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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白话报与王静斋的思想启蒙

——以《正宗爱国报》为例

马 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宗教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清末以来，中国文化界出现了一股以开民智为主题的思想启蒙运动，创办白话报是主要表现形式之一。

王静斋通过订阅北京、天津两地的白话文报纸，学习知识、了解国内外大事、增长见识、接受思想启蒙教育。对他影响

最大的白话文报纸是《正宗爱国报》。通过《正宗爱国报》可分析清末白话报对王静斋思想启蒙的影响，进而了解这位

宗教界代表的家国情怀和爱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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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缘 起

王静斋（1880—1949）阿訇作为近代以来影响较大的经学家、翻译家、爱国报人，已经引起学术界的广泛

关注，研究成果较多。笔者在搜集、整理王静斋的资料时，发现他两次提到在清末订阅白话报的情形。

一是在《述我翻译中亚字典之经过》中称：

宣统年间，余长教于宣化府属新保安，以常阅北京《正宗爱国报》，再阅《天津竹园报》，渐识汉

文。［1］

二是在《五十年求学自述》中写道：

（光绪三十三年）余在新保安时，订阅《天津竹园报》，此我涉猎新闻纸之初步。继又函托张子文

君在京代订《正宗爱国报》一份。二次莅任白塔村，除订阅《白话报》外，更订阅天津《民兴报》《大公

报》……民二辞职返里，赋闲多日，有时拟讲演稿，投天津《民兴报》，自以为目不识丁之我，居然能读

报纸，进一步而能以为文，甚至投稿得获发表，较比十年前自属进步多多矣。［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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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段文字虽然在表述上略有差异，但都体现出王静斋早年通过阅读白话文报纸，以渐识汉文、读报、写

作的过程。一直以来，学术界始终忽略王静斋阅读白话文报纸，接受思想启蒙的历史细节，从而影响了全面

理解他的爱国思想及经学主张。笔者认为，清末白话报对王静斋思想启蒙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借助白话报，

不仅学习了汉文，提升了写作，为日后以白话文创办《伊光》、翻译《古兰经》奠定了坚实基础，而且将早期思想

启蒙融入著书立说中，从而丰富了他的爱国主张和经学思想。

二、王静斋提及的白话文报纸

究竟哪种报纸属于王静斋初步涉猎的新闻报纸，前两文中的叙述不一，由于资料所限，本文不做考述，仅

就简单梳理一下他提到的若干种白话文报纸。

《天津竹园报》原名《竹园白话报》，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初三（1907年9月10号）创办，创办人为丁竹园（字

子良），其宗旨是“广开风气，增益民智”；“维持治安”［3］。最初社址在天津市北门外小伙巷，王静斋老宅街巷所

在地。发刊前五天，《大公报》连续刊登《快看竹园白话报》的广告，强调该报“宗旨正大，内容丰富，雅俗共赏，

物美价廉，每日一份，零售铜元一枚，论月三十枚，外埠酌加邮费，另有详细定章，欲看者请向各代售处送报

人”［4］。该报出至第三十号时，社址移到东马路，销量逐日增加，社会影响日渐明显。面对社会上关于“白话报

无关紧要”的声音，丁竹园认为文话和白话各有好处，然而“要说训俗之类，总是白话儿相宜，对社会风俗的病

症下药，教妇女小孩，不论粗细人，一听就懂，而且所论的事情，也实在不宜用文话”［5］。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

一（1908年 11月 24号），《竹园白话报》改名《天津竹园报》。经过一年多的发展，报纸行销甚广，颇受海内欢

迎［6］。宣统元年五月二十三日（1909年7月10号），约出至652期后停刊。《天津竹园报》涉及内容甚广，包括办

报、实业、爱国、生计、卫生、教育、医药、军事、宗教等。关于宗教，丁竹园认为宗教有“齐民心”的作用，同时呼

吁穆斯林大众以“爱教之心而爱国”［7］。

《正宗爱国报》创办于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初一（1906年11月16号），经理人为丁竹园的弟弟丁国珍（字宝

