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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明末清初伊斯兰教学者马明龙的生平与著述, 学界注意尚不多。本文介绍了马明龙现存的主要著作 认己醒语!;

还依据 经学系传谱∀ 马明龙先生传谱 !、 天方正学∀ 武昌真人墓志 !、 马四爸爸传略! (  认己醒语 !后附 )及  马铨华表碑

记!,叙述了他的生平; 最后简略地总结了马明龙佚存作品的总体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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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明龙其人, 在明末清初中国伊斯兰教史的研究中给予

的讨论是比较少的,  回族人物志!也没有为他立传。但是,

从康熙末年成书的 经学系传谱 !置有关于马明龙的专传来

看, 马明龙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位伊斯兰教学者。 伊斯兰教

辞典!有马明龙的小传 [ 1], 即主要出自  经学系传谱!。 经

学系传谱!称时人以常蕴华、李定寰、马君实、马明龙为 #东土

学者之四镇∃ % , 其学术地位可见一斑。

一、 经学系传谱!所载的马明龙其人

 经学系传谱∀ 马明龙先生传谱!记他 #字明龙, 江夏人

氏, 馆于家∃, 并记载他是冯伯菴的弟子,又是冯少泉的弟子。

从 经学系传谱!所附的师承谱系, 我们可以约略推测他的活

动时间主要在明末, 可能会到清初。 经学系传谱∀ 马明龙

先生传谱!主要记载了马明龙的三件事情 #拜师入道 ∃、

#率性而修∃、#烟可食乎∃, 有着比较多的历史信息的是 #拜

师入道∃一事,曰:

先生幼从父习经兼书, 应对明辩, 敏达逾人。时伯菴先

生设帐同心城, 先生自楚赴, 途有葺洞为居者,因 岩而凿土洞作
居 者 ,俗名曰窑。必不

宿寓, 每渡江河,且怯舟楫, 故作谚曰 #乘舟乃死而未埋者, 窑

居乃埋而未死者∃也。

及同心城授业越三年,即谋归, 途经杏园,于晋谒少泉先

生,扣其学, 尤未明达,先生复留而求教焉。继而终以共七年

限,学始成, 而赋归欤。抵家,足不履户, 费专研而学始大成。

第 & 米尔萨德 !∋乃理学炼性入道之经也 ,而昔

授教欠工,心常歉然。适有缠头名极料理者, 云游至楚, 侨宿

于寺, 而形状非凡, 举动辄异, 先生奇之, 邀请于家, 而敬礼

焉。先生每读 & 米尔萨德!∋, 彼指之曰: #此中何

说?∃曰: #非尔所知也。∃曰: #吾固不知, 然尔所知, 亦乃白纸

行中走徒认字耳。∃或 言先生居内房 (有两间之内 )阅经,彼居外房,适一蜂欲出
户 而触窗纸 ,彼哂之曰 : # 盍从门径而出, 徒触于纸何也? ∃ 先生惊异,

扃户求益,彼亦渐露其机, 固乃深通理学入道之秘者,先生遂

乃师之。盖经学之字义, 变化万端, 一字数呼, 或知其字, 而

不识为兹土之何物, 故举诸物以询之, 即渐注释, 盘桓及月,

深获入道之就里矣。然而极料理囊有一经名  富而斯 !

者,犹惜不与之, 未几往游粤西焉。盖伯菴先生仅识

& 米尔萨德!∋字之浮义, 先生今得就里&抄本作 # ?∃, 整理本

改作 #里∃, 是∋; 而蕴华先生既获 & 富而斯 !( ∋, 于专研

后,既得义之就里&抄本作 # ? ∃, 整理本改作 #里∃, 是∋, 又达

字之正义矣。盖 & 富而斯!∋中多蕴 & 米尔萨

德!∋之注释。及传蕴善先家师, 又得  克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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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哈查蒲!,译 曰 开幔
之 经!。 乃开幢幔
即 障隘
义 。 、溃壅塞、启蒙蔽、解系绊之经,

