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真指南》
看伊斯兰教的人道思想
□ 高占福
【摘

要】本文以明末清初中国伊斯兰教汉文译著家马注的《清真指南》为切入点，全面论述了内涵

丰富的伊斯兰教人道思想。文章提出，伊斯兰教是重视天道与人道的宗教，重视天道是为了坚定信仰（伊
玛尼）
，重视人道是为了实践天道的思想和要求。在当今社会，中国穆斯林对伊斯兰教人道思想的实践，将
更加促进穆斯林之间，以及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和谐，全面实现社会的进步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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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处理生活之道。
”这就是说，伊斯兰
教的人道，
可以理解为两个方面，
一是

的阐述。就今天的中国穆斯林而言，
倡导人道的实践，更多的是在当今社

尼）
，
重视人道是为了实践天道的思想
和要求。
天道是伊斯兰教信仰的根本，
包括认主遵圣、六大信仰、五项功课
等。
人道则是人的生命存在期间，
具体

与外界相处的职责；二是自身的生活
准则与规范行为。
中国传统伊斯兰教育中，把天道
的思想教育一直放在首要的位置，这

会的背景下，严格遵守天道，在人道
的实践中展现中国穆斯林的新面貌，
促进穆斯林之间的和谐和中国各民族
之间的和谐，同心同德实现社会的进

实践天道思想的行为，即伊斯兰教对
每个穆斯林今世生活的规范和要求。
中国近代四大阿訇之一的达浦生，在
其《伊斯兰六书·人道》中提出：
“人

是因为信仰问题不能有闪失，否则人
道的教育无从谈起。由此，重视天道
教育从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至今，一直
在伊斯兰教教育中占有主导地位；但

步与繁荣。

道者，
乃人与人相互间应尽之职、
做人
之道、天理当然之则、一定不移之理
也。
”回族著名学者白寿彝１９４７ 年 １２
月，为校点《天方典礼择要解》序中认

人道是印证天道思想实践的最好试金
石，通过人道的实践，才能真正体现
一个穆斯林完美的整体形象。二者之
间是相互依存的关系，舍此则无彼，

文译著思想文化运动的开创者之一，
字文炳，号仲修，晚年又称指南老人，
经名优素福，云南保山人。据传是元
朝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的 １５ 世孙，

为：
“人道，是人与人相处之道，是个

这个道理在《清真指南》中有着精辟

至圣穆罕默德４５世后裔，亦是清代云

一、马注与《清真指南》
马注是明末清初中国伊斯兰教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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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是重视天道与人道的宗
教。重视天道是为了坚定信仰（伊玛

