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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伊斯兰哲学家庭观认为家庭成员各负其责,相互平等; 对夫妻关系的看法也有独到之处;父母

有养育子女的责任;子女有赡养老人的义务。此外, 中国伊斯兰哲学家庭观还认为处理好家庭与其他近亲属以

及邻里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深入研究中国伊斯兰哲学家庭观的合理因素对新时期伊斯兰家庭问题的解决具

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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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

要的角色, 起着重要的作用。家庭文化是伊斯兰

文化的基础,家庭能体现高贵的人性, 家庭中充满

了亲情和温暖。中国伊斯兰哲学家庭观在传承伊

斯兰宗教哲学家庭观的基础上对涉及家庭问题的

许多内容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一、中国伊斯兰哲学家庭观认为家庭成员各

负其责,相互平等

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家庭观首先

要回答的问题。家庭是由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

所组成的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是由具有婚姻、血

缘和收养关系的人们长期居住的共同群体。夫妻

加儿女是组成家庭的最基本的元素, 只要有家庭

的存在就会有夫妻关系, 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

孩子与孩子之间的关系等等。中国伊斯兰哲学家

庭观认为家庭成员不分男女老少都彼此享有平等

的地位,没有男尊女卑或地位高低的差别。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 伊斯兰家庭特别强调维

护家庭的稳定与和谐。 古兰经 说: 安拉以你们

的家为你们的安居之所, 以牲畜的皮革, 为你们的

房屋, 你们在启程之日和住定之日, 都感觉其轻

便。他以绵羊毛、骆驼毛和山羊毛供你们织造家

具和暂时的享受。
[ 1]
( 16: 80)然而,要维护家庭的

稳定与和谐就必须要处理好家庭成员之间的地位

关系。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自己的职责所

在,真主指定男人为一家之主,男人的职责通常是

在外挣钱养家糊口。女人也有自己的职责所在,

在伊斯兰家庭中,女人的职责通常是照料家务, 教

育孩子的成长。男人与女人只是分工的不同, 在

家庭中的地位是相互平等的。 伊斯兰教也主张

男女平等,妇女们有权参与宗教生活及社会活动,

而且积极倡导妇女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与男子

平等。
[ 2]

这是真主对待所有人一律平等的基本真理,

也适用于作为夫妻关系的男女。中国伊斯兰哲学

家庭观认为,夫妻双方是相互依存的。 她们是你

们的衣服,你们是她们的衣服。
[ 1]
( 2 187) 我绝

不使你们中任何一个行善的徒劳无酬, 无论他是

男的,还是女的 男女是相生的 迁居异乡

者、被人驱逐者、为主道而受害者、参加抗战者、被

敌杀伤者,我必消除他们的过失, 我必使他们进那

下临诸河的乐园, 这是从真主发出的报酬。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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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有优美的报酬。
[ 1]
( 3 195)

在中国伊斯兰哲学看来,人类都是由真主用

泥土造成的,男人和女人平等地出现在大地上,共

同肩负生儿育女的责任, 繁衍子孙,形成了地球上

的人类。 众人啊! 你们当敬畏你们的主, 他从一

个人创造你们,他把那个人的配偶造成与他同类

的,并且从他们俩创造许多男人和女人。你们当

敬畏真主 你们常假借他的名义, 而要求相互

的权利的主 当尊重血亲。真主确是监视你们

的。
[ 1]
( 4: 1)

此外,中国伊斯兰哲学在财产方面特别强调

家庭中男女双方的权利是平等的。经济的占有代

表权力,权力代表地位和人格尊严。男女在经济

上平等,所以社会地位也是平等的。 古兰经 说:

真主使你们互相超越, 你们当安分守己; 不要妄

冀非分;男人将因他们的行为而受报酬, 妇女也将

因她们的行为而受报酬; 你们当祈求真主把他的

恩惠赏赐你们。真主确是全知万物的。
[ 1]
( 4

32)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成员地位有贵贱尊

卑有明显的区别。

二、中国伊斯兰哲学家庭观强调夫妻双方应

互相尊重、彼此信任、以诚相待、和睦相处

夫妻是构成家庭最基本的元素。因此, 夫妻

关系问题是中国伊斯兰哲学家庭观讨论最多的最

重要的问题之一。家庭是构成人类社会生活的基

本单位,任何人在家庭、宗族这一系列社会组织中

都遵循着一定之规。在中国伊斯兰哲学家庭观看

来,夫妻双方在家庭中既享有一定的权利也承担

一定的义务, 只有明确了夫妻双方在家庭中的权

利与义务, 才能为维护家庭健康发展打下良好的

基础。换句话说,为了使婚姻更健康, 缔结婚约的

夫妻双方应该完全理解他或她的权利和义务。对

于夫妻双方在婚姻中的权利和义务, 夫妻都应当

尊重对方的期待,应该知道自己需要履行哪些责

任。 古兰经 说: 她们应享合理的权利, 也

应尽合理的义务
[ 1]
( 2: 228)。

中国伊斯兰哲学家庭观认为夫妻双方应互相

尊重、彼此信任、以诚相待、和睦相处。 妻子拥有

从丈夫那儿获得衣、食、住、行、用等物质生活资料

的权利,做丈夫的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 尽最大努

力来满足妻子在这方面的需求。但要适度, 既不

可挥霍无度, 也不可吝啬小气。妻子从丈夫手中

得到的聘礼,她可自由支配, 丈夫不能索回。在精

神与情感方面,丈夫必须体贴、关心、爱护妻子, 不

得无故怀疑猜忌妻子,也不得伤害、虐待妻子。
[ 3]

古兰经 说: 男人是维护妇女的, 因为真主使他

们比她们更优越, 又因为他们所费的财产。贤淑

的女子是服从的, 是借真主的保佑而保守隐微

的。
[ 1]
( 4: 34) 真主造化人类, 男女夫妻恩爱, 是

人的天性。 他从你们的同类中为你们创造配偶,

以便你们依恋她们, 并且使你们互相爱悦, 互相怜

恤,对于能思维的民众, 此中却有许多迹象。
[ 1]

( 30: 21)男婚女嫁, 夫妻相爱, 互相怜悯和互相帮

助是人伦道德, 也是顺从真主的天道。在人生的

旅途中,丈夫应对妻子关心和爱护, 不仅供给她衣

食和住房,而且在感情上时刻牵挂和疼顾, 互相谅

解和体贴,这是丈夫的责任。 古兰经 说: 你们

应当把妇女的聘仪, 当作一份赠品, 交给她们。如

果她们心甘情愿地把一部分聘仪让给你们, 那么,

你们可以乐意地加以接受和享用。
[ 1]
( 4: 4) 你

们当善待她们。如果你们厌恶她们, (那么,你们

应当忍受她们 ) ,因为,或许你们厌恶一件事, 而安

拉在那件事中安置下许多福利。
[ 1]
( 4: 19)

同时,妻子必须对丈夫忠贞不二, 妻子与丈夫

之间的两性关系是唯一合法的行为, 妻子是丈夫

的生活伙伴,也是事业合作伙伴, 妻子应当勤俭持

家,生儿育女, 照顾老人, 维持一个幸福安宁的家

庭。妻子应对丈夫忠诚, 对家庭关怀, 对子女慈

爱,对至亲和社会奉献。这些是妻子的责任, 也是

最基本的妇德, 真主对优秀品德妇女的行为将给

予回报,赏赐她幸福的家庭生活, 享有人间天伦之

乐和天堂里的安宁。

三、中国伊斯兰哲学家庭观认为父母有养育

子女的义务

中国伊斯兰哲学家庭观认为养育子女是父母

的义务。 传 曰:惟天地代主育物, 父母代主育

人。父母鞠育,功较天地为胜。
[ 4] ( P123)

人类社会是由一个个家庭组成的文明社会。

任何一个家庭都承担着生儿育女繁衍子孙后代的

任务。家庭是个体生长的摇篮, 子女是安拉给予

父母的恩惠, 为人之父母, 应该精心地抚养子女。

古兰经 说: 安拉以你们的同类做你们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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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为你们从妻子创造儿孙。安拉还以佳美的食物

供给你们。难道他们信仰虚妄, 而辜负主恩

吗?
[ 1]
( 16: 72)同样, 人们还会在 古兰经 中看

到当先知宰凯里雅向安拉祈祷时, 安拉就赏赐给

他一个善良的孩子。 古兰经 说: 在那里,宰凯

里雅就祈祷他的主, 说: 我的主啊! 求你从你那里

赏赐我一个善良的子嗣。你确是听取祈祷的。
[ 1 ]

( 3: 38)

父母对孩子的责任始于结婚之前, 首先双方

都要选择虔诚的、有正信的配偶, 结婚之后, 孩子

出生之前,他们应该考虑到孩子将要享受的权利。

年轻的夫妇首先应考虑到要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

的家庭环境, 让孩子在良好的环境中身心都得以

健康成长。 父母初孕, 即节育制情, 检身习礼。

无妄作,无非言。恶声乱色, 不入耳目; 非其饮食,

不入于口。益于性情者从之,贼于性情者去之,如

是,则神清定, 而子得其养, 是谓胎教。
[ 4] ( P122- 123 )