方臻理极义尽之境。则今所传,真可为檀闻宝鼎, 缕缕皆香,

珠滚冰盘, 颗颗斗包,故深施觉世婆心, 顿开千古群蒙矣。复

搦如椽之笔, 遂著书字之译焉,名此经曰  推原正达!, 无乃有

本者如斯耳! 后明龙先生闻蕴华先生无庸传授,而能探测此

经之奥妙, 乃愤之曰: #此系何物, 而能自解悟之哉? ∃盖二先

生, 一得人之指示, 一得经之解究, 苟论各逞力量之所使 , 则

有强弱之分耳! 如路未辟, 则无径; 既获行, 成道矣 ;终, 则可

行车焉。而吾先生复得  开幛之经! ) , 可为际遇之获有不

齐, 学问之分有多寡耳! 凡洪福完人, 方能全得其济, 逮亦主

欲启迪理世之学, 特出一代伟人, 阐发先天之秘,唤醒醉梦愚

迷, 而能寻永活之泉源也 [ 2] ( P44- 45)。

除了记录马明龙先后师从冯伯菴、冯少泉的情况, 主要

记录了马明龙师从极料理的史实, 十分可贵。极料理是一位

西域伊斯兰教学者, 在 经学系传谱!的其他地方如 常蕴华、

李延龄二先生传谱 !还有提及,可知在中国多有活动。明代

末年在中国活动的域外伊斯兰教学者, 最为知名的当属张中

从学之印度经师阿世格。 经学系传谱 ∀ 先太师胡先生传

谱!提到胡登洲从天房来的进贡缠头叟处得到  母噶麻

忒! [ 2] ( P26- 28) ,这位进贡缠头叟则有相当的传奇色彩。极料

理、阿世格等人都是域外伊斯兰教学说传入中国的重要中

介, 值得作专门的探讨。

关于马明龙的著述,  经学系传谱!只是提到他将  米尔

萨德!翻译出来,称 推原正达!。 米尔萨德!一经在中国伊

斯兰教史上有突出的地位。此前, 冯伯菴习过此经 [2] ( P34)。

约略同时, 常蕴华也习过此经, 还 # 以经语注释, 得七

八。∃ [2] ( P57- 61)不久, 舍蕴善也翻译了此经, 也名为  推原正

达! [ 2] ( P87- 88)。康熙年间伍遵契也曾译出, 称  归真要道 !。

但马明龙、舍蕴善所译都没有能够流传下来, 只有伍遵契所

译流传至今。所以, 探讨马明龙的宗教思想时, 资料是很匮

乏的。

在寻检明清汉文伊斯兰教典籍的过程中, 获得了一些相

关的信息, 对于马明龙的研究是比较重要的。特别是他所著

 认己醒语!的民国镇江刻本, 以下略作介绍。

二、 认己醒语!

最近几十年来,  认己醒语!未见重新出版, 所以不大为

人所知。查阅各类网络藏书目录,发现有两家著名的公共图

书馆藏有此书。

其一是东洋文库所藏 (书号: III- 14 - B - 45 ), 描述

如下:

认己醒语一卷附马四爸爸传略一卷

清马明龙撰 传略清杨恩寿撰

民国 8年润州杨德诚重刊本

其二是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 (书号: 133104),描述如下:

认己省悟

石印本

镇江山巷, 民国 7年 ( 1918)

1册

此书书名页题 #认己省悟∃; 此书书名还见于民国初年颇

为著名的镇江杨德诚印刷所的 #江苏镇江现有经书木板∃广

告中∗,题 #认己省悟∃; 而且镇江刻本书前民国 7年 ( 1918

年 )杨竹坪序称 +认己省悟,序!, 所以颇有称马明龙此书为

 认己省悟!的。

那么,书名为 认己醒语!还是 认己省悟 !呢?

书名问题,从镇江刻本的正文可以得到准确的答案。正

文首叶首行及第二、三、四行作:

顺治十八年武昌太师马明龙集逑 −

认己醒语 认醒之表 首奉

主制明命次遵

圣谕..

#认醒之表, 首奉主制明命 ∃, 当为首句, 则第二行之 #认

己醒语∃,当为书名。版心上部亦题 #认己醒语∃。可见书名

当做 认己醒语!。 #认己省悟∃只是出自 200多年之后的杨

竹坪的序而已,国家图书馆目录所著录不足为据/。此外, 出

版时间作 #民国七年 ( 1918年 ) ∃也是不正确的,应作 #民国八

年∃,民国 7年是杨竹坪作序的时间。

从正文首页所题, 还可以确知书成于顺治十八年 ( 1661

年 )。

镇江刻本正文末行题:

雍正十三年明龙太师爸爸第九代衣马光前率男德恩

敬刊。

可见在雍正十三年 ( 1735年 ), 此书曾经刊行, 民国 8年

镇江杨德诚刻本是以此本为底本重刻的。雍正十三年马光

前、马德恩刻本今未见, 此本很可能是  认己醒语!的第一个

刻本。除了雍正十三年马光前、马德恩刻本、民国 8年镇江

杨德诚刻本外,  认己醒语!似无其他刻本行世。

三、 经学系传谱!之外有关马明龙的两份传记文字

除了 经学系传谱 !的可贵记载之外, 咸丰年间成书的

 天方正学!有 武昌真人墓志!一篇, 实际上也是马明龙生平

的记录,但是需要对所记人物的姓名作一些考证与勘同;  认

己醒语!后附  马四爸爸传略 !, 虽然写成已晚至民国 8年

( 1919年 ),但也能够提供重要而且可靠的信息。

 天方正学!卷七 武昌真人墓志!载:

真人姓马,明际江夏人。大学家, 为武昌以祃牧, 于西经

道学,得有真传, 为回教领袖。躬修厥德,性见光辉。

尝坐静于 窑中,而德望日隆。湖广总宪请入公室, 开

三道公门,见其独履白云三尺而入其中门。相见即曰: #真人

大功成矣。∃弗敢多言。请还, 云: #静坐, 神明将大矣。∃0于

是冬月十二日归真, 发真身香, 遗言以第三十本天经置于胸

膛葬之。是以遵行修墓于武昌省城东二十里马家庄,为固土

补奥师。吾人敬谨茔修八角鼎于墓。当是时也, 真人于河南

道上迎其子由豫旋渚,其子途中见父, 胸膛出其经,训曰: #家

中候此第三十本圆经, 尔须赶紧回家。∃其子奉命, 捧其经而

还,正值头七圆经之时, 众寻此第三十本 , 适其子捧其经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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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始知父归真矣。众师获其第三十本而圆其经, 然后谋曰:

#马真人尚在世,吾人愿寻见而求道也。∃十人分五路而寻访

之, 一至周口, 闻去正阳关, 赶至其关, 访闻去扬州, 赶赴扬

州。未抵郡城, 而路上一山, 至山中清真寺, 入见众人礼主

祃, 有净水二瓶,二人即洗小净赶上主祃两拜, 见真人在上领

拜, 二人自谓得见真人矣。不意叩拜毕, 乃荒山草野, 无寺无

人, 并无水瓶,始知真人仙境, 一聚而已, 弗可寻访也。愚而

自返, 醒而自修,亦可得也 1。

称为墓志, 实际是一篇小传,  天方正学 !中的墓志大抵

皆然。但是传中对马真人的名字和生卒年一类的基本信息

倒是没有记录, 大部分的篇幅是讲他的两桩 #奇迹 ∃。从他姓

马、江夏人,是 #大学家∃, 墓在武昌, 我们可以推断就是明末

清初的马明龙。

#固土补奥师∃一词,  天方正学!所录 西来真人墓志!

解释作: #译固土补, 执事天仙, 妙体也。奥师, 地丁也。∃  洒

英祖师墓志 !解释作: #译固土补, 执事天仙。译奥师, 地

丁也。∃2

按 #固土补∃, 阿拉伯语 的意译, 意为显要、巨头、杰

出人物, 回族穆斯林引申为特指具有神秘色彩和非凡奇迹的

宗教人物 [ 3]。 中国伊斯兰教史!解释常蕴华、李定寰、马君

实、马明龙四人被称做东土四镇, #乃是本苏菲学说分固土布

(特殊的吾力 )为八类的说法将这四人尊为第五类固土布, 即

3固土布奥他德 4。固土布奥他意为地钉式的固土布, 共有四

个, 相当于东西南北的四个柱子。∃ [ 4]与 天方正学!的解释一

致。 武昌真人墓志! #固土补奥师∃应当就是 #固土布奥他

德∃。

同卷的 黄真人墓志!, 有关于他师承于马明龙的纪录:

真人名道, 字吉士, 楚南人也。心慈性善, 攻诵西经, 志

于道学。师事武昌马真人, 得真传实学 5。

 认己醒语!附 马四爸爸传略!曰:

