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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几个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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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首先概述了伊斯兰教中国化问题的重要性和今后继续坚持中国化大方向的必要性，然后提出了与此有

关的六个自认为是问题的问题，并大概列举了一些自己的初步见解，以与各位新老朋友共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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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中国化，是贯穿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的一条红线，也是观察和认识中国伊斯兰教形态、轮廓、特

色、走向的一把钥匙，更是我们今天在新的中国和世界条件下定位中国伊斯兰教的一个标尺，无疑也仍是今

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引导中国伊斯兰教继续前进的唯一正确方向。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大家对中国伊斯兰教

历史、理论、现状的一轮辛勤的研究，已基本上成为教界、学界、政界的一种共识，这是中国伊斯兰教之福。然

在这种已有一定共识的新背景下，大家又愈来愈感觉到过去的研究虽成果可喜，成就可赞，但用中国化这条

红线衡量，不免仍是有的清晰、有的模糊、有的空白，并不尽人意。这样就将上一个台阶研究中国伊斯兰教摆

置在了年轻朋友们的肩上。然要能在一个新的水准上研究中国伊斯兰教，对伊斯兰教中国化问题的理论认

识深度，就成为了下一轮中国伊斯兰教研究能否真正上一个台阶的关键。基于此，笔者先抛砖引玉提出几个

自己认为是问题的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理论问题，与各位新老朋友一起探讨。

一、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理论前期或生成机制问题

这个问题说白一些就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为什么会从一开始就较顺畅地、平稳地、持续一贯地、自然

而然地坚持中国化的走向，并很自发地将此作为自己在中国土地上扎根生成的一个传统，这其中的奥秘到底

在哪里。
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伊斯兰教的主流“中道”在中国的条件下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和合”传统的

相契合，并彼此互动所致。这如果细化一些说就是以下五点。
1． 伊斯兰教的核心教义和核心价值观“中道”与中华文化的核心文化和核心价值观开放包容传统分别为

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提供了理论依据或者说提供了理论上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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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伊斯兰教的“中道”主张与中华文化的开放包容主张为伊斯兰教中国化提供了一个以双方心心相通、
核心价值观相对接为特色且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机制。

3． 两者都为伊斯兰教中国化提供了原动力，这种原动力的提供包括吸引力、凝聚力、驱动力、可持续力等

多类型且可以体现在精神、意识、思维方式多个不同领域的文化力。
4． 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特别是传入中国广大内陆地区的和平方式，借助于外交、外贸、求学等间接方式以

及有穆罕默德亲口的“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训示，与传入地所采取的开放包容，尤为两者在中国广

大土地上的对接提供了很有利的氛围，并大大减少了可能遇到的一些外在阻力。
5． 两者在中国环境下的对接、契合和互动，既是一种量变，也是一种质变; 既是一种原初文化生态的位

移，也是一种新的文化生态的新生。从不同的角度看，它起码从文化形态上有四种联系，也有区别的特点。
一是从单纯的文化力的角度看，两者结合文化力仍然是原初的那种，有一定的吸引力、凝聚力、驱动力的文化

力，只不过从量上有了很大的补充，发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文化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既可以说是伊斯

兰教原有的合和之道在异地的一种发挥，也可以说是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的中道效应在本地的进一步发挥，两

者是等价的，互换的; 既可以说是伊斯兰教的中道在起作用，也可以说是中华传统文化在起作用。二是从文

化机制的角度看，两者对接互动后其机制形态已从单一升华为复合，从原初演变为再生，成为了一种具有伊

斯兰教文化和中华传统文化双重特色的新文化机制。三是从中华传统文化历史的角度看，这种具有伊斯兰

教和中国双重品格的新机制由于生成于中华传统文化正在成熟时期，所以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的一部

分，只不过它进入中国传统文化整体框架的时间要晚于中国化的佛教而已。四是单纯从中国伊斯兰教的角

度看，这种伊斯兰教与中国相对接互动为方向的机制，应该说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第一天起就具有了，从这

个意义上说，它是中国伊斯兰教的第一优良传统，即最初的、最古老的传统，形象一些说就是中国伊斯兰教的

“根”与“魂”。
至于这种中国伊斯兰教之根之魂具体指什么内容，这是一个大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一种以“开放包容”为