学术文化综观
南第一位回族穆斯林学者。马注的成
长经历与明末清初的回族穆斯林学
者，如王岱舆、张中、刘智等比较，颇
为不同。马注幼年时即在当地举人张

南》
，马注几乎用了近３０年的时间，其
坚忍不拔的毅力由此可见。他在《清
真指南》
“自述”中也提及写作之艰
辛：
“席不暖，足不停，寝不寐，食不

鬼神之奥，性命之理，死生之说，罔
（４）
不巨细毕备。
”
康熙年间曾任昭义将
军的马承荫在“指南序”中赞该书“词
明义彻，言必引经，晰诸教异同之理，

虚白门下求学，攻读儒学诗书，１６ 岁
中秀才。后经大学士扶纲推荐，任南
明永历帝内阁中书，后改任锦衣侍
御。南明政权垮台后，马注结束了短

饱，履穿裘脱，忙忙然如丧家之犬，为
世人所笑，前后数十载，也不知岁月
几何。”晚年的马注处境更为凄凉，
“匍匐归滇，躬耕胼胝，坐困穷愁”
，忧

阐幽明死生说……俾善者不能无望，
恶者不能无惧，智者不能无警，愚者
不能无语。规讽曲喻，殚厥心思，虽
未足以尽天经之万一，而望洋知海，

暂的为官生涯，遂“辟隐教读，笔耕
自膳”
，钻研儒学和佛学。２５岁时师从
云南名士何观五，受益匪浅，而“文
益修，学益进，弟子益盛”
，并写成《经

郁而死，葬于云南保山西郊易畴村回
族山。
《清真指南》共分１０ 卷，约２０ 万
字。内容包括伊斯兰教哲学、历史、天

已得晓其大观，非继岱舆而有功者
（５）
乎！”
指出了该书对善者、恶者、智
者和愚者均有不同的收益，而马注则
成为继王岱舆之后对中国伊斯兰教本

权集》和《樗樵录》两部文集，阐述
儒家的修齐治平之道。３０ 岁时，马注
离家北上至北京，开始学习阿拉伯语
和波斯文，攻读伊斯兰教经训典籍，

文、地理、教义、教规、诗文唱和、身
世自述、苏菲思想评议以及阿拉伯和
波斯、中国神话传说等方面。其中卷１
是序说，卷２和卷３讲的是伊斯兰教哲

土化有贡献的贤达之士。马承荫进而
高度评价该书的传世作用：
“遵而守
之，可以指一人，亦可以指千万人；推
而广之，可以指一世，亦可以指千万

并与当时京中伊斯兰教学者切磋教
义。后回云南，继续潜心研究伊斯兰
教，并讲授“心性之学”
。康熙二十二
年（１６８３）
，马注 ４４ 岁时撰成《清真

学；卷４ 和卷５ 讲了谨慎持身之道；卷
６以问答的方式解释了１００条各种可能
的疑问；卷７“八赞”是对“安拉”９９
个尊名的阐述；卷８“教条八款”提出

（６）
世，是大有功于经教者也。
”
白寿彝
先生在介绍马注的文章中特别提到：
“注的文字追求典雅，特别喜欢用典，
但并无雅趣。这也是跟王岱舆等人所

指南》１ 卷，曾３次欲将该书呈康熙御
览，未果。为修订《清真指南》
，马注
曾游历山东、江苏、浙江、安徽、陕
西、四川等地，广交各地经师，广泛

了当时穆斯林社会的具体问题，是以
前伊斯兰撰述中所未有的。白寿彝先
生认为：
“这是马注对王岱舆以来的经
学撰述，在译述范围上之重要的发

（７）
不同的。
”
当代伊斯兰学者亦认为：
（
《清真指南》
）
“取材审慎，研究精湛，
每一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每
一见解且都引证阿拉伯文典籍以为申

征求意见，对《清真指南》进行增补
订正，进一步完善。他对《清真指南》
倾注了毕生的心血，古稀之年仍笔耕
不辍，撰写其中的相关内容。

（２）
展。
”
卷９是马注对求知和认主等方面
的论述；卷１０ 则是对从印度传入的苏
菲派思想的认识和约束其教规的主张。
《清真指南》成书后，先是以手抄

马注的青年时代以习儒学见长， 本流行，后有道光八年（１８２８）成都
后半生都在为传播伊斯兰文化奋斗。 马大恩刊本，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广州
他在“自序”中写道：
“余早年幼失经
濠 畔 街 清 真 寺 刊 本 ，光 绪 十 一 年
训，二亲早捐，十五而业文章，学为 （１８８０）成都宝真堂刊本。
“它传布的
经济。二十而涉宦途，游情诗赋，二
十五而访道德，锋棒禅玄，三十而著
《经权》
，期留青史，亦已编辑成书。自
谓修齐治平，得其至理。及三十五而

述论据，同时全文词藻丰富，句式多
样，且讲究韵律……在有清一代，就
成为全国有影响的名著。不但穆斯林
研究伊斯兰学问离不开它，就是非穆
斯林的学人要进窥伊斯兰文化的究
（８）
竟，也必须读马注的这本书。
”
尤其
是《清真指南》中关于人道思想的阐
述，系统而缜密，处处体现了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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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远似乎还在王岱舆《正教正诠》之
（３）
上。
”
１９８８ 年，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余振贵点校《清真指南》
；１９８９ 年，云
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由云南少数民族古