马四爸爸讳明龙, 明真人也,生于湖北武昌。幼知好学,

长能体道, 力行五功而不懈, 诚信独一而无疑。有经天纬地

之才, 有神化不测之妙,当时皆称为真人。其他之神妙, 本难

尽述, 兹就山前寺迁移金龙巷之原因, 略述梗概。

山前寺本与督署相对, 康熙初年, 黄督出入, 必须鸣炮。

马真人在寺内礼拜诵经, 不免因之惊动, 遂生憎焉。忽数日

之间, 督署燃炮无声, 黄督即责燃炮者: #何以无声? ∃有回人

在署当差者禀称: #燃炮无声, 恐是马真人恶其惊扰, 以显神

妙。∃黄督大怒曰: #此必是妖人幻术。∃遂请张天师至署,以来

降服, 当饬人邀真人来。黄督与张天师南面高坐, 谈其原委,

张忽见真人足不著地, 飘然而来。黄迎入奉茶, 真人曰: #君

茶不洁, 吾自有茶。∃突见天井中有一手伸下, 大于片席。黄、

张正在惊惶之际, 又见一老人捧茶来献, 张细认时, 乃是前辈

已故之老天师也, 不胜惊讶之至, 即高声赞曰: #马真人之教,

诚哉正教也! ∃黄督睹此情状, 迥非妖术可比, 只得与真人婉

商云: #有官地一处, 请将贵寺迁云。∃真人允诺, 并云: #该地

之长, 只须如我缠头之布斯可矣。∃孰知牵布围地之时, 量至

有数千方之多, 尚未能满其布之长, 黄督大为叹服, 遂命照黄

鹤楼八方样式建造此寺。寺内今犹存 瑶洞, 以留神妙之

遗迹。

生时著有一经, 译名曰  穆罕默地力买海顶燕!以传

于世。

真人生于明万历二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殁于清康熙十

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墓在湖北武昌保安门外十五里马家下

庄,至今吾教人过其地, 犹抚其墓, 想见其人, 为之流连不

置云。

民国八年阴历正 月吉日真州杨恩寿敬撰
斋 月 日润州杨德诚重刊

此传明确纪录了马明龙的生年是明万历二十四年 ( 1596

年 ),卒年是清康熙十七年 ( 1678年 ), 相当可贵。所卒月日

是 #十二月十三日∃,  天方正学∀ 武昌真人墓志!作 #冬月十

二日∃,即十一月十二日,各差一月和一天, 当是 #一∃、#二∃、

#三∃三个汉字可能有的讹误。墓在 #湖北武昌保安门外十五

里马家下庄∃,  天方正学∀ 武昌真人墓志!作 #武昌省城东二

十里马家庄∃, 也是大略相同的。

 穆罕默地力买海顶燕!一书, 从书名看似乎是译作, 但

既称 #著∃, 又称 #译名∃,也可能是用波斯文或阿拉伯文所著。

此书不见其他文献记载。

不过,与 天方正学∀ 武昌真人墓志!相同,  马四爸爸传

略!主要还是关于马明龙生平中的神奇事迹,甚至足不履地

这一细节也是相同的。称他为 #真人∃这一点也和  天方正

学!相同。

 天方正学∀ 武昌真人墓志!中的 #总宪∃这一职官名称,

查 中国历代官制大词典!解释: # ( 1)明清都察院长官左都

御史的别称。因古代御史台别称3宪台 4 ,而都察院即御史台

的职任,故仿古称号为总宪。左副都御史则称副宪。 ( 2)清

代总督的别称。因总督例兼兵部尚书及都察院右都御史衔,

故亦称总宪。∃ [ 5]那么, #湖广总宪∃,当指清初的湖广总督, 所

以即是 马四爸爸传略!中的 #黄督∃。但是, 再查 清代职官

年表∀ 总督年表!相关时期却并无黄姓的湖广总督 [ 6]。

根据 天方正学!和  天方尔雅!中的字母表, # ∃, 注

#音噶夫∃, 应即 # ∃ 。 # ∃为字母 # ∃的读音 [ 7]。则

 天方正学∀ 武昌真人墓志!中的 # 窑∃即是  马四爸爸传

略!中的 # 瑶洞∃。只是不知何谓 # 窑∃?

以上可见,  天方正学∀ 武昌真人墓志 !和  马四爸爸传

略!两种记载有相当部分是同源的。

 天方正学∀ 武昌真人墓志!和 马四爸爸传略 !关于马

明龙的记事,都出现了一位地方大员, 这一点也出现在 经学

系传谱!的记载中。这就是 经学系传谱∀ 马明龙先生传谱 !

