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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 坚 勤 奋 的 一 生 

 

 

马坚离开人世已将近 25 年了！他音容笑貌，孜孜不

倦伏案写作的身影，开朗风趣的言谈，对年轻人循循善诱

的教导，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 

追思马坚一生走过的道路，可以用现金句话来概括：

学习勤奋认真，刻苦踏实；治学严谨苦干，锲而不舍。他

几十年如一日，专心致志、兢兢业业从事文化教育事业，

研究介绍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无论社会是动荡不安还是和

平安定，无论是条件顺利还是身处逆境，他始终坚持苦干、

实干，不改初衷。 

 

马坚传略 

马坚—字子实，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当代杰出的穆斯

林学者，阿拉伯语言学家、翻译家、教育家。 

1906 年 6 月 6 日生于云南个旧市沙甸村（回族聚居

村）。1925 年中学毕业后在家乡鱼峰小学任教。1928 年

到西北甘肃固原（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三营村师

从著名经师虎嵩山阿訇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教经典。 

1929 年考入上海伊斯兰师范学校继续专修阿拉伯语、

伊斯兰经典教义。1931 年以品学兼优成绩毕业，由上海

回教学会选派参加中国首届留埃学生团赴埃及留学。先后

在爱资哈尔大学和著名国立达尔·艾勒·欧鲁米阿拉伯语文

学院（1946 年并入开罗大学）共学习八年。对阿拉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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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学、宗教、伊斯兰哲学、教义、教法、历法、历史

和教育系统深入学习研究，造诣很深，深得埃及学者们的

好评。回国前曾到过麦加朝觐。 

1939 年学成归国后，潜心于《古兰经》和阿拉伯伊

斯兰文化的研究翻译，并从事回族大众文化教育。为云南

回族培养了不少阿拉伯语和宗教人才。1946 年应聘到北

京大学任教授。他参加组建东方语言文学系，亲自创立该

系阿拉伯语专业。从此阿拉伯语在中国教育史上首次进入

高等教育体制。后来，他一直担任职拉语教研室主任、北

大校务委员会委员。他编写阿拉语教材，主编《阿拉伯语

汉语词典》。为我国培养了一代代阿拉伯语人才，他奠定

我国高等学校阿拉伯语专业的教学基础。 

马坚学识渊博，治学严谨，他翻译出版过《古兰经》、

《回教哲学》、《回教真相》、《阿拉伯史通史》……等

许多有关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学术名著，在国内外影响很大。

他还将《论语》、《中国格言·谚语》译成阿拉伯文在开

罗出版，得到埃及学术界称赞。解放前后还发表过大量有

关阿拉伯有关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文章。这些译著和文章

对促进中阿文化交流和友谊作出巨大贡献。 

1949 年马坚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后又连续

当选为第一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曾担任亚非学会理

事。他是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发起人之一，后任该会常务委

员，50 年代他在报刊上发表的《穆罕默德的宝剑》、

《对于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的几点愿望》等许多篇文章对

消除民族隔阂，促进民族间相互了解和友谊，加强民族团

结，正确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作出突出贡献，因而受到中央领导好评，得到人们的尊崇，

尤其得回民群众的尊敬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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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成长 

马坚出生于云南个旧市沙甸，这是一个回民聚居村，

该村文化水平较高，十分注重伊斯兰文化教育。他幼年就

读于紧邻沙甸的个旧市鸡街镇的一所六年制完全小学。从

初小就开始学习阿拉伯和伊斯兰文化基础知识。他聪明好

学，勤奋刻苦，各科成绩优异，《古兰经》背得最熟，阿

拉伯语学得又快又好，小学高年级就开始自学古汉语和英

语，深得老师和长辈的喜爱，说他一定会有出息。 

怀着强烈的求知欲，他决心在小学毕业后到昆明市明

德中学（四年制中学）学习，为日后继续深造打好普通文

化科学知识基础。在家乡一位关心地方教育的贤达人士白

亮诚先生的资助下，他升入明德中学。他理解力强并善于

独立思考，入学后成绩总是全班第一、二名，不但汉语、

英语成绩出色，数理化也学得好。假期回乡还向通晓古书

的白亮诚先生和当地学校语文教师学习古文并在他们指导

下博览我国古文典籍。 

马坚少年老成，青少年时代就有理想、有抱负、经常

思考回族社会、中国伊斯兰教和中国穆斯林中的一些问题。

他渴望成为一名学者，立志到伊斯兰文化中心埃及去研究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通过自己对它全面研究和介绍，让教