教的伦理和人生修养的内涵，无论是
当时还是现在，对每个穆斯林都有警
策作用。其核心内容主要集中在卷 ５
“格论”中。

访闻经教，知天命之从来，日夜钻研，
始觉前辙茫然，身心无济。于是因闻
得语，领诲明师，或见或闻，著为《指
（１）
南》
一集。
”
到康熙四十一年
（１７０２）
，

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清真指南
译注》
。在此之前，马宝光以“中国回
族典籍丛书”的形式，刊行了白话文
本《清真指南》
。

二、
《清真指南》人道思想管窥
伊斯兰教的人道思想是每个穆斯
林存活于世上的行动指南，内涵十分

马注完成了 ８ 卷本《清真指南》
，此时
他已 ６２ 岁。到６７ 岁时完成第９ 卷，７２
岁时完成第 １０ 卷。从《清真指南》卷
１ 问世到最终形成 １０ 卷本的《清真指

《清真指南》问世后，世人多有赞
誉。清同治八年（１８６９）
，端州人何大
源和禺山人马长安认为该书“上穷造
化，中尽修身，末言后世。天地之秘，

丰富，上至对天地造化的认识，下至
日常生活中每个细节的处置，更重要
的是对每个穆斯林的社会行为和社会
责任提出了具体要求，力求使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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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清真指南》的生活观
《清真指南》对生活方面有着精
辟的论述，认为人的心思都放在饮食
衣服方面，对饮食衣服就感到不足；