记载的第二个故事 #率性而修∃:

先生之居,邻达清真寺, 而接壤抚台辕下焉。朔望之辰,

诸司道府必吉服趋谒,俟其启门, 而于官廨集坐之。一日, 诸

贵偶偕步于寺,而先生之宅有扉可达焉, 遂出迓礼于庭。诸

司曰: #汝何人也?∃曰: #清真掌教。∃曰: #何为教? ∃曰: #即修

道之谓教也。∃曰: #所修何道? ∃曰: #率性而修, 即修齐治平之

道。∃曰: #且毋论修齐治平, 所云率性, 何以解之?∃曰: #率性

乃克去己私,复还天理, 而成宁定之性是也。凡人率此, 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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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达矣。∃诸司点首称善。又曰: #汝等掌教, 亦似物外闲人。

其如释道之流, 则有笑傲于王公之前者, 汝何若是之足恭

也? ∃曰: #吾教与儒教同伦理 ,凡循礼法者, 必以忠君孝亲为

事业, 而贱之事贵,自有成规, 岂可以无父无君之狂妄释道为

比哉! ∃诸司见其出言不俗, 亦礼而不亵, 曰: #闻汝教有经, 可

许观乎? ∃曰: #请至掌教寒&抄本作 #塞∃, 整理本改为 #寒 ∃,

是∋庐,何妨一玩。∃于是导入小扉, 进其院落, 则庭除潇洒, 径

辟幽闲, 池鳞沁目,砌卉可人。由花架曲廊而达其堂, 则几炉

起篆, 图画生风。继则茗碗花瓶, 琴床书案, 色色精雅。诸上

台叙爵而坐, 命从人为先生设座, 毋许叩, 命揖之, 诸上台举

手曰: #请起。∃于是先生献茶毕, 取  咯遂!, 开箧呈览,

而命讲之。先生从容缓言以讲,而其理性渊源, 阐扬机妙, 尽

属儒书中之所未发。各上台侧耳静听, 无敢声嗽之者。及报

抚台升坐, 而犹俱怏怏未忍去。后朔望辄来听讲, 旬日之间,

旌奖匾额, 森列其庐,给掌教牒并冠带焉 [ 2] ( P45- 46)。

抚台, 称巡抚, 巡抚为一省长官。但上引故事中的抚台

并未与马明龙有直接的关系。有关系的是 #诸司道府∃,即巡

抚属下二司 (二司的长官为布政使和按察使 )及各道、各府。

地位尊崇的地方官员, 作为故事的基本元素, 是用来反

衬马明龙的了不得, 并表现伊斯兰教得到尊重的情形。只是

 经学系传谱!中显得非常融洽温和, 更少神奇的色彩。看来

马明龙与地方官员间的故事,是有关马明龙的故事的核心,

并且也是许久以来一直流传的。

四、马明龙晚年与马蛟麟和马雄的关系

此外, 据康熙二十年 ( 1681年 )马承荫所撰  + (清真 )指

南,序![ 8] ,马明龙等人曾因广西提督马雄 (马承荫父 )之邀

在广西讲学。这是常为中国伊斯兰教研究者称述的史事。

广西提督驻柳州, 马明龙讲学应当在柳州。 经学系传谱 ∀

马明龙先生传谱!记载第三个故事 #烟可食乎∃时,提到:

时粤西镇台马公讳 蛟
麟 , 因先生饱&抄本作 #抱∃, 整理本改为

#饱∃,是∋学多闻,常具馈贻, 先生坚却之。马公时差一弁, 持

白镪百二十金以馈之 ,先生屡辞。差弁曰: #爸爸既不收为己

用, 何如代费之于善事哉! ∃先生从之, 以之收置义田一所, 籍

其租息月给诸生为需用。今田犹在, 近因马氏穷落, 犹有归

田之意云 [ 2] (P47)。

马雄, 陕西固原人 (今属宁夏 ) ,为马蛟麟族子, 蛟麟抚为

己子。马蛟麟,  经学系传谱∀ 张行四先生传谱!也记有他馈

赠的故事, 称他为宁镇之同心城人 , 又称 #后侄雄嗣荫封, 升

提台∃ [ 2] ( P48)。镇台, 清代称总兵。乾隆 梧州府志!载: #国

朝顺治八年, 定南王左翼镇总兵马蛟麟取梧州, 统兵镇守。

马雄袭职, 嗣镇。康熙二年,雄升提督, 移镇柳州。∃!又 #国朝

镇将总兵∃记有马蛟麟、马雄二人, 马蛟麟下注 #顺治八年

镇∃,马雄下注 #顺治十年镇, 十五年移南宁 ∃∀。可见清初马

蛟麟、马雄先后在梧州任总兵#。 清史列传∀ 马雄传 !记马

雄顺治十八年任广西提督 [ 9] , 嘉庆 广西通志!则作康熙元

年 ∃ ,均与乾隆  梧州府志 !不同。马雄死于康熙十七年

( 1678年 ) %。据 马四爸爸传略!所记,马明龙卒于康熙十七

年 ( 1678年 ), 看来他讲学广西应是他晚年的一件重要事情。

 经学系传谱!约成于康熙五十三年 ( 1714年 ) & , 此时马

明龙早已去世, #今田犹在, 近因马氏穷落, 犹有归田之意

云∃, #归田∃当是指广西当地掌握马明龙当年捐资购买义田

的义学 (当为清真寺所设 )而向马明龙的后人归田吧。

五、现存有关马明龙生平时代最早的一份石刻文献

 马铨华表碑记!

从写作时代来讲,康熙二十二年 ( 1683年 )  马铨华表碑

记!是在马明龙死后由他人撰写的各种有关马明龙生平的资

料中撰写时代最早的一份。此文附载于答振益 伊斯兰经师

马铨![ 10]一文, 又收入 中国回族金石录 ![ 11]、 湖北回族资

料辑要![ 12]和 武汉市志 ∀ 文物志 ![ 13] (P94- 95) ,  中国回族金

石录!、 湖北回族资料辑要 !与 伊斯兰经师马铨!所录略

同,  武汉市志∀ 文物志!称之 马斯巴巴墓华表碑记!。

此碑现存马明龙墓室,位于武汉武昌卓刀泉华中师范大

学第二附属中学院外。除了此碑, 墓室还嵌有另一块汉文碑

和一块阿拉伯文碑 [ 13] (P80)。

以下根据答振益 伊斯兰经师马铨 !录出, 作了分段, 标

点略作改动,并核对 武汉市志∀ 文物志!所录, 有不同之处,

用方括号注明于后:

从来性道教之传, 各有宗主。故间 &6 ∋世特生一人, 踵

接芳躅。虽地异时殊, 而德望素著, 咸奉为楷模焉。在亲灵

者,固精&赞∋其渠&矩∋诲, 即考诸生&身∋后者, 亦可于著书

立说中,无不见其美, 斯传传斯久也。

吾教派衍先圣,西方之学者得其薪传, 嗣后渐传而东, 与

秦壤相接,道先倡于秦。百余年来, 秦中胡公、冯公、海公辈,

后先嗣其统。未儿&几,是 ∋, 而吾&6 ∋道南矣。如我明龙马

先生,楚产也。博通经典,研究精义&火,误 ∋, 游其门者履长

&常∋满。楚有先生, 秦之诸公当不得独美于前矣 &有一云

字∋。

韬钤&铃∋是娴 &女 + 间∋, 不获窥先生堂奥。曩宦游予

&豫∋章, 后与先生聚鄂渚&诸, 误∋, 几逾裘葛,不啻坐春风中。

及迁移于闽,每深离合之感, 祇&只∋以寸幅达邮筒&简, 是 ∋

耳。令甫任川北, 道&无道字∋便趋谒。登其堂, 止见车服礼

器,慨然想&相,误∋见其为人, 羹墙之慕, 其何有极! 厥后, 令

子公亮公,出先生所著 认己 &以, 误 ∋醒悟 &语 ∋!。予读罢,

乃识认己&已,误∋之学,不堕旁门; 认魂之旨,直透本初; 即魂

即性之说,又能从魂识性, 因性摄心,并可因性以达天不&6 ∋

已。将造化之根源, 造世之真主, 悉括 &抬, 误 ∋于一己 &已,

误∋体认之中哉! 然后知 &和, 误∋先生之秉铎传经, 洞见至

&圣∋理, 有非谭元&无∋参禅所能仿佛万一者。

且性&6 ∋喜施予, 不惜罄&无橐字∋囊以为周赈&帐,误 ∋

计。薄霄之义气,教中人咸诚服之, 当不止教中人咸诚服之

也。至若旁搜训典,缔结贤豪, 一时名公钜&巨∋卿,及&6 ∋骚

坛词客辈,慕铉解者, 乐与之游,远近咸一, 辄&辙, 误∋云: #先

生学本伯庵公,是能承先者。且令嗣君世其美,又 &不, 误∋能

启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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辅翊圣道, 功匪浅鲜。独惜哲人之已萎, 良&梁∋木之既