臣）。此时正值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后，实施预备立宪，提倡新学，改良风俗，抵御外侵，振兴中国。受此影

响，该报将“尊君”“尊孔”“尚贤”“提倡公益”“劝学”“劝工”列为六大宗旨，并以“提倡实业为主义”，“合四万万

人为一心”，使各族民众“痛痒相关，彼此相顾，同心协力，共谋同种的幸福，以国土为性命，人人发出一团热

力，爱国如命，保卫中华”［8］。该报是继彭翼仲《京话日报》之后又一份影响较大的白话文报纸。《京话日报》创

办于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初六（1906年8月16号），该报“为输进文明，改良风俗，以开通社会多数人之智识为宗

旨”，并且“通幅概用京话，以浅显之笔达朴实之理，纪紧要之事，务令雅俗共赏，妇稚咸宜”［9］，“叫人人知道爱

国，人人知道发愤自强”［10］。《正宗爱国报》在开通穆斯林智识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启蒙作用，对此，已故张巨龄

老师作过介绍性研究［11］（P23-27）。

《正宗爱国报》创办之前，正值《京话日报》停刊，该报经理人彭翼仲在狱中向丁宝臣推荐了原报社的重要

成员，丁宝臣后来提到：“若非先生在狱赐书，介绍文啙窳，并对《京话日报》极有感情的王子贞、春治先等①相

助，国珍一人实在办不好。”［12］最终，王子贞成为《正宗爱国报》的首任主笔。

《正宗爱国报》创办之初，丁宝臣还在《大公报》刊登广告，介绍办报的宗旨和理念：

本馆开设在北京琉璃厂东北园，已于十月初一日出版。新闻悉用白话，体例特外精神。演说稿

多系著名家。又随报附印竹园白话全集。不但宗旨正答，材料丰富，而且门类繁多，记载准确，雅俗

共赏，无美不臻。是白话报中最有思想，最有精神者。［13］

1907年7月，王子贞因“公益过忙，实在不能够兼顾”，去职。丁宝臣继聘旗人文益堂②为主笔，并增加演说

一栏。《正宗爱国报》创办大约两年后，丁宝臣由于“私冗过忙”，一度交由四弟丁子瑜经理［14］。该报亦关注宗

教，首次提出“爱国爱教”［15］的观念。宣统三年（1911年）中秋过后不久，文益堂去世，丁竹园成为临时主笔。

进入民国后，随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关于出版、言论等自由得到法律保障，《正宗爱国报》刊发了许

多关注百态民生的报道和评论，并连续报道了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黄兴等人在北京期间的活动以及中国回教

俱进会在前门三里河织云公所欢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黄兴等人的情形［16］。然而，好景不长，袁世凯逐渐倾

向独裁，全国舆论界掀起了一股反袁浪潮，《正宗爱国报》成为这批报纸中的先锋之一，袁世凯及其爪牙“复出

种种手段制其发行”，“几遭封闭”［17］，然而丁宝臣仍然坚持。1913年7月28号，袁世凯的爪牙先以“爱国报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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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丁宝臣因受赂造谣，为秘党机关”［18］罪名先将报馆封闭，继而于8月1日将丁宝臣逮捕。最终在8月19号，

丁宝臣被“枪毙”，他被誉为“中国第一个献身新闻事业的少数民族报人”［19］（P126）。

《大公报》创办于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二日（1902年6月17号），创办人为英敛之。创刊之初，应“西友”的