奋努力。春季不耕耘，秋季收成就没
有指望；今世不提前办功，后世就没
有依靠。
《古兰经》中说：
“懒惰使两
世贫穷。
”试看日月在天空交替轮回，

《清真指南》中倡导的人生观，
首先是确立在遵守天道的基础上，
要求穆斯林“日日洁体，时时礼拜，
刻刻赞主，则身心自然检束，与道日

心思都放在安居的房屋，对安居的房
屋就感到不足；心思都放在女色玩
乐、发财获利方面，对女色玩乐、发
财获利就会感到不足；心思都放在功

何曾有片刻停息。生活中还要时时有
危机意识，不要自以为安闲舒适，必
须防备奔波忙碌；不要自以为富足有
余，必须防备贫苦穷困；不要自以为

亲。更加以师友良言不时警惕，久
之，明德自明，嗜欲潜消，自然摆脱
魔缠，觑世人如醉梦矣。”（ ９ ） 人们只
有坚持纯真的信仰，才能规划好自

名利禄方面，对功名利禄就会感到不
足；心思都放在学问道德方面，对学
问道德就会感到不足；心思都放在斋
拜施舍方面，对斋拜施舍就会感到不

职位尊贵，必须防备卑下受辱；不要
自以为年少气盛，必须防备年迈体
衰；不要自以为体质健康，必须防备
疾病缠身；不要自以为生命旺盛，必

己的人生。一生之中有３件事必须力
争做到：一是交还真主的天命，二是
不可欠他人的债务，三是不可让儿
孙失学。否则死亡突然来到时，面临

足。所以，用心虽然不同，不足却各
有差别。尽管相同的是人，而不同的
是心。过去没有的，今日有了，不值
得欣喜；过去有的，今日没了，不值

须防备随时死亡。归根结底，生活中
要始终以“两世吉庆”的思想作为行
动的指南，必须明白一个道理：天地
是篱笆房屋，人生是暂时的寄住，性

的是地狱中的葛藤缠绕和火具烧烤。
一生中有３件事情应当担忧：一是为
父母担忧，二是为身体担忧，三是为
子孙担忧。所以孝敬父母是我们不

得忧虑。人们只忙于眼前的利益，被
忧喜之事耽误，把宝贵的光阴虚度荒
废，总是以假当真，蒙骗一生。
人如果全部心思都放在钱财上，

命是借来的资本，世道是演戏的剧
场，富贵是假扮的木偶，美丑是粉黛
的化妆，玩用物品是表演的道具。这
都如同耀眼的雷电闪光，犹如悬岩上

可推辞的责任，生命存在一天，就要
对安拉尽一日的奴仆之礼，并要教
育好子女，使之有信仰地健康成长。
人的一生中还要经历七个栈道，才

那么就会每件事都奸诈，每句话都说
谎。有的陷害人命，有的断绝亲情，掠
夺诈骗，盗窃奸淫，任何事都干。把
无价的光阴，有用的珍宝，白白浪费；

的朽木，停鼓收锣戏场终归要散。生
活是今世的舞台，后世的积累。
《清真指南》的生活观是在伊斯
兰教义教规的范围内形成的，在强调

能完成从生命的存在到后世归宿的
全过程：一是性命，二是身体，三是
死亡，四是坟墓，五是复生，六是考
算，七是过桥。明白性命的由来，就

宝贵的珠子不要，却用来打一只小
鸟，贪图一只黄雀而坠入深井。幸福
不一定得到，灾祸已经来了，这是一
种错误的想法和行为。

树立正确的生活观时，必须建立在伊
斯兰教所要求的基础之上，其目的在
于让人们日常生活中做人做事，都不
要超越伊斯兰教的教规，以“两世观”

应该拜主；明白身体的出处，就应该
孝敬父母；明白死亡的不可避免，就
应该坚守信仰，实践五功；明白坟内
的恐怖，就应该遵守生命；明白复生

人在生活中当面不可揭发别人的
隐私，背地不可说别人的过失，见面
不可讥笑别人的丑陋，暗中不可算计
别人的钱财，权势大不可欺负别人软

来为人处世。
３、
《清真指南》的求知观
伊斯兰教是崇尚知识的宗教，
《古兰经》和“圣训”中多有求知的论

的好歹，就应该及早醒悟；明白考算
的炎热，就应该施舍；明白过桥的危
险，就应该走正道。这是人生的道
路，只有靠伊玛尼（信仰）的信念，

弱，富贵不可轻视别人贫贱。一定要
谨防天仙的记过，真主的循环报应。
生活中无意的失误叫做过，有心故意
犯罪称为恶。无意的过失应当迅速改

述。
《清真指南》延续了这一优良传
统，认为“学不明，如镜无光，须要
日日揩抹，方能见得明彻。古人一字
一行，费尽无穷心膂，今人弃如泥土，

才能最终复命归真。人的一生“能辨
是非，能分邪正，能识本末，能指利
害，能甘贫淡，能受药言，方谓真才
真智。否则能言瞎汉，醉梦一生矣。”

正，有心的罪恶岂能日积月累？改过
就是圣贤的伴侣，积恶就是小人的同
伙。与圣贤为伴，是升天堂的预兆；与
小人同伙，是下地狱的征候。凡事要

岂不是明珠夜投，途珍不拾？”主张
求得学问须天天努力，像古人那样持
之以恒、精益求精、毕生努力。如果
今天我们没有这种信念，就等于把明

《清真指南》的人生观，突出了遵主
命而行事的核心价值观，并就一生
中面临的具体事宜给予回答和指导，
提出了怎么做的原则。

在焦急中能够忍耐，自然有无限的好
处。一时任性蛮干，会招来许多灾祸。
早知灾祸临头，后悔当初不能忍耐。
人的生命虽然短暂，但也要在今世勤

珠扔到黑暗中，或是途中见珍珠而视
而不见。学习的人要拿出一片公心，
一双慧眼，选取他人的优点，弥补自
己的缺点，用自己的优点，正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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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忠诚天道思想，实践人道思想，做
一个合格的穆斯林，合格的社会人，
修身、尽责，共同营造和谐世界。
１、
《清真指南》的人生观