坏, 而余旌且西指矣。谨磨一片嵌岩,以书千古&无古字, 误∋

光辉云尔。

镇守四川川北等处地方总兵官左都督仍记功三次马子

云顿首拜撰。

教下后学定成隆书丹。

大清康熙二十二年岁次癸亥孟冬月穀旦。

康熙二十三年 ( 1684年 ), 天房默底勒 (麦地那 )人华哲

阿补董喇希来到阆中传教,马子云待之如师长。康熙二十八

年, 华哲阿补董喇希去世后, 他的高足弟子祁静一与马子云

便在他生前所卜之处建造 #拱北∃ (墓亭 ), 将其安葬于内, 并

名为 #久照亭∃,俗称巴巴寺。康熙三十年,马子云撰有 先师

碑记!,乾隆十二年重立之碑现存巴巴寺 ∋。

康熙四十九年 ( 1710年 )杨斐菉刊行刘智  天方典礼择

要解!时,定成隆曾为刘智此书作过跋, 署 #江夏眷教弟定成

隆∃,则他与马明龙是同乡。

 马铨华表碑记!涉及马明龙生平之处不多, 主要是他的

师承和他儿子的名字。 经学系传谱!记其传人有 #子房龙大

师∃。碑记还特别提到并介绍了  认己醒语!,可见是马明龙

的主要著作。至于马明龙的 #性喜施予∃,是可以和 经学系

传谱!的记载相映证的。

马铨一名, 在多数文献中不见记载,此碑称 马铨华表碑

记!,但碑文中不见此名,此名见于答振益 伊斯兰经师马铨 !

文中所引民国庚申 ( 9年 )续修的 马氏族谱!。

六、有关马明龙著作的小结

综合上文所及, 并查得另一种题名为马明龙的著作, 共

得马明龙著述四种:

(一 )  推原正达!, 译作,已佚。据 经学系传谱!所述。

(二 )  穆罕默地力买海顶燕 !, 译作或著作, 已佚。据

 马四爸爸传略!所述。

(三 )  认己醒语!一卷, 著作,现存民国 8年 ( 1919年 )润

州 (镇江 )杨德诚重刊本。

(四 )  续天方三字经!一卷附  湖北省明龙师注解醒世

格言!一卷,著作, 现存刻本, 有大连图书馆藏本,  中国伊斯

兰教典籍选!第 6册所影同。

 续天方三字经!为马德新所撰, 有清咸丰八年刊本

(  清真大典!第 17册影印 )。 湖北省明龙师注解醒世格

言!为七言劝世诗歌。末行题 #锦城王吴氏敬送∃, 或此本当

是成都刊本。原书不知刊行年代, 成都伊斯兰教刊书多集中

在晚清,此书或大略可以判断为晚清间刻本。

(  马铨华表碑记!是在与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纳巨

峰先生的讨论中得知的,谨此致谢! )

注释:

% (清 )赵灿 经学系传谱!,杨永昌、马继祖整理, 青海人

民出版社, 1989年, 第 58页。下文所引  经学系传

谱!,均核对 清真大典 !第 20册影抄本 (原影称清抄

本, 似不能肯定,请参照杨晓春的 +清真大典 ,编纂略

评!,  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二十辑, 上海古

籍出版社, 2008年 )。文字以抄本为准,如系整理本改

正之处, 则用方括号作说明。有几处书名, 原书是波

斯文和阿拉伯文, 有的译为汉字, 有的未译, 未译者整

理本写做汉字, 现将整理本译法用方括号括注于后。

保留原书的双行夹注 ,有一处夹注中尚有注, 用圆括

号表示。分段和标点, 相较整理本略有调整。

( 整理本作 米尔萨德!, 误。

) 前作 开幔之经!。

∗附于多种经书之后, 比如清光绪三十年 ( 1904年 )镇

江西城外清真寺刊本 正教真诠! (民国初年马榕轩印

本 )、民国 7年 ( 1918年 )杨德诚刊本  认己省悟! (  中

国伊斯兰教典籍选 !影印本 )、清同治十三年 ( 1874

年 )京口清真寺刻本 天方至圣实录! (民国初年马榕

轩印本 )。根据考证, 此广告大约是民国 8年 ( 1919

年 )制作的。 (张平凤 民国时期镇江清真寺经书广告

略析!,  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二十二辑, 上

海古籍出版社 , 2010年。)