内外同胞正确了解伊斯兰教及其文化，让中国穆斯林本着

伊斯兰教真精神，精诚团结，互助合作，为民众服务，为

国家效劳。 

中学毕业后在故乡的两年教学生涯，使马坚深感教育

的重要性。改革阿拉伯语和伊斯兰文化常识教学的旧教材

和旧方法的强烈愿望，更加坚定了他去埃及求学的决心，

并开始为实现这一理想而积极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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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 年，马坚约挚友马元卿同赴西北、上海投师。

受白亮诚先生资助，他们离乡乘车经汉口、郑州、西安、

平凉到甘肃固原，师从著名的虎嵩山学习经文。在平凉至

固原途中，为节省路费，他俩共租乘一匹马，历尽艰辛，

才到嵩山阿訇的故乡——固原三营村。嵩山阿訇学识渊博，

思想开明，教授得法，指导他们学习经典教义和阿拉伯语。

尽管生活条件极其艰苦，马坚却用不到一年时间就学完了

侯赛因的《古兰经注》、《伟嘎业注》等多种经注，阿拉

伯语和伊斯兰文化知识水平均有长足进步。 

后因西北时局动乱，他们被迫转去上海，于 1929 年

考入上海回教协会办的私立伊斯兰教师范学校，系统学习

阿拉伯语、伊斯兰经典和英语。他短短三年就通读了阿拉

伯文版和英文版的《古兰经》，学完了《穆宛塔圣训集》

和各种重要的伊斯兰教经典，并能熟练阅读阿拉伯文书籍，

能用阿文写作、会话。为出国深造打下了坚实基础。 

1931 年 12 月，由上海回教学会选派，马坚作为我国

文化史上第一届留埃学生团成员到达开罗，带着强烈的求

知欲开始了 8 年勤奋刻苦的攻读。首先进古老的宗教学校

受资哈尔大学，其教学内容以宗教为主，设有法学、哲学、

文学、《古兰经学》、《圣训学》等 12 门课程。马坚非

常用功，除认真学好规定课程外，还认真研读埃及中学用

的几本语法教材，做了全部练习题，请老师批改。在爱大

学习期间，埃及著名大学者吉巴里教授是他热心的导师。

马坚每周两次在万家灯火的晚上执经登门求教，坚持多年，

风雨无阻；并在吉巴里教授指导下，着手在课余作《古兰

经》汉文译注本的准备。 

1935 年下半年马坚从容不迫受资哈尔大学预科毕业。

为使自己有更高的阿拉伯语文水平，以便能更好地研究译

介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他又转入埃及有名的国立达尔·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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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欧鲁米阿拉伯语文学院（1946 年并入开罗大学）学习。

该校设有高级阿拉伯语言、阿拉伯语言文学、历史和伊斯

兰教研究等课程，曾培养出许多优秀学者。他在向校内专

家、学者学习之余，仍经常去请教吉巴里教授，并注意向

周围的埃及人学习活的语言，以增强阿拉伯语言感。 

1937 年国内爆发抗日战争，马坚与留埃中国同学共

同向阿拉伯朋友介绍中国人民抗日真相，揭穿敌伪散布的

种种谎言。1939 年 2 月留埃中国学生组团去麦加朝觐，

马坚任副团长。一路上他们抓住一切时机揭露日本帝国主

义侵华暴行，宣传抗日。在船上马坚发表演说，介绍中国

穆斯林同全国人民一道英勇抗战的事迹，痛斥日机轰炸各

省回民区域和清真寺的罪行，揭露日寇欺骗伊斯兰世界，

妄图利用伊斯兰教为其侵华效劳的种种阴谋，呼吁各国人

民支援中国人民正义的抗日战争。他激动人心的演讲，博

得全船人的同情和支持。朝觐回到埃及不久马坚以优异成

绩毕业于欧鲁米阿拉伯语文学院。1939年秋返回祖国。 

马坚生活上十分俭朴，学习上则异常勤奋，分秒必争。

在上海学习时虽身居繁结的大都市，却一直穿着家乡带来

的粗衣布履，从不闲逛。只是终日埋头苦读，钻研业务。

有一次卧病两周，他仍在病床上坚持学习。在埃及爱大期

间，他三餐自煮，衣袜自补，靠学校每月发给的 2 埃镑奖

学金，不仅解决了衣食住问题，还撙节出一部分买书钱。

欧鲁米语言学院没有奖学金，他就靠上海伊斯兰师范学院

董事马晋卿先生的资助，节俭维生。生活虽然清苦，但他

开朗乐观感，把困难置之度外，每日生活有节，学习、工

作安排得很紧。他回忆当年在开罗的学习生活时曾兴奋地

说：“一只旧闹钟，是生活中的重要伴侣。我每天把它拨

到四五点钟，只要铃声一响，一脚蹬开被子就起身，涮洗

后开始学习。”每年漫长的 3 个月暑假，他总是排满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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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写作计划。夏天开罗天气炎热，有时高温达 40 多