核心的文化模式，它既是一种精神、意识、思维方式，也是一种人格、品质、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

二、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轨迹或历史分期问题

这个问题说白一点就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具体过程问题，这个过程按中国化的内容、目标或者涉及范围

的不同，在自唐伊斯兰教传入中国起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千余年中大约经过了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 唐宋) 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启动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伊斯兰教中国化仍然是围绕着伊斯

兰教同中国人的心、中国人的情( 华心) 以及中国人生长、生存的土壤( 华土) 的尝试性对接和初步互动这个

主题而展开，其结果虽然尚不是常态或定态，但却为伊斯兰教中国化打下了坚实的民心、民意基础，其意义是

不可低估的，这也是笔者将唐宋 600 年视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时期的根据。
第二个时期( 成吉思汗西征至明中叶) 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初盛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伊斯兰教同中国

人的心、中国人的土的对接互动成为了常态、定态，而且两者的深层对接已经开始在伊斯兰教构成的外层和

中层多个领域展开。正如笔者在《格底木史初探》一文中所叙述的元至明中叶“大批的穆斯林同中国的地

域、经济、居民等的这种结合，从表面上看，好像与在中国传播的伊斯兰教本身没有多大关系，但实际上涉及

了这种伊斯兰教的最根本的方面，即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生活条件”，所以“变化首先在穆斯林与汉族接

触比较多”，又与“穆斯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一些领域内展开，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第三个时期( 明中叶至清中叶) 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兴盛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伊斯兰教在其构成的内

层或深层的多个领域即教义、教理以及教派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释道三教进行了大面积、深层次、比
较成功的对接契合、融合会通，最终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从伊斯兰教和中国文化两个角度分别来看恰当合度、
从具有伊斯兰教和中国文化双重品格的新角度来看又十分完美的伊斯兰教新存在形式。这一形式既没有失

去伊斯兰教的原旨，又继承和发扬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不少优势，真可谓是中华传统文化乃至全人类古老文化

史上的巧夺天工之作。
第四个时期( 清末民国) 为伊斯兰教中国化寻找新路、力挽危机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最醒目的成果就是

中国人( 包括中国穆斯林、回族精英) 找到了一条在中国挽救教育、宗教、民族、国家落后衰败的道路，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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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伊斯兰教领域就是回族精英在教育、宗教、民族、国家四者及其相互关系上的全面觉醒，即不是把这四者

的复兴单独提出来进行挽救推动，而是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大局中将这四者的复兴结合起来考虑推动，这样就

有了一个四者同时、共同复兴的大方向。从目标上看，不单独提宗教复兴、民族复兴等等，但从内涵上看却包

括有宗教复兴、民族复兴等等的内容和成分。鉴于此，接近于断裂的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程就又得到了

接续。
至此，我们算是简单勾画出了伊斯兰教中国化过程的一个历史轨迹，但这对人们全面领会和理解这个对

凝聚人类命运共同体可以提供重要正能量的文化现象或者文化机制是远远不够的，故还必须作进一步的加

色加彩。按笔者对中国伊斯兰教历史、理论和现状的初步研究，现只能再作以下勾画。
1． 伊斯兰教的中国化是一种与佛教中国化有显著不同的文化模式，即虽中国化的大方向相同，但过程的

走向，特别是起始的走向却完全相反。具体的说就是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过程主要不是从传教开始，从取经、
译经、传授教义教理开始，而是从其载体同中国人的心( 华心) 、中国人生长的土( 华土) 的尝试性对接开始，

即围绕着伊斯兰教载体的初步地域性转化开始，而且遵循着人心相通和本土化两个并行的维度。
2． 伊斯兰教中国化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在伊斯兰教构成的外层和中层领域进行，从而在中国化

的伊斯兰教构成中有比中国化的佛教多得多、深得多的世俗和只带宗教色彩的成分积淀。
3． 伊斯兰教中国化不仅有一个民心相通和异地扎根的过程，而且紧接着又有一个同样比较漫长的从伊

斯兰教构成的外层、中层逐渐向内层深入的过程，这和佛教的中国化进路也是不同的。
4． 伊斯兰教中国化从唐至新中国成立这1 000多年里虽然基本上是一个“以一贯之”的渐进传统，但也有