− #逑∃字似当做 #述∃字。

/白寿彝在 柳州伊斯兰与马雄!一文中写作  醒己省

悟!, 也是不准确的。

0此处标点,没有把握。

1 (清 )蓝煦 天方正学!, 卷七,  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 !

第 1册影民国 14年 ( 1925年 )北京清真书报社刊本,

第 409- 410页。 清真大典!第 17册所影亦据此本。

2 (清 )蓝煦 天方正学!, 卷七,  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 !

第 1册影民国 14年 ( 1925年 )北京清真书报社刊本,

第 405、407页。

5 (清 )蓝煦 天方正学!, 卷七,  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 !

第 1册影民国 14年 ( 1925年 )北京清真书报社刊本,

第 410页。

( (清 )蓝煦 天方正学!, 卷二,  中国伊斯兰教典籍选 !

第 1册影民国 14年 ( 1925年 )北京清真书报社刊本,

第 215、239页; (清 )蓝煦 天方尔雅!,卷七,清光绪十

年 ( 1884年 )仁寿镜斋刻本。

宁夏镇,为明代九边 (亦称九镇 )之一。

 (清 )乾隆  梧州府志!卷一〇  军政志 ∀ 兵制!, 清同

治十二年刊本。

! (清 )乾隆  梧州府志!卷一一  军政志 ∀ 镇将!, 清同

治十二年刊本。又 镇将!记旧设总兵一员, 注: #国朝

顺治八年设,十五年移镇南宁。∃

∀标点本 清史列传∀ 马雄传!载: #马雄, 陕西固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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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提督马蛟麟之族子, 蛟麟抚为子。∃但是嘉庆  广

西通志!卷五六 职官表!四四  国朝 !只记马雄, 未载

马蛟麟,  清史列传!标点或误。

# (清 )嘉庆 广西通志!卷五六 职官表 !四四 国朝 !,

 续修四库全书!第 677册影清嘉庆六年刻本。

∃有关马雄的生平,除了 清史列传 ∀ 马雄传!, 还可以

参考 (清 )李焕乙  清真先正言行略!卷下  马雄传 !,

载  回族文献丛刊!第一册, 吴建伟整理, 上海古籍出

版社, 2008年,第 141- 142页; 白寿彝  柳州伊斯兰与

马雄!, 载白寿彝 中国伊斯兰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

社, 1983年,第 311页;白寿彝主编 回族人物志!, #马

雄∃传,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0年,第 953- 958页。

%赵灿 经学系传宗谱叙!署康熙五十三年。

&  先师碑记!以及另外的两方巴巴寺汉文碑记,载答振

益、安永汉主编 中国南方回族碑刻匾联选编!,宁夏

人民出版社, 1999年,第 143- 148页; 又载余振贵、雷

晓静主编 中国回族金石录!,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第 489- 493、413- 4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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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slam ic Scholar M aM inglong 's L ife

andW ritings inM ing and Q ing Dynasties

YANG X iao chun

(N anjing Un iversity, Departm ent ofH istory, Nan jing Jiangsu 210093)

Abstract: In the lateM ing and early Q ing dynasty, the Islam ic scholar M aM inglong s' life and w rit ings still

do no t catchmuch academ ic atten tion. Th is paper ma in ly introduces h is ma jor ex ist ing wo rks# Se lf aw areness and

Understand ing∃; A lso based on # The Koran Study Spectrum o M a M ing long 's Spectrum∃, # The Koran S tudy o

W uchang s' Ep itaph∃, #MasiB aba s' B iog raphy∃ ( attached # Se lf aw areness andU nderstand ing∃ ) and # Inscription

ofM a Quanhua s'M onument∃, it still introduces h isw ho le life; at las,t it briefly summarizes the overa ll situation of

his ex isting w ork.

Key words: MaM ing long; # Self aw areness andUnderstanding∃; # TheKoran Study Spectrum∃; # TheKo ran

S 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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