摄氏度，他经常是挥扇坚持著译。《回教哲学》、《回教

真相》、《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等学术名著就是在

留埃期间利用暑假译成，寄回国内出版的；还把孔子的

《论语》、《中国神州故事》、《中国格言·谚语》译成

阿拉伯文在开罗出版。 

 

为学术研究、中阿文化交流和友谊作贡献 

马坚曾表示，他一生要做两件事：一是要自己精通后

在国内推广阿拉伯语，二是要译介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名著，

特别是要做好《古兰经》汉译本的译、注工作。1939 年

回国时，国内正值抗战期，社会动荡，生活极不安定；但

他不计个人前途与得失，不羡高官厚禄，婉拒当时在重庆

的国民党大人物请他赴渝工作的邀请，毅然投身到研究介

绍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和推进回民大众文化教育的事业。 

为了翻译和注释《古兰经》的汉译本，马坚倾注了毕

生心血。回国后的最初几年，他辗转于上海、云南沙甸村

和昆明市，潜心研究、翻译《古兰经》。在家乡沙甸村时，

每日清晨 5 点钟就开始工作，晚上借着昏暗的植物油灯光

一直工作到深夜。在昆明时日寇的飞机经常来轰炸，几乎

每天昼夜都要疏散到郊外。但他不畏艰险，仍坚持坐野外

埋头译经，敌机来了躲一躲，敌机走后继续干。1946 年

到北大执教后这一工作也未间断。1946 年全部原文最后

一次修订完毕开始注释，1949 年前 8 卷注释完毕，并于

同年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了带有注释的汉译《古兰经》

上册，1950 年全部注释完成后再出版其余部分，但由于

历史原因致使注释工作中断。粉碎“四人帮”后的 1978

年春，马坚以病弱之躯和微弱的视力重新整理幸存的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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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工作到归真的前一天。但是原文译稿的其余部分直至

他逝世都未能出版，使他抱恨终天。 

1981 年，为了满足社会各界的需要，更为了珍惜马

坚华的心血，我们本着认真负责的精神，把他确定下来的

原译稿整理、誊清、校对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会性

出版了不带注释的（为保持体例一致）《古兰经》全译本，

发行约 20 万册后，又重印 3 次，并于 1996 年再版。1987

年（回历 1407 年）经沙特阿拉伯王国朝觐义产部督导，

出版了《古兰经》阿文、汉文对照本，发行到世界各地，

成为迄今全球影响最大的《古兰经》汉译本。 

马坚严谨的治学态度，在译注《古兰经》的工作中得

到了充分的体现。留埃同学、现任北京外国语学院阿拉伯

语教授的纳忠先生在《中国穆斯林》杂志 1989 年第 1 期

的纪念文章中说：“马坚选择各家经注，对比研究。可是

经注典籍浩如烟海，如何取舍，谈何容易。最后他选取了

3 部有代表性的经注。一是公元 13 世纪著名的《白达维

经注》，二是有新见解的当代《召赫里经注》，三是拉希

德·里达的《光塔经注》。子实（马坚字子实）经过研读

对比之后，选摘出他认为合适的资料。按章节顺序，边研

读边抄写……”他对译文的一字一句都要反复推敲。他的

一个学生回忆当时情景时说：“有时马先生为一些很细微

的问题，如一个字念着有些拗口，或一个标点欠妥，都要

聚精会神推敲。经过反复对比、锤炼，才最后决定下来。”

他在一张张手稿上勾来圈去不断删改，有的甚至几经反复。

他给自己确定的原则是：翻译力求“忠实、明白、流畅”，

注释不敢“牵强、附会、穿凿”。经过五次修润，对译文

满意后才着手注释译文。 

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曾说：“马坚具有广泛的学术兴

趣，他研究的范围包括了：阿拉伯的宗教、哲学、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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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教育、历史、法律、医学、天文历法，以及中阿关