学术文化综观

CHINA MUSLIM

缺点，然后相互促进。见闻本来就足
以启发人，知道从实处用功，每天的
见闻就有益；不知道从实处用功，虽
然有许多见闻也无用。

悔罪过，礼拜就会落实。行为端正，功
课就端正；功课端正，念拜就端正；念
拜端正，身心就端正；身心端正，伊
玛尼（信仰）就端正。反之，方寸不

人的成长中要明白一个自律的道
理：悠闲过多就会动摇心志，睡眠过
多就会松懈功课，进食过多就会精神
萎靡，说话过多就会招引灾祸，过度

作为学者口中谈论的道理，要与
自己的所作所为相称。这样，就上不
愧对真主，下不愧对圣贤，外不愧对
他人，内不愧对自己。如果言行一旦

端，叩拜何益？内若至诚，外秽何
妨？才智全无，仪整何用？说明一个
人心术不正，内心不洁，即使天天礼
拜，也无益处。内心洁净了，外表脏

贪婪就会招来怨恨，过分自满就会招
来羞辱，过分傲慢就会招来后悔，过
分欢乐就会招来悲哀，过分盈满就会
招来损失。自夸功劳，炫耀善行，沽

不一致，那么平时所念的经书，对大
家所说的话，都是一派假话，一些套
话。强调言行一致是作为学者的基本
准则。即便是学有所成的人，也要谨

一点也无妨；没有任何才干，即使外
表光鲜也无用处。强调了做人心正的
自律观。
为人方面的自律有：对常人要克

名钓誉等行为，都是诱人犯罪的行
径。因此，人要理智地把握自己的行
为，要明白身体的滋养全凭食物，食
物无足身体就无力；才智的滋养靠学

慎低调示人。
《清真指南》中提示：如
果才学过人，也必须做到走在平地上
如同走在险途中，隐藏光彩，自我保
护。应当想想，犀牛由于自己的角而

制自己，对任性要降服，对身份高的
人要尊敬，对地位低的人要关怀，对
仇人要原谅，对穷人要施舍，对愚人
要谨言，对糊涂人要提醒，对学者要

习，学习不足智力就不足。心智无力，
就不能克制嗜性而明白道德，不能明
白道德就离禽兽不远了。古人靠自身
的行为表明自己的心迹，心迹明而道

被烹煮，豹皮由于自身的花纹而被射
杀，大象由于自己的长牙而遭擒获，
獐子由于自己的香脐而被网捉，翠鸟
由于自己的羽毛而被网罗，鹦鹉由于

谦卑，对朋友要诚实，对骨肉要照顾，
对妻子要教训，对兄弟要和气，对师
长要恭敬，对父母要孝顺，对君王要
忠诚，对真主要惧怕。杜绝失信、撒

德也与日俱增；今人靠闲心来养身，
身体养好了而心智却一天天昏昧。养
身体的人图眼前的利益；心智明亮的
人志在后世的大事。图眼前之利是小

自己的巧舌而受笼困，雉鸡由于自己
的尾巴而被束缚，蛤蚌由于自身的珍
珠而被解剖，灯烛由于能照明而燃尽
了自己。有一技之长，就有一技之苦。

谎、忌妒、争名、争斗、骗取等恶习。
并且能辨别是非，能区分邪正，能认
识本末，能知道利害，能甘享贫淡，能
接受忠言，才可以称为真才真智。不

人的行为；志在后世的大事是大人坚
定的追求。世人的自律不可不以此为
鉴。要作为一个自律的人，须努力做
到：亲近好人，远离坏人；指引迷人，

用自己的名声、权势对别人夸耀，或
炫才自露，在这方面有才智的人尤其
应该谨慎。
这些道理虽着墨不多，但句句切

清楚的事千万不要怀疑他人，因为谈
猜罪责全归自己。使人含冤负屈，轻
的本人抱恨终身，重的关系到他人生
死。自己的恼怒不转加给别人，那么

仿学圣人；尊敬老人，宽恕下人；悯
恤愚人，哀怜孤人；疼顾亲人，接绪
远人；探望病人，助殡死人；解释冤
人，取和仇人；周济贫人，念想恩人。

中时弊，字字珠玉良言，对求知者、成
才者无疑是一付清凉剂，其用心可谓
良苦。
４、
《清真指南》的自律观

真主的恼怒也不会加给你自己；宽容
别人也是宽容自己，饶恕别人也是饶
恕自己。不要认为我贵他贱，我富他
贫，我尊他卑，我强他弱，我聪明他