几次比较显著的部分质变，有几次比较显著的挫折或后退，前者使伊斯兰教中国化进程自然分成了几个大的

历史阶段( 时期) ，后者显示出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程并不完全直线运行，即并不是一帆风顺，而是有曲折有

弯路的，这个曲折和弯路，主要是有外部原因，但内部原因也是有一些的。
5． 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过程也是其生成机制不断变化的过程，所以在每个重要的历史时期里中国化都有

不完全相同的生成机制和生成能力，这是我们研究中国化问题特别需要注意的。

三、伊斯兰教中国化还在路上

这个问题一方面实际上是下一个问题即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现实定位的理论前提，另一方面又是承上启

下、承前启后将本文所涉及的四个问题看作是一个长过程的桥梁，所以在此单独作为一个独立的问题提出。
说伊斯兰教中国化还在路上主要根据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理论前提和生成机制及伊斯兰教与中国国情

的相通、对接和互动一直到今天仍有较强的生命力，仍是伊斯兰教在中国继续存在和前进的唯一正确方向。
不过经过1 000多年的一系列量的和部分质的变化，伊斯兰教中国化在内容构成和机制上也发生了许多重大

的变化。具体一些说就是运作方式除了中国化一个主要走向之外，又相对地增加了中国走向世界和阿拉伯

伊斯兰世界向东看的内容，一则使中国化已不再是原有内容构成的中国化，二则使原有的自为、自发、被动或

任其自然的机制运作方式迅速地向自觉、主动的机制运行方式转变，从而使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运行渐渐完成

了原有的和合、对立两种情形自然发展的状态向人们可以自觉、主动引导的转变，从而使伊斯兰教的正能量

得到了尽量发挥，负能量得到了有效的管控和消解。此外伊斯兰世界在长期彷徨犹豫之后也在悄然变化。
这种中国化运行方式转变过程严格的说已从清末民初的中国人包括中国穆斯林精英在教育、宗教、民

族、国家及其相互关系上的全面觉醒时就开始了，但由于三座大山的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的制

约，中国人民尚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更不用说主动引导文化的运行。然而，经过民国时期几十年的浴血奋

斗，新中国成立最初 30 年的站起来，改革开放几十年的逐渐富强起来，中国人已有条件来主动引导中国化的

运行，故主动引导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运行就不仅是中国政府的自觉行为，而且也愈来愈成为了中国伊斯兰教

的一种共识，在这种状态下说“伊斯兰教中国化还在路上”主要是进一步强调中国伊斯兰教“不忘初心”，正

像说中国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运作方式已有重大改变，主要是要强调伊斯兰教中国化现在已开始走上一个新

的征程一样。

四、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现实定位问题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在当下或者当下一个时间段里为引导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实现进程确立立脚处或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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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问题，这应该是从现状或现实的层面上认识和处理伊斯兰教中国化问题的一个关键或一个前提。如果

现实定位不好或不准，中国化进程的落实即落到实处就是一句空话。
但如何具体进行定位，这就取决于定位对象本身的机理机制，取决于人们曾为引导顺利运行预先设计的

目标等等。按笔者对伊斯兰教中国化历史进程的初步研究，对中国伊斯兰教现状的亲自体验，应该采取渐进

式多维多层一体综合性定位方法处理伊斯兰教中国化问题较为合适，这种方法概括一些说可以称作为“渐进

式多维多层一体综合定位法”，形象一些说则可以称作是“渐进式四步定位法”，让我们对这四步作以下勾画。
第一步是在多维度意义上进行定位，即在既与伊斯兰教构成内容有密切关系，又与中国国情实际需要有

密切关系的一些单一关系领域，即“维度”内进行定位，如在伊斯兰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对接中的定位，中国

穆斯林与中国伊斯兰教研究者努力与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对接中的定位，中国穆斯林和中国伊斯兰教在国

家发展、稳定、安全中的定位等等。
第二步是在一些复合关系领域进行定位，如在构建新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伊斯兰教中

国化定位。按笔者的理解，它应该也必须是这种新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个组成部分，不然不

仅难以保证这种价值观的圆满，而且也辜负了历史上为伊斯兰教中国化贡献出了自己毕生智慧和力量的众

先贤。
第三步是在中华民族一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个一体的意义上进行定位。由于目前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尚处在攻坚阶段，两个一体的对接也还处在初步或尝试阶段，态势尚不明朗，定位也就更有难度。然这是