系史等各方面。他在一些学术领域可以说是在国内开研究

之先河，起到了填补学术空白和铺路石的作用。”这一评

价马坚可谓是当之无愧的。 

1940 年至 1943 年，马坚译出了《回教教育史》和

《伊斯兰哲学史》，分别于 1941 年和 1944 年在渝出版。

1951 年，他编译的《回历纲要》问世。这是研究伊斯兰

文化史和中西交通史的一本重要工具书。其中收入马坚关

于伊斯兰教历的一篇论文，论述了伊斯兰教历的科学价值

和计算方法，并对其自元朝时传入中国以后的影响作了考

证。白寿彝教授认为，这篇论文“具有重要学术价值，解

决了数百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希提

教授的《阿拉伯通史》英文版是一部颇有影响的阿拉伯史

专著，应商务印书馆的切邀，马坚于 1957 年开始翻译这

部 70 余万字的巨著，在繁重的教学和社会活动之暇，时

作时辍，1965 年脱稿后，又据原书 1970 年第 10 版再行

增订。全书在 1979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于 90 年代再

版，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一项空白。这部阿拉伯史译著

已成为我国有关人士研习阿拉伯史和中东问题的必备参考

书。 

马坚在解放前后发表过重要学术论文数十篇，包括

《阿拉伯文在国际政治上的地位》、《回回天文学对于中

国天文学的影响》、《阿拉伯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

位》、《伊斯兰哲学对于中世纪的时期欧洲经验哲学的影

响》、《伊斯兰文化的光芒——纪念阿维森纳诞辰一千周

年》、《中国与阿拉伯悠久的传统友谊关系》等，还撰写

了《回教天文学史》（尚未出版）。其中《阿拉伯文化在

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一文论述了阿拉伯人在天文学、数

学、物理学、化学和医学等方面曾经取得的重大成就，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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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肯定了阿拉伯民族对世界文化作出的不可磨灭贡献。这

篇论文马坚多年呕心沥血的研究成果，在《人民日报》上

发表后产生很大影响，获得各方面好评。当时埃及首任驻

华大使专门向他致谢，并索取文章的阿拉伯译文寄回国发

表。即使身处逆境，马坚也从没动摇自己介绍阿拉伯伊斯

兰文化的决心。翻译《阿拉伯半岛》（1977 年，北京人

民出版社）《阿拉伯简史》（1973 年，商务印书馆，内

部发生）和《阿拉伯文学入门》（简史，未出版）的工作，

就都是在处境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完成的。 

马坚分别为《回教教育史》和《伊斯兰哲学史》两书

所写的译者序，实际上是两篇有关伊斯兰教育和伊斯兰哲

学发展史的论文，是他在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具有重

要的学术价值。 

20 世纪 60 年代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让阿拉

伯人民对新中国有所认识，他把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译成阿拉伯文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54 年参与制定我国

第一部宪法后，又参加宪法阿拉伯语版的翻译工作。为了

使中国人民了解新生的埃及共和国，他又翻译了《埃及共

和国宪法》，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随着与我国建交的阿拉伯国家的日益增多，不少阿拉

伯国家代表团来我国访问，马坚曾多次为毛主席、周总理

和我国老一辈领导人当翻译。来华访问的阿拉伯国家代表

团，只要访问北京大学，马坚向乎都要出面接待。1959

年底马坚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亚非团结大会，来到了

阔别近 20 年埃及。开会之余，他重访当年在开罗苦读时

的旧居，探望旧友，大家畅叙别情，兴奋不已。1956 年

11 月声援埃及人民反帝斗争和 1958 年声援黎巴嫩、约旦

两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两次中国政府声明，也都是由马坚翻

译并直接向阿拉伯国家广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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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为马坚诞辰 90 周年发表的纪念文章写道：

“马坚为全面介绍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作出了开创性努力；

也包括在新的历史时期向阿拉伯世界介绍中国的政治、法

律、学术文化等方面的文献和著述，为现代中阿文化交流

作出了贡献，不愧为这新时代中阿文化交流事业的先导。”

对马坚一生的学术成就作了公正的评价。 

 