要求，在该报辟出“附件”栏目，刊登小段白话文［20］，采用流行的“官话”，遵循“浅、俗、清楚，不敢用冷字眼儿，

不敢加上文话、成语”的原则，目的是“开民智”［21］。《大公报》创办两个多月后，丁竹园开始投稿。对此，该报时

任主笔刘孟扬后来在《竹园丛话》序言中提到：“我在天津《大公报》主笔的时候，我自己差不多每天要作一篇

文言概说，一篇白话演说，非常之累。幸得子良先生常寄演说稿，可以替我分劳。”［22］据《竹园丛话》的相关信

息，丁竹园在《大公报》发表的文章有三十多篇，内容涉及医学、商业、商务、实业、戒烟、团结合群、穷人生计

等。1904年，英敛之从《大公报》的“附件”中选辑出一个小册子，名曰《敝帚千金》，内容分为开民智、辟邪、合

群、劝诫缠足、寓言五大类，先后出版两册。1905年8月，《大公报》改组后扩大了白话文的版面，用纯白话的

“敝帚千金”附张，每日刊2—4篇白话文，并定期装订成册单独出售。至1907年底，《敝帚千金》已经出版了三

十册，其白话文超过了1 200篇，作者主要为英敛之、刘孟扬、丁竹园等。据学者研究，《敝帚千金》小册子和附

张的推出，标志着《大公报》在清末白话文运动中不再仅仅充当敲边鼓的次要角色，而是独挡一面之主力

军［23］（P27）。

《民兴报》宣统元年农历润二月十六日（1909年 4月 6号）创办于天津，创办人为刘孟扬、李玉荪，该报以

“正民德、开民智、达民隐、作民气为宗旨”［24］，特点是“议论公正，词义浅显，新闻精确，小说新奇”［24］。《民兴报》

创办后，赋闲的丁竹园被聘为该报的专栏主笔，他发表的白话文内容涉及禁烟、废除鸦片条约、练兵、天津城

市规划、民族团结等方面。刘孟扬在《竹园丛话》序中再次强调：“当时子良先生所发表的演说，很得社会的欢

迎。因为他的演说，或庄或谐，入情入理。所以人人爱看，报纸的销数，也因为有子良先生的演说格外加

赠。”［22］《民兴报》一直存在于民国初年。

《民兴报》创办未及一年，颇受社会欢迎，只是该报文理稍深。宣统元年十二月一日（1910年1月11号），

刘孟扬、李玉荪又创办《天津白话报》，这就是王静斋在自述中提到订阅的“白话报”［2］。该报“为的是教那粗通

字义的看着便当，可以从此慢慢地把社会人民的智识全开了，于是自治的前途，当必有极大的好处”［25］。

总之，清末白话报的办刊目的是开民智，倡导民众爱国，所刊登的内容比较简单，易于理解，主要针对的

是中下层的群众，尤其是像王静斋这样识字较少或者不识字的人群。不识字的群体一般是通过阅报社或者

在茶馆，由识字的人阅读，其他人聆听。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清末白话报是在清政府倡导“预备立宪”的背景

下创办的，许多言论和话语具有时代烙印。早年的王静斋就是通过订阅各种白话报，学习汉文，接受新思想，

开阔视野的。对此变化，王静斋曾自豪地说：“识字则借报纸，知书则由指划。法帖读本，纸笔墨砚，我从未因

此费去分文。余尝言，专门阿、波两文外，国文知识，实我例外之收获也。”［2］在上述白话文报纸中，真正对他产

生重要影响的则是《正宗爱国报》。

三、王静斋与《正宗爱国报》

目前虽然难以考证王静斋最早订阅的是《天津竹园报》还是《正宗爱国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正宗爱

国报》对他的影响较大，且持续时间长。丁宝臣鉴于伊斯兰教“经卷奥秒无穷，惟传至中国历久相沿，阿衡不

求甚解，难免失其本旨者”，而且自己“不作阿衡，实系学业未成”，难以理解其中的奥义。于是他“将经卷上寓

意未能领会者，摘录数则，以质高明”［26］，通过《正宗爱国报》，征集答复。王静斋第一时间捕捉到该信息，据

《五十年求学自述》记载：

一日，见《爱国报》登有“疑问求教”四则，由该报总经理丁宝臣氏署名，最后一语系：经堂学生能

以全部作答者，则赠以上等锦幛，阿衡能答者，则另有相当酬谢。余见报后，依此作答。未几，丁君

亲赴天津敝舍投书，聘请余担任京都崇外花市教长职务。自此，在花市任职二载，便中起草《中亚字

典》。［2］

王静斋未提及该日的具体时间，但根据《正宗爱国报》相关信息所知，当日为宣统元年九月初八（1909年
10月21号）。丁宝臣提出的问题涉及字课、天文、法律、理学，要求“除马玉麟、马梅斋、王友三、王浩然四位授