如此，则品位自然超越。
自律观在《清真指南》论述的伊
斯兰教人道思想中，占有重要的位
置。它告诫人们，凡事要从自我做起，

《清真指南》的自律观，表现在对
一个人要求的方方面面。提出天天清
洁身体，时时不忘礼拜，刻刻赞念真
主，那么身心就自然受到检查和约

愚蠢，我好他劣。焦急中要能够忍耐，
自然有无限的好处。一时任性蛮干，
会招来许多灾祸。早知灾祸临头，后
悔当初不能忍耐。有时虽然含冤忍

洁身自好，未雨绸缪，考虑问题要周
全，要长远，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
以伊斯兰教的教义、教律规划和实践
人生。

束，与正道日益亲近。更加上师友的
良言时时提醒，天长日久高尚的道德
自然养成，嗜好欲念不知不觉就消除
了，自然而然地摆脱了魔鬼的纠缠。

屈，也不能报复。任何时候，任何事
情，心中一定要惧怕真主的循环报
应。针对自己的逆耳批评，只应自我
反省，能自我反省就会有收获，担忧

三、
《清真指南》人道思想评议
马注是继王岱舆之后，汉文译著
的主要传播者，他对王岱舆怀有深深

用谦恭的态度作为待人的礼节，品质
就会尊贵；按天经教律规范自己的行
动，功课就不会有错；以豁达不贪的
心境处世，胸怀就会悠闲；在夜间忏

和怨恨自然会消除。如果依靠自己的
长处，强行和别人争辩口角，产生许
多争端，不仅无益，自己的言行反而
受到玷污。

的敬意：
“岱舆王先生奋起吴俗，惧道
不彰，著为《真诠》一集，可谓清夜
鸣钟，唤醒梦醉；苦药针砭，救济沉
（１０）
疴。
”
某种程度上，马注《清真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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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撰述，受到王岱舆及其著述的影
响，尤其作为一名回族穆斯林学者，
体现出他对伊斯兰教深层次探究的一
种责任感，进而延伸到对当时中国回

生，知道天地创化的开始；在天毁坏
之前去世，知道天地的终了，况且阐
明了三纲五常人伦道德的大事。宇宙
之间，三纲五常，伦理法规，正心诚

践之果，
树立回族穆斯林言行一致、
表
里如一、心怀敬畏、施爱与人、践行
“圣训”的新形象。天道在于人，是穆
斯林的灵魂；人道在于人，
是穆斯林的

族穆斯林人道思想及实践薄弱现象的
分析与研究。他在这方面的阐述更贴
近回族穆斯林社会的实际状况。对
此，马注在“自序”中充满信心地写

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是
理义的最高准则，没有遗漏，尽中尽
正，不偏激，不邪曲；如果不是这样，
那么人道就不完整，治乱的法度就不

躯体。
建设和谐社会，
需要人们从自身
做起，人道便是回族穆斯林为这个社
会增砖添瓦的有效途径，也是回族穆
斯林走向进步发展的基础。天道与人

到：
（译文）书中内容由浅入深，其中
不无独到的见解，有学识的人或者一
般读者，都能够读懂它。书中的长处
和短处，优点和缺点，我还不清楚，然

（１５）
具备，所以儒家学说产生在中国。
实际上，在《清真指南》中，借用儒
家的伦理学说来阐述伊斯兰教人道思
想的内容，成为该书的一大特点和亮

道是伊斯兰教辩证的统一，相互依存
的唇齿关系，
两者之间的紧密结合，
不
仅关系到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也
能使回族穆斯林在和谐社会建设中体