夫教有三: 胎教于生前, 礼教于幼习, 学教于少

知。失于胎教,则气质不纯; 失于礼教, 则言动无

节;失于学教,则德行无成。教而不善, 子之过也;

不教而不善,父之过也。
[ 4] ( P124 )

孩子生下后, 父母要为孩子履行一系列重要

的职责。例如,给孩子取一个吉祥的名字, 为孩子

的出生宰牲谢主,以最佳的方式为孩子提供生活

资料, 把信仰的基本知识教给孩子, 用温和、慈爱

的态度教育孩子,公平对待每一个子女。 及其生

也,一日开乳, 三日命名, 七日报牲。觇其疾痛,防

其患害,衣食务洁, 教训务严。择循良之师, 以董

其学, 量其才能而授之业。男长为之婚, 女长为之

嫁。全此十事,而为亲之道尽矣。
[ 4] ( P123 )

在儿女成长的过程中, 父母的责任如同牧羊

人一样,精心养育和引导儿女身体和道德的成长

壮大, 成为一个成熟的完整的人, 服务于社会, 建

立自己的家庭。 古兰经 说: 做母亲的,应当替

欲哺满乳期的人, 哺乳自己的婴儿两周岁。做父

亲的, 应当照例供给她们的衣食。每个人只依他

的能力而受责成。
[ 1]
( 2: 233) 古兰经 又说: 凡

你所享的福利, 都是真主降赐的; 凡你所遭的祸

患,都是你自讨的。 ( 4: 79) 你们的财产和子嗣,

只是一种考验, 安拉那里有重大的报酬。
[ 1]
( 64:

15)

此外,中国伊斯兰哲学家庭观认为孩子一生

下来父母就应该承担起养育的义务, 不管生男生

女都不能剥夺子女的生存权。 你们不要怕贫穷

而杀害自己的儿女, 我供给他们和你们的生活资

料。杀害他们确是大罪。
[ 1]
( 17: 31 ) 愚昧无知

地杀害儿女, 并且假借真主的名义把真主赏赐给

他们的给养当作禁物的人, 确已折了, 确已迷误

了,他们没有遵循正道。
[ 1 ]
( 6: 140)针对社会上重

男轻女的现象, 中国伊斯兰哲学家庭观明确提出

父母不得重男轻女的思想。 今世之人,每喜男而

忧女。其以男可继业, 而女不能承家耶? 男可营

谋,而女无所取益耶? 吁, 何所见之浅也。予常见

富贵之家有败子矣, 未见败于女者也,忠朴之家有

荡子矣,鲜有荡于女者也。是男亦不足恃, 女亦不

足喂矣。况男与女, 原有分定, 非喜之则来, 忧之

则去,可以由我者也。惟知其皆真主之所寄命, 则

男女同视,无烦忧喜矣。
[ 4] ( P124)

四、中国伊斯兰哲学家庭观认为子女有赡养

老人的义务

中国伊斯兰哲学家庭观认为在家庭关系中,

子女有责任和义务孝敬赡养父母。在伊斯兰看

来,孝敬为万善之首。家庭生活中赡养和尊敬父

母老人是子女的应尽之责。父母曾为养育子女辛

勤劳动,为人之子女,不能忘记报答父母的养育之

恩。 孝敬父母 是 古兰经 的教导, 如果一个人

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孝敬,不知报恩尽孝,那对其他

的人就更是无情和残酷的了。古人说: 百善孝为

先 、孝者德之本也 。孝敬父母是真主的命令;

孝敬父母是为人的根本; 孝敬父母是传统美德。

子尽其为子, 以孝。其道十: 敬事而顺; 诘诚而

养;奉以亲身;执守良业;勤于学而敏于善; 不危其

身;不辱其名;奉父母于无过; 亲在从其事; 亲没守

其爱。
[ 4] ( P125)

中国伊斯兰哲学家庭观认为不管父母是怎样

抚育子女的,也不管他们的宗教信仰如何, 作为子

女,作为穆斯林, 孝敬父母不是可有可无的品质,

而是最起码的品质, 对父母的孝顺、尊重与顺从安

拉有着同样重要的地位。穆斯林应当这样孝敬父

母,不仅在物质上使他们满足, 保证衣食住行, 而

且在精神上使他们宽慰,说话不能粗声大气, 态度

必须毕恭毕敬。儿女须时刻以祈祷真主提醒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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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责任,祈求真主宽恕和引导, 做儿女的不论多大