业师外，无论现在任何掌教、闲散阿衡及肄业者，均请赐教函示是幸，或由首事乡老与阿衡讨论，代为指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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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七日内答复，果与经典符合，必有相当之酬赠，并登报鸣谢，即或稍欠允当，决不宣布。再各寺院肄业生，如

能四问全答，指证明确，其卒业之红缎锦幛，鄙人拜送，此举实系区区求学之意，惟望前辈先生，勿吝教言，不

胜拜祈之至。”［26］

据丁宝臣后来透露，征求信息发出七日内，达浦生、安静轩、张子文、王静斋等函复，皆有恰当之理，唯王

君静斋之解释较为详细。该报因限于篇幅，“即或稍欠允当”，是以未能全文刊出。直到王静斋应奉天开原所

聘，匆匆出京后，丁宝臣思念良友心切，在翻阅与王静斋的往来信件中，发现了这份答文，条理明晰，反复读

之，不忍释手，是以补志报端，用供同［26］。

王静斋的答复令丁宝臣非常满意，一方面消除了外界的疑问，另一方面解决了自己的困惑。现在无法得

知丁宝臣是否兑现早前承诺的相关奖励，然而他亲自前往天津，聘请王静斋担任北京花市清真寺教职，算是

最大的奖励。而这一切还得从作为花市清真寺董事之一的丁宝臣收到王静斋关于前定与自由的答复后，批

评该清真寺前任教长因循守旧、不思进取说起。

同年11月8号，丁宝臣在《正宗爱国报》发表了题为《阿衡老成》的评论文章，指出花市清真寺现任吴姓阿

訇人最老成，但不参与社会事务，不关注清政府的立宪、变法等新政，该文见报不久，吴阿訇大概是看到该内

容，在回籍探亲期间，主动辞去花市的教职［27］。由于阿訇职位空缺，丁宝臣参与了董事会关于新教职人选的

会议，经过三次讨论，最终确定为王静斋，以一年为限，期满再续。11月20号，丁宝臣前往天津下聘书［28］。王

静斋接受聘书，决定于29日到北京，12月1号正式上任［29］。

丁宝臣对此满心欢喜，回到北京后将聘请王静斋的情形告诉《正宗爱国报》的主笔文谦，后者随之在报上

发表了感言，强调回教“历来的阿衡，知道谨守清规，不敢稍失小节的居多，学术兼优，能够随时改良的极少，

凡为教育，多在教中经典上着重，绝不专心汉文”。在他看来，人们要“安生立命，谋求实业的能耐，那可非通

汉文不行啊”。他高度赞扬丁宝臣是“虽在维持宗教上留心，却能看清时势”。他指出花市清真寺迎来的“这

位新阿衡，能够深明大体，不是保全自家的主意，且教一般青年子弟，研究各种的科学”［30］。

由于王静斋是时任前门扫帚胡同清真寺马大爷（马玉麟）的门生，上任那天，由该清真寺欢送。聘请仪式

结束后，花市清真寺首事召开会议，商讨第五学堂招生情况，学生不分宗教珍域。由于有教习蔡大愚③（字冰

吾）的设想、堂子胡同清真寺阿訇张瑞堂的协理以及“新任文明阿衡”王静斋的提倡，丁宝臣对新学堂的未来

充满希望［31］。由于具有天时、地利、人和，开学两个星期后，成果显著，丁宝臣欣喜地认为，此“真是一方之

福”［32］。

王静斋上任后《正宗爱国报》做过多次的报道。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北京延庆州厘捐局职员殴毙白