一个必须面对的新问题则是无疑的。
第四步就是根据初步的实践，回过头来再对原先的定位多维多层一体进行反思，作一定的修正和补充，

以使定位进一步完善、精确。
必须说明的是，这四步走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其中有一定的逻辑关系，最好是一步一步的进行。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问题从释解问题的路径、角度来看，运用的是“定位先行”路径，故概括起来可以称作

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现状研究中的“定位先行”路径，这和伊斯兰教中国化历史研究中采取的“理论先行”或

“生成机制先行”路径是不同的。不过不能忘记这种不同是在中国化的机制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转变大前提

下，即大同条件下的不同，所以无论是在历史研究的范围内，还是在现状研究的范围内，伊斯兰教中国化的主

题和大方向都是一致的，而且仍然可以视作是一个“以一贯之”的过程。

五、伊斯兰教中国化目前运行的优势和短板问题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上一个问题的进一步引申，侧重点是对伊斯兰教中国化现实状况，特别是研究状况的

一种整体评价，以便使我们对中国伊斯兰教和中国伊斯兰教研究下一步如何继续走、如何进一步走好心中

有数。
就当下视角观察，伊斯兰教中国化起码具有以下几点优势。
1． 有长期逐渐积淀和不断夯实起来的坚固和耐久的人心和土壤基础。
2． 伊斯兰教同中国国情的对接，在唐至清后期一个很长的时期里，采取的都是两者构成的外、中层逐渐

向内层深入的渐进式的、符合两者机理的一步步契合的进路，故契合在深度、坚实度上是其他进路契合难以

相比的。
3． 伊斯兰教的中国化不仅为中国化的伊斯兰教积淀了比佛教中国化多得多、广得多的属宗教构成的外

层、中层的内容，而且在宗教构成的内层即经典、教义、教理和核心价值观方面也不比中国化的佛教逊色多

少，加上双方长期的心心相通、话语对接、文文相译，其深度是令人赞叹的。
4． 伊斯兰教在明清之际和清末民初的两次较大规模的迅速觉醒，说明中国化的伊斯兰教或中国伊斯兰

教具有较强的跌倒能爬起来的机制和能力。
5． 伊斯兰与中华两大文明虽然在近代都遭到外来的侵略，都有一个衰落时期，都错过了一个重要的发展

机遇。但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迎来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一个逐渐觉醒、争取解放的复兴道路，少走了

约百年的像阿拉伯国家那样基本上是曲曲折折，一会儿春，一会儿冬的弯路。
6． 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近百年里，虽然有一些曲折，特别是 10 年文革那样的大曲折，教训惨痛，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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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取得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如抗日战争时期在今宁夏同心县( 时称豫海县) 取得红色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相

和合为特征的“同心经验”; 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共产党在一些少数民族相对集中的地区取得的治国理政经

验; 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所创造的将主位与客位、专业与业余、学界与教界政界原来分立、对立的

学术研究方式合为一体，协调研究的经验等等。
以上六项优势，如果再加上始终一贯“坚持中道，拒绝极端”的优势，那中国伊斯兰教乃是世界伊斯兰教

整体中值得研究、尊重和借鉴的一支，中国伊斯兰教界应该有这个自信。
同时，就当下视角而言，伊斯兰教的中国化，特别是伊斯兰教中国化的研究目前还存在一些短板，这是无

疑的，初步梳理起码有以下几点。
1． 地区之间的不平衡还相对明显。特别是在新疆地区或者在维吾尔族等地区，笔者目前对这里的伊斯

兰教的中国化进程都还勾画不出一个有明显逻辑顺序的大致轮廓，更不用说与内地伊斯兰教中国化比较、对
接和融为一体了。此外，在回族相对聚集地区与撒拉、东乡、保安等族相对聚集地区之间存在着怎么样的不

平衡，笔者也还没有明确的概念。
2． 对唐至明中叶这 800 余年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内容我们揭示得还不够，以至于在《中国伊斯兰教史》撰