岁数, 都要对父母忍耐到极限, 只祈求真主的

恩慈。

古兰经 中有许多关于孝敬父母的圣言。

你们应当只崇拜安拉,并当孝敬父母, 和睦亲戚,

怜恤孤儿,赈济贫民, 对人说善言, 谨守拜功,完纳

天课。
[ 1]
( 2: 83) 你说: 你们来吧, 来听我宣读

你们的主所禁戒你们的事项: 你们不要以物配主,

你们应当孝敬父母; 你们不要因为贫穷而杀害自

己的儿女, 我供给你们和他们
[ 1]
( 6: 151)

我曾命人孝敬父母; 他的母亲,辛苦地怀他,辛苦

地生他,他受胎和断乳的时期, 共计三十个月。当

他达到壮年,再达到四十岁的时候,他说: 我的主

啊! 求你启示我, 使我感谢你所施于我和我的父

母的恩惠, 并行你所喜悦的善事。求你为我改善

我的后裔。我确已向你悔罪, 我确是一个顺服

者。
[ 1 ]
( 46: 15) 你的主曾下令说: 你们应当只

崇拜他,应当孝敬父母。如果他们中的一人或者

两人在你的堂上达到老迈, 那么, 你不要对他俩说

呸﹗ 不要呵斥他俩, 你应当对他俩说有礼貌的

话。你应当毕恭毕敬地服侍他俩, 你应当说: 我

的主啊! 求你怜悯他俩, 就象我年幼时, 他俩养育

我那样。
[ 1 ]
( 17: 23- 24)

中国伊斯兰哲学家庭观对如何孝敬父母进行

了详细的探讨。 修身奉亲, 光显祖考,启迪后人。

父母有过,婉言愉色以谏之, 悔,孝之至也, 是要在

乎学。万务以学为要,而事亲为尤甚, 盖守身为事

亲之本,不学则不知所似修身。何以事亲乎? 惟

处心好学, 身入于正, 能正身事亲, 则亲悦矣。亲

悦,则德成名著。我之祖若宗, 因我之贤而益显;

我之子若孙,遵我之训而皆善。设父母有过,修身

以谏。父母自翻然乐从, 不失其身, 而事其亲, 斯

谓 之 至 孝 也。然 学 立 而 行 至, 行 至 而

德成。
[ 4] ( P127)

父母之丧, 贫富贵贱,不违于礼。量力而行,

宜也。爱其所爱,亲其所亲。生、养、死、葬,人子之

大事, 不可因贫、富、贵、贱, 有违于礼。但称家有

无,以适其宜足矣。贫者、贱者, 不得过减; 富者、

贵者, 不得过侈。过减、过侈, 皆违礼也。至于父

母既没, 凡其所爱, 吾亦爱之; 凡其所亲, 吾亦亲

之,则父母虽亡, 仍若未亡,而孝思永矣。
[ 4] ( P129)

中国伊斯兰哲学家庭观不仅认为子女应该孝

敬父母, 还对如何孝敬父母提出了具体的做法。

亲扉未启,不敢叩。无事则返,有请, 立而待。有

命,声息以闻之, 勿敢窥。扉, 室也。子至父母之

室,门未开, 不可叩。无事且归去, 有事请命, 则立

于门外,侯开门, 然后请。若奉命至, 则作声以闻

于父母。如所命者急, 必启户召入。闻声而不开

门, 则 知 所 命 非 急 也, 立 而 待 焉, 毋 内

窥。
[ 4] ( P127- 128 )

父母之前不夸勇, 不式力, 不矜

言。毋哕噫变声,毋跛立,毋箕踞, 毋睇视,咳涕必

反面,呕则起而去之,语必视其面。父母命, 唯 而

进,安所适, 终始其命, 以悦亲心。夸勇, 逞能也,

式力,拽重也; 矜言, 炫才也; 哕噫, 饱食气满而呕

声也;真变声, 语言失常也; 跋立, 偏足邪立也; 箕

踞,盘足傲坐也; 睇视, 邪目亵视也, 皆不敬之貌

也。时有咳涕, 必反其面; 胸臆欲呕, 则起身避去,

皆示敬也。凡对父母言,必视父母之面。父母有

命,则闻声而进。安者, 无勉强貌。谓安逸领命,

终始其事,以悦父母之心也。
[ 4] ( P128)