清瑞阿訇后，亡者的父亲白云鹤来到北京花寺清真寺，该寺阿訇王静斋将白云鹤来京之事告知牛街礼拜寺的

王浩然阿訇，后者联合士绅商议解决办法［33］。同年四月，王静斋“拟仿照《华英字典》，作一部《经汉字典》，其

格式系上面一句阿拉伯文，下用汉文注解释，本年中秋节前后，即可就绪，俟约多数同志，校正无讹，就用石版

刊印了。”［34］据王静斋后来提到，当他在编辑该部字典时，“适张瀛仙阿衡来访，欲藏不得，被张君所见，随谓余

曰，欲作一事，何须藏匿，且作事贵乎有终，幸勿中断等语。自是之后，余之编辑中亚字典之志益坚。”［1］然而，

当年王静斋并未完成，随后多次中断，直到1929年才以《中亚字典》的名称刊印。另据《正宗爱国报》白清瑞案

复验后，王静斋以天津代表的名义，会同各代表前往延庆州事发地核验［35］。同年五月下旬，王静斋在北京元

兴堂参加杨敬修发起的清真教育会④活动，重点探讨了该会的会则及办法［36］。

王静斋任职花市期间，正值各大报纸在探讨剪辫子的必要性和时代意义。当他看到刘孟扬在《天津白话

报》⑤上发表呼吁阿訇应当剪发［37］的文章后，“捧读之下，不胜惭愧”［38］，立即撰写了响应文章，刊登在《正宗爱

国报》，这是他在该报上发表的处女作。他指出“这条有害无益的辫子”不仅违背时代潮流，而且“有违教

规”。在他看来，“一般名望素著的大阿衡们，不想预先将它剪了去，以资提倡，而反被局外人劝导我们的全体

阿衡，以致劝人的反被人劝。这岂非令人可羞的事吗？”［38］通过阐述伊斯兰教经典和哈奈斐派教法主张，他认

为剪发符合宗教精神。同时他也意识到，“一日有人剪发，必被一般无识的人诽谤。我记得北京马甸张子文

阿衡，今春将发辫怡然剪去了。彼时，一般顽固党们信口雌黄的，可就开了谈判喽。有说张君这是轻视国粹

（留发辫可是轻视教规），有说是随了洋人的，甚至于给张君起了个绰号，叫甚么张四和尚。”［38］尽管面临诸多

压力和阻力，他毅然决然“纠合同志，不日将这无益而招笑的小辫，剪了去”，以符合时代潮流和教规，振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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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精神。同时他“敬告一般才高品尚素负众望的大阿衡们，快快将发辫儿剪去，提倡一下子吧，别静闷著头儿

招笑啦”［38］。需要指出的是，直到民国元年（1912年）9月 13号开斋节当天，王浩然阿訇的堂叔、牛街礼拜寺

“素负众望”的王友三阿訇才响应王静斋等人的号召，“剪去小辫儿”［39］。

王静斋一年期满后，花市清真寺未能续聘，此时他接到奉天开原的聘书。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二日（1910
年12月23号）王静斋卸任回籍，花市继聘马子良为新任阿訇。丁宝臣虽有不舍，但对于王静斋以及继任者给

予高度评价，指出此二人“均由二十来岁开学，刻下都在三旬以外，实教中不可多得之人才”［40］。王静斋此次

在花市的任期仅有一年零二十三天，算是两个年头。这就是他在《五十年求学自述》中称“在花市任职二载”［2］

的由来。

前往开原任教后，王静斋与张瑞堂仍然保持着书信来往，对此《正宗爱国报》刊登了两篇双方关于“时疫”