而此书何尝不可作为寻求伊斯兰教真
理的人们的一盏指路明灯呢！
他
曾数次欲将《清真指南》
（初稿）上呈
清朝执政者的意图，在其“自序”中

点。因为在马注看来，宋朝儒学兴起
而阐明了理学，因此驳斥了异端妄
说，他们的用意是好的。可惜他们没
有获得真主的明命，获得至圣穆罕默

现自身的价值。
当前，
我们学习和研究
《清真指南》
及其人道思想的意义也在

也写明：
（译文）不能向皇帝阐扬正
道，你为臣民，也十分不称职，何况
使仁义礼智的固有德性不能阐明，民
德又怎能维新振作呢！而阐扬伊斯兰

（１６）
德的真传。
在教化人的方面，伊斯
兰教的人道思想与儒家伦理，有异曲
同工的作用。
《清真指南》
问世距今已３００多年，

教的正道，这是学习经典的人的职责
啊！说明他呈书目的在于让统治者了
解伊斯兰教，知晓伊斯兰教人道思想
影响下的回族穆斯林群体，作为臣民

当时的马注，根据自身所处的中国社
会环境、伊斯兰教在中国面临的困境
和回族穆斯林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和
困惑，以一己之力，历经艰险和贫困，

的生活理念和主张。
《清真指南》作为明末清初汉文
译著的成果之一，也体现出了“以儒
诠经”的共同特点。马注“幼习儒业，

为我们留下了这部弘扬伊斯兰教，坚
定穆斯林信仰，塑造穆斯林优秀品质
的传世大作。其中关于伊斯兰教人道
思想的论述，不仅对当时回族穆斯林

而博经训”
，在“自序”中他也谈到，
三十岁时写《经权》一书，懂得了修
身齐家治国的道理。同时在“自序”
中，他多处引用《中庸》
、
《大学》等

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或有少年失于
经学者，诚能置此书于案上，随暇批
阅，虽未能深窥奥旨，亦可领会大意，
如遵而守之，为吾教中心明性定之人

儒家经典，来阐释伊斯兰教的“伊玛
尼”
（信仰）和伊儒关于人道理念的共
同点。在他写的“请褒表”中，认为
至圣（穆罕默德）所受命的天经，与

（１７）
矣，
岂曰小补之哉！”
即便是对当代
回族穆斯林社会和穆斯林群体，也有
重要的济世和指导意义。当代回族穆
斯林所处的社会环境与 ３００ 多年前相

古今列圣的天经是同一种文字，内容
（１３）
符合同一的伦理道德。
在“郁速馥
传”中谈到，如果他只是学习伊斯兰
教的经籍，而不博通经史子集、百家

比，
已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
但忠诚于
天道，
实践人道的传统仍延续至今，
并
在新的社会背景下得以升华。现在回
族穆斯林社会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在

（１４）
学说，就不能够增广知识。
对孔子
及其儒家学说，马注在《清真指南》卷
２“客问”中评价也不低。他认为孔子
是儒家的宗师，在天地生成之后出

坚守天道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弘扬
并普及实践人道，把在清真寺内或其
他途经接受、
学习的信仰之花，
在寺外
的社会环境和更广阔的天地中结出实

于此。
参考文献：
（１） 马注：《清真指南·自序》，云南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９ 年。
（２）同上书，白寿彝：（代序）。
（３）同上书，白寿彝：（代序）。
（４）同上书，再次重刻《清真指南》序。
（５）同上书，马承荫《指南序》。
（６）同上书，马承荫《指南序》。
（７）同上书，白寿彝：（代序）。
（８）余振贵：
《清真指南》
“点校说明”
，宁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
（９）马注：《清真指南》卷 ５，云南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９ 年。以下
引文未见出处者，均见此卷。
（１０）同上书，“自序”。
（１１）同上书，“自序”。
（１２）同上书，“自序”。
（１３）同上书，“请褒表”。
（１４）同上书，“郁速馥传”。
（１５）同上书，卷 ２，“答问”。
（１６）同上书，卷 ２，“答问”。
（１７） 同上书，再次重刻《清真指南》序。

（作者系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教授、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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