总之, 在伊斯兰社会中, 只要父母还活着一

天,穆斯林对父母的责任就存在一天。

五、中国伊斯兰哲学家庭观认为处理好与近

亲属以及邻里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

(一 )中国伊斯兰哲学家庭观特别强调处理好

与近亲属之间的关系。

家庭里有兄弟姐妹, 还有别的亲属。伊斯兰

同样重视每一个亲戚的权利。 你们当崇拜真主,

不要以任何物配他, 当孝敬父母, 当优待亲戚, 当

怜恤孤儿, 当救济贫民, 当亲爱近邻、远邻和伴侣,

当款待旅客, 当宽待奴仆。
[ 1]
( 4: 36) 他们问你

他们应该怎样费用, 你说: 你们所费用的财产, 当

费用于父母、至亲  [ 1] ( 2: 215) 你们把自己

的脸转向东方和西方, 都不是正义。正义是信安

拉、信末日、信天使、信天经、信先知, 并将所爱的

财产施济亲戚
[ 1]
( 4: 36) 你崇拜安拉, 不以

物配主,坚持礼拜, 缴纳天课, 接续亲戚。接续亲

戚是指用美好的语言、良好的行为、佳美的财富善

待他们,也就是说好话、探望他们、慷慨大方地给

予他们帮助, 同时与他们保持来往。接续亲戚还

指不伤害他们, 而是尽量给他们创造幸福。穆斯

林一定要懂得与亲戚保持联系是一种义务,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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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一种值得赞扬的美德。

(二 )中国伊斯兰哲学家庭观认为处理好邻里

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

中国伊斯兰哲学家庭观认为在家庭美德中与

邻里之间处理好关系非常重要, 并且认为选择好

的邻居是家庭生活美好的重要因素。与邻居关系

的好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家庭的安详与稳定。

因此, 应该搞好邻里关系,用团结、互助、宽容之心

去对待他们。 先邻而后宅, 以亲贤正。此甚言择

处有慎始之道也。选宅者必先察其邻里贤否, 然

后视其宅之合宜,苟不慎重而邃处之, 恐有近朱近

墨之害矣。即或免于其害, 亦未能见益于我,何如

择仁里而居之,就正有道, 日游于圣哲之乡耶? 志

道君子其加谨哉!
[ 4] ( P153 )

淫乱之家, 不过其门。

慎嫌之道,不惟不亲其人, 尤不睹闻其事; 不惟不

履其 境, 尤 不经过 其门, 此守 礼慎独 之法

也。
[ 4] ( P155 )

不久寓于远译之乡。凡语言文字不

同形声处, 即为远译。慎教之人, 不得轻往其地,

或往焉,亦不得久寓, 恐习俗易移也。
[ 4 ] ( P154)

古

兰经 说: 你们应当只崇拜真主, 并当孝敬父母,

和睦亲戚,怜恤孤儿, 赈济贫民,对人说善言,谨守

拜功, 完纳天课。
[ 1]
( 2: 83) 对人说善言 , 是处

理与他人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邻里之间, 相处

的时间长了, 难免出现一些小磨擦, 小误会, 这就

需要我们用理解、求和的心态去化解, 尽可能避免

恶言恶语的伤害, 你敬我一尺, 我敬你一丈, 互尊

互爱是搞好邻里关系的关键所在。 一句良言, 好

比一棵优良的树,其根柢是深固的, 其枝条高耸入

云。
[ 1]
( 14: 24) 一句恶言, 比如一棵恶劣的树,

从大地上被连根拔去,绝没有一点安定。
[ 1]
( 14:

26) 居近仁, 处执义, 非其邻不宅。居近仁, 专言

卜居者, 必择仁里而居也。处执义, 则兼出处而

言,筮仕必以义,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非其邻不

宅, 谓既居矣, 而邻非正人, 则去之, 以就于

正也。
[ 4] ( P154)

邻里之间互相尊重, 互相关心, 互相帮助, 团

结友爱,才能进一步维护家庭的稳定。少数民族

有 大杂居,小聚居 之居住特点。搞好邻里关系,

创造良好的邻里环境和现代化的文明社区生活,

不仅有利于人们的心里健康, 家庭欢乐,而且有利

于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

总之,中国伊斯兰哲学家庭观对家庭关系的

诸多方面作了详细的探讨。作为协调家庭人际关

系的一些原则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仍然

起着一定的作用。充分挖掘、弘扬中国伊斯兰哲

学家庭观中的积极成分, 可以增强中国穆斯林群

众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认同感和主人翁意

识,对民族地区穆斯林家庭道德建设水平的提高

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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