的讨论。一篇是预防疫情的办法，王静斋呼吁，但凡穆斯林大众“以重卫生，而防时疫”［41］；另一篇是王静斋向

张瑞堂报告东北瘟疫的情况，字里行间流露着对东北时局的担忧。信中强调指出，“刻下疫气虽消，而交通尚

不便利。再刻下俄人在哈尔滨、长春等处之陆军，颇行澎涨。且日人亦秘密布置一切。盖东三省之危蹙，大

有朝不保夕之势。嗟乎，可忧哉中国之前途。”［42］

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走何种道路成为各界探讨的焦点，长期阅读白话报的王静斋密切关注时局的动

向，并首次以“蚩夫”的笔名在《正宗爱国报》发表处女作《述穆罕默德辞世后阿拉伯之政体》，强调指出中国将

来不会存在专制政体，至于君主与民主之问题，将来定有解决之一日。然而，值此新的历史时期，试查我国

人，通达时务具政治学识，固不乏其人，茫然不知世界大势者，实居于多数。而在穆斯林群体中，此等人更加

稀少，“推原其故，只在我教人读书者甚少，是以无政治之思想，袛知受专制之羁縻，于改革政治、谋人类幸福，

毫无观念，每闻君主、民主等等名辞，若辈竟自摇首咋舌，信口开合地胡拉乱扯”［43］。文章回顾了伊斯兰教兴

起至四大哈里发时期民主制度的实施历程，强调伍麦叶王朝建立后改行专制政体，君主常用其权威，滥用权

力，影响直至近代。通过回顾伊斯兰教历史上的民主制度，作者指出，我中国制度，适宜君主立宪，抑或民主

立宪，鄙人不学无术，不敢骤加断语，“吾窃思改行民主政体，当以多数人民之趋向及其程度为前提，若行君主

立宪制度，则君主当凡事取信于民，否则不论君主与民主，皆不能造福于民矣”［43］。

此外，据《五十年求学自述》记载，民国元年（1912年），王静斋“订阅北京出版之《法政浅说》，研究法学”。

该报创办于宣统三年四月一日（1911年4月29号），旬刊，其宗旨是“专以灌输国民法政只是为主”，“纯系学报

性质，不载新闻，专等法政各门学科”［44］。需要指出的是，《正宗爱国报》不仅作了一篇题为《快看法政浅说报》

的演说，详细介绍该报的创办缘起、宗旨以及出版情况，而且刊登了出版预告，特别强调该报由正宗爱国报馆

发行［45］。王静斋大概是从《正宗爱国报》的介绍中得知《法政浅说》的情形，进而订阅该报。《法政浅说》1911年
共出版27期，1912年出版37期后的信息不详。王静斋后来在《爱国白话报》上发表关于社会［46］、法律讼诉［47］

的文章，与他订阅《法政浅说报》，学习法律有直接的关系。《爱国白话报》由北京穆斯林报人马瑜臣的弟弟马

太濮创办，发刊时间为1913年7月30号，此时是《正宗爱国报》被封后的第三天。该报完全继承了《正宗爱国

报》的版式和风格，两者具有精神上的连续性。

四、结 语

正如论者所言，清末白话文报刊，“其核心题旨，无不指向近代民族国家精神之构建，增加民族危亡感，唤

起国人淡薄的科学观念、国民意识和爱国合群思想，重塑国民性格，再造民族精神，服务于民族独立自强，国

家步入现代化强国轨道的高远理想，是清末白话文运动先驱自觉承担的先觉觉人的历史使命。”［23］（P398）

王静斋作为近代影响最大的阿訇之一，早年未能学习汉文，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遗憾。值得庆幸的是，随

着阅历的增长，他逐渐意识到汉文的重要性，于是他选择订阅浅显易懂的白话文报纸，以此学习汉语，增加见

识，开阔视野，为后来阅读国学书籍以及著书立说奠定了坚实基础。后来，他将学习汉文作为重要主张之一，

在他看来，作为学阿拉伯语者，非添读汉文不可，不读汉文，任凭你对阿拉伯语上如何深造，终不免是一只膀

子，欲想登峰造极，断乎难能。遍观各地的阿訇，凡是不识汉文的，都已落伍或面临被社会所淘汰［48］。

清末白话文报纸大多以开民智为宗旨，具体分为设师范学堂、立演说会、出白话报、编白话书、劝民就学

等，重点突出宣扬忠君、爱国、合群，倡导工艺、慈善，移风易俗，改良戏剧，剔除宗教中的迷信成分或陋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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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正宗爱国报》尤其呼吁各宗教信仰者能够“守正去邪，认准了本教的真理，贴切天理人情，皆以慈悲、元妙、

