儿帝国变得强盛。但是，

由于他后期的偏执，导致了他的做事非常极端。无论是

处死苏菲派、处死巴哈杜尔、抢辛格的孩子，还是重征

“季兹雅”、对乌理玛阶层的过度宠爱，这些泛宗教极

端化的政策无不体现他的偏执的性格，缺少了作为一个

皇帝要做到平等对待自己的臣民的气度。这是奥朗则布

的个人悲剧，也是莫卧儿帝国的悲剧。 

时至今日，南亚次大陆依然徘徊着“宗教极端化”

的阴影，要想消除阴影，得靠南亚次大陆的人们努力，

尤其是当地的政府,不能因为宗教而导致施政的极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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