献身教育事业，开创中国阿拉伯语教学新时代 

马坚不仅自己勤奋好学，而且重视教育，热心培养人

才。他教过小学、中学、大学，可以说一生都是与教育相

伴而行的。他热爱教育事业，深知教育的重要意义。长期

的教学实践使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 

马坚从昆明明德中学毕业回乡，适值地方上开办鱼峰

小学（中阿学校）。在热心教育的白亮诚先生主持下，马

坚受聘与王良弼、马元卿等到校任教，并兼教务主任。他

坚持勤俭办学，身体力行，采标本、作模型、购置教具、

建图书馆，为办学打下了良好基础。他在教学中理论联系

实际，进行爱国主义和劳动教育，除了要求学生认真读书

外，还带领他们在课余植树修路，造福乡里，获得家长广

泛好评。在马坚和其他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学生成绩进步

很快，入学人数也大大增加，不久该校就由初级小学扩充

为 6 年制完全小学。1928 年马坚外出求学，遂结束了这

段教学生涯。 

马坚从埃及回国后，1939 年至 1940 年间曾应云南回

教俱进会之请，任教于昆明私立回民明德中学负责教务。

他除了认真办好明德中学之外，还利用暑假为在昆明求学

的回民中学生办补习班，请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的回民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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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给他们讲课或座谈会等，对于团结在昆明的回民大中

学生生起了积极作用。 

虽然马坚在从埃及回之后的最初几年是把主要精力倾

注在翻译《古兰经》的工作上，但仍时刻不忘发展回民文

化教育效力。他主编过《清真铎报》，在沙甸私立回民养

正学校教授过阿拉伯语、《古兰经》、阿伯拉文选等。特

别是在讲授《尔歌一德》原文时，他边讲译成汉文（即汉

译本《教典诠释》），以加深同学对原文的理解。上述以

及在昆明的其他一些教学活动，为云南培养了不少阿拉伯

语人才和宗教人才。中央民族大学林松教授和云南文山—

清真寺伊玛姆马云崇，就都是他当年的学生。马坚在中国

率先采用新的科学方法教授阿拉伯语和宗教学。他在其译

著《回教教育史》译者序中全面论述了中国穆斯林学习阿

拉伯语和伊斯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指出中国人学习阿拉

伯语言学和伊斯兰宗教文化的正确途径。为了使阿拉伯语

和伊斯兰文化的学习摆脱陈旧落后的经堂教育，逐步走上

科学的轨道，他身体力行，以亲身实践作了毕业不懈的努

力。 

1946 年马坚应聘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参加北大东方

语言文学系的组建，并亲自在该系建立阿拉伯语专业。当

时是既无教材，也无前例可循，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他肩

负重任，独自一人给首批中国自己培养的阿拉伯语大学生

开出了阿拉伯语、高级阿拉伯语、伊斯兰宗教史、伊斯兰

教育史和《古兰经》研究这 5 门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为

专业的发展打开了局面。他重视教材建设，积极编写阿拉

伯语教材，系统归纳了阿拉伯语语法规律。他所确立的一

整套阿拉伯语语法概念和术语，一直为国内各高等院校阿

语专业沿用至今。“他奠定了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的基础，

开辟了中国阿拉伯误教学的新时代，使阿拉伯语在中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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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史上首次进入高等学校。”他还付出大量心血，主编了

《阿拉伯语汉语词典》。甚至在糖尿病加重而住院治疗期

间，仍然耐着盛夏酷暑，挥扇坚持工作，使医生、护士和

病友为之感动。为了把住质量关，他在定稿时对每一个词

条都要反复研究，博采众长，斟酌再三。经过多年的辛勤

劳动，终于使这部具有重要意义的词典得以问世，为中国

人学习使用阿拉伯语提供了最基本的工具书，也为以后编

写各种类型的阿汉词典和汉阿词典奠定了基础。北大阿拉

伯专业青年教师邬裕池在《平生风仪兼师友——忆马坚先

生》一文中写道：“马坚先生对自己是勤奋刻苦，学而不

厌；对学生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尽可能地把自己的知

识传授给年轻一代，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虽然身染沉

疴，长期缠绵病榻，然而只要有人前来请救，他总要挣扎

着起来不辞辛苦地介绍有关资料，或反复思考作出详尽的

答复。”又写道：“马坚先生在努力培养和造就大批大学

生的同时，还非常重视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非常难能

可贵的是他还用很大力气指导青年教师阅读原著，如语法

原著《克里莱和笛木乃》和《一千零一夜》。” 

马坚从 1946 年到北大任教直到 1978 年病逝，共在北

大工作了 32 个春秋。他以自己辛勤的工作开辟了中国阿

拉伯语教学的新时代，迎来了中国阿拉伯语教学的巨大变

革。他为我国外事、文教、出版、科研、宣传等部门培养

了一代又一代阿拉伯语言文化人才，成为发展中阿关系和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研究事业的骨干力量，有的还是国家重

要的领导干部。北大阿语教研室中，他的学生已是四世同

堂，真可谓桃李满天下。 

马坚先生的杰出科研和教学成就，使他成为北京大学

近半个世纪以来知名的教授之一，更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

不可多得的穆斯林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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