忠恕、博爱、清真为宗旨，各行其道，增长智慧，精进学术”［8］。王静斋阿訇通过阅读白话报，接受了思想启蒙，

成为他后来提出社会改良和伊斯兰教务革新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后期的改良思想并不是全部受

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中国社会发展变化是他思想形成的主要原因。

真正对王静斋产生启蒙或重大影响的是《正宗爱国报》，他不仅是该报的读者、被报道者，还是作者。从

这个层面来说，他最早发表文章是在清末的《正宗爱国报》上，而非1913年的《民兴报》。他是继王浩然、王友

三之后，《正宗爱国报》报道第三多的阿訇，比张子文阿訇的报道还要多。《正宗爱国报》中关于“爱国爱教”的

阐述对他启发更大，同时中国时局的变化，使他也更加关注国家的前途命运。经过不断的努力，他成为第一

个阐述“爱国家是属于伊玛尼”［49］的教职人员，使得“爱国爱教”具有信仰上的依据。同时，正如研究者所指出

的那样，“爱国爱教，经过王静斋的阐释，不仅成为当时回教（即伊斯兰教）界的共识、回族的共识，同时也成为

当时宗教界的共识，成为中华民族的共识。”［50］

王静斋阿訇通过订阅清末白话文报纸，为后来参与创办或主创《京华新报》（1914年）、《清真学理译著》

（1916年）、《清真周刊》（1921年）、《穆声报》（1924—1926）、《伊光》（1927—1946）、《通告》（1938年）等奠定了坚

实基础。同时也为他翻译经典提供了便利条件。他首次翻译《古兰经》时，就采用白话文［51］。然而，为了避免

“普通白话之俚俗”［52］，他后来又改用文言文翻译。抗战爆发后，他意识到“再译一种普通白话文，多加注释”

的《古兰经》，以此“鼓励教胞抗战，唤起同人爱国”［53］的重要性和紧迫感，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他因此与达

浦生、哈德成、马松亭被时人称为“抗战四大阿林”［54］、“中国回教四大学者”［55］。

注释：

①张巨龄先生认为《正宗爱国报》是丁宝臣在王子贞、杨曼青等的支持下，创办于北京。见张巨龄：《绿苑钩沉：张巨龄回族

史论选》，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67页。

②文益堂，原名爱新觉罗·文谦，字益堂，别号啙窳，正红旗宗室，顺承郡王府分支，属贝勒杜兰府，晚清著名白话报人，人称

傻大爷。

③由于早年有留学日本的经历，蔡大愚一直响应孙中山等革命先行者的主张，并与黄兴、陈英士有密切交往。民国元年

（1912年），在他的邀请下，孙中山、黄兴、陈英士在中国回教俱进会演讲。同年9月，他以国民党甘肃特派员身份与马邻

翼到甘肃，建立回教劝学所，提倡民族教育。

④清真教育会是清末为了响应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后，号召民间办学而起，同时受到留学日本的穆斯林知识分子发起的留

东清真教育总会的直接影响，最早由天津杨敬修阿訇、《正宗爱国报》经理丁宝臣、留东归来的蔡大愚等人在北京花市清

真寺发起，随后王浩然阿訇等发起清真教育公会，以此作为全国的总会，其他地方设立分会，向清政府督学局申请备案，

获批准。

⑤王静斋在《读回教阿衡应当剪发之演说有感》一文称刘孟扬的文章发表在《天津白话报》，而《正宗爱国报》转载刘文来源

于《民兴报》，具体如何，有待查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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