写完成交付出版时，负责出版的同志则因明中叶至清末部分与其他部分篇幅太不相称，像是一个大肚子，宁

让我们将这个大肚子削掉几十万字，使好些比较精彩或重要的内容忍痛删去。岂不知就是这大肚子的内容

与同样时间段的佛教中国化内容相比较，在篇幅容量角度看也还是不相称的。
3． 改革开放以来，在伊斯兰教研究各界同仁的努力下，尽管也汇集出来了一套一套的史料集成，但对其

进行研究消化却跟不上，这就像好不容易生产出了粮食，然食用、消化跟不上，仍然是难以“文化”成人身上的

血与肉。
4． 以王岱舆、刘智为代表的汉文译著，在中国伊斯兰教内曾被视作是“汉克塔卜”，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各

界在这些年对其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但它或它的最有思想学术性的部分离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承认或公认

为“经典”还相差甚远，同样也还是“文化”得不到家。
5． 至于中国伊斯兰教研究各界研究伊斯兰教中国化的激情或热度，显然在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讨

论会开过一轮后有所下降。在五省区讨论会，包括启动五省区会议的乌鲁木齐南山会议上各路研究豪杰所

表现出的那种激情，那种各路英雄齐聚“南山”论剑的精神，至今仍深深地浮现在笔者的脑海里，激励笔者即

使在病危时仍不时思考着一些自己认为是紧迫的问题。
6． 此外资金、人才投入不足，领导重视程度不如改革开放初期那黄金十年，也应视为一个短板。最明显

的例子就是在国家制定七五期间国家社会科学规划时，确定的 24 个宗教学科基金资助项目就有伊斯兰教类

项目五项，而且起步很晚，研究基础薄弱的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也和《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中国基

督教史》一道被列为国家重点研究项目，在宗教学领域得到了最高程度的对待，仅有八九人的伊斯兰教研究

室就派四人参加，还不说时任所长、室主任亲自指导着前期的立项、撰写工作。

六、伊斯兰教中国化外部环境在当下最显著的特点是什么和如何应对的问题

这个问题同样密切关系着伊斯兰教中国化宗教自身和宗教研究两轮的运行，处理得好，运行就会理想、
顺畅，处理得不好，运行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伊斯兰教中国化外部环境在当下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一个“变”字，这是中国人处理国内外各种问题时都

会遇到的，认识和处理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伊斯兰教中国化问题也不会例外。
那么我们如何处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应对这个“变”字呢? 笔者暂时用下面四句话作一初步概括。
1． 完成四项重要转变。第一在思维方式上完成从零和思维向和合思维的转变; 第二在理解中国化含义

时完成从单纯中国化角度向复合中国化角度，既包含中国化也同时向世界化的转变; 第三在对中国化进程运

作方式的理解上完成从任其自然进行向主动加以引导的转变; 第四在理解和定义中国伊斯兰教载体上完成

从纯粹的宗教载体向同时也更是主动引导宗教在中国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主人翁”的转变。
2．“以不变应万变”。即不忘初心，坚持和发扬核心价值观、坚持自信、坚持底线等等中国特有的看家

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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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症下药应变。即用不同药方应对快变、多变、大变、突变、连环变种之不同形态的变。如用求同存

异、管控分歧等较为灵活变通的方式应对包括对抗因素或者有较大差异但并不是无解的变项，用重预测、重
预警、做预案、抓苗头、观风向、看走势、察舆情、察言观色等较为不显眼的方法应对某种有迹象，但还远未成

为问题的变项。
4． 多方协商合作共同应对。特别是围绕着伊斯兰极端问题的一些应对，应对解决穆斯林贫困问题的一

些策略。
以上四句话或四段文字的概括，如果再扼要一些就是灵活应对、变通应对或智慧应对，即超越一般知识

应对、理性应对的一种创造型应对( 智库应对) 。
以上主要陈述了笔者对这六个问题的初步见解。不过还有两点需要补充说明，一是这六个问题并不是

伊斯兰教中国化主要理论问题的全部，尚有一些研究界没有涉及的主要理论问题，如新疆伊斯兰教的中国化

问题、内地伊斯兰教历史上的儒化和化儒问题、内地伊斯兰教研究中的“溯源”问题等等没有涉及。二是涉及

这六个问题的目的主要是考虑将伊斯兰教中国化问题研究的三个组成部分 ( 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和现状研

究) 连成一体，一以贯之并尽量贯彻学术研究的“问题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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