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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本土化的国际观察

马来西亚宗教多元化现象
概述及其成因探析

郭茂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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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东南亚史》把东南亚比作“宗教的十字

路口”，将多种宗教在此汇集的原因归结为“早期的

远洋贸易”，进而指出“东南亚每个重大的历史转变

都涉及宗教变化的因素”。①马来西亚是东南亚国家

的代表之一，他有着丰富多元的宗教文化，在消化、

吸收、发展多元宗教过程中展现出的宽厚、平和与包

容，在世界范围内有口皆碑。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马来西亚容纳了来自世界

各地的新老移民，形成了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

的国家。马来西亚有三大族群：马来人、华人及印度

人，正好分别属于亚洲三大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

文明及印度文明，同时也呈现了伊斯兰教与佛教、基

督教和印度教的混杂与交融。各大宗教的大致比例为

伊斯兰教占62%、佛教19.8%、基督教9.2%和印度教

6.2%。在马来西亚，多元民族与多元文化共存是其最

大的社会现实，而宗教界限和民族划分几近重叠：伊

斯兰教是马来人的族群信仰；华裔一般是信仰佛教、

道教或者是基督教，也有信仰其他一些民间宗教的；

印度裔信仰印度教、伊斯兰教或者锡克教。各个族群

之中也有一部分人信仰基督教。这些人居住在同一个

国家，各自又有自己的宗教信仰，而他们之间又进行

着密切的交往，形成了一种宗教多元融合的现象。多

样的宗教建筑风格也体现了宗教多元的文化。例如，

在首都吉隆坡茨厂街(唐人街)周边不到一公里的区域内

就囊括了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基督教及印度教五

种宗教建筑类型，数量多达十余处，其中包括吉隆坡

第一座清真寺——嘉美克清真寺等一批极具本土特色

的宗教建筑。不同民族、信仰、语言的人们和游客穿

梭在这古老而又喧嚣的街巷中，找寻着属于自己的净

土与寄托，呈现出马来西亚鲜明的本土化特色和显著

的多样化色彩。

一、各大宗教传入的历史原因

关于伊斯兰教究竟何时由何人传到马来半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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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至今在学术研究上尚无定论，其来源地大概可归

纳为三种说法：1.源于阿拉伯地区；2.源于印度；3.源

于中国。“穆斯林学者试图追溯到伊斯兰在阿拉伯半

岛建立初期，伊斯兰既已进入了马来世界。而西方非

穆斯林学者则主张事实是在蒙古突厥人入侵伊斯兰世

界、海洋贸易大盛之后的事。然而，依据阿拉伯文、

波斯文、中文史料记载，穆斯林可能早在唐宋时期既

已进入苏门达腊地区落脚，并在当地为官出使中国朝

贡。”②也有考古学家推断，伊斯兰教最早于14世纪抵

达马来半岛。在登嘉楼市（Terengganu）河以上20公里

处发现了一根石柱，上面刻有以阿拉伯字体书写的最

古老的马来文，内容与当时的总督有关，年份为1326

年或者1386年。③15世纪初，马六甲王国的建立为伊斯

兰教在半岛的传播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传播方式是自

上而下，首先国王改信伊斯兰教，然后伊斯兰教成为

国教，全民信仰。④1413年随郑和下西洋的通事(翻译

官)马欢，对其所见的马六甲国王有这样的描述：“国

王（拜里米苏拉）细白番布缠头，身穿细花青布长

衣，脚穿皮鞋，出入乘轿。”⑤可以看出，国王的穿戴

已受到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历史证明，马六甲国王皈

依伊斯兰教，为这个新生的王国在建国之初构建了良

好的经济、政治以及外交关系创造了优异的条件，同

时也为伊斯兰教在半岛地区发展取得了立足点。伊斯

兰教对马来西亚文化的影响非常深刻，它完全地融入

了马来民族的风俗习惯，支配着马来人的价值观念和

生活方式。马来西亚伊斯兰教主要属于逊尼派的沙斐

仪教法学派。

佛教早在公元前后，就随印度商人传入马来半

岛，但其影响的广度和深度都很有限。早在公元2世

纪，马来西亚半岛北部地区就有了佛教活动的记载。

马来西亚佛教传入的源头，公认有三方面因素：1.中

国早期移民；2.印度移民；3.马来西亚半岛所处的地

理位置。十九世纪末，大量的中国移民来马来西亚当

矿工，随着中国移民数量的增多，中国文化在马来西

亚的影响大了起来。当时的中国移民虽然儒道思想根

深蒂固，但他们大多也崇信佛教，并以汉传大乘佛教

为主。所以中国移民所信奉的佛教和修持方式多少都

带有儒道文化的影子。佛教是华人的主要信仰，具有

代表性的佛教寺院有吉隆坡的观音寺、三宝洞、霹雳

洞；马六甲的青云寺；槟城的极乐寺、白云寺等。寺

院规模多宏伟壮观，大多成为名胜之地，充分反映了

支撑马来西亚经济的华人的社会力量。佛道混合是这

些寺院的特征，一个寺院里往往同时供奉着福德正神

土地神、玉皇大帝和释迦牟尼、观音菩萨。目前，马

来西亚佛教徒的人数在逐年增加，佛教在马来西亚的

影响也越来越大。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早期基督教的出现可追溯到

公元7世纪，是由波斯和土耳其基督教商贾带来的，但

后来也无迹可循。1511年，葡萄牙入侵马六甲带来了天

主教。17世纪，荷兰人登陆马六甲，把葡萄牙人驱赶出

去，天主教因此无法继续推广，而荷兰人同时引进了新

教。1710年，荷兰人让天主教徒恢复弥撒后，教徒在马

六甲建立了全马来亚第一间天主教堂：圣彼得堂，这座

教堂维持至今，是马来西亚最古老的教堂。马来西亚基

督教信仰流派主要包括圣公会、卫理公会以及长老会

等。基督教的信教主体群众是华人与土著人。

马来西亚的印度裔人多为印度南部的泰米尔族，

其主要信仰是印度教。印度人移居马来西亚的历史最

早大约可以追溯到公元初年左右，那时移居马来半岛

的印度人主要是僧侣与商人。此后的一千多年里，印

度大陆不断有一些印度人迁居此地。虽然如此，在英

国殖民统治确立之前，马来半岛的印度人并不多见。

19世纪初，随着英国殖民者入侵马来世界，大批印度

劳工被贩运或移居马来西亚，同时也带来印度教。屠

妖节（即以光明驱走黑暗，以善良战胜邪恶）是印度

教的节日，也是马来西亚13个国定假日之一。马来西

亚最大的印度教寺庙——黑风洞，矗立着一个巨大的

镀金印度大佛姆鲁卡神像，高达140米，每天都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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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教徒和来自全世界的游客来朝圣、参观。

除了上述各大主流宗教外，马来西亚还有些人们

信仰道教、民间宗教等。很大程度上，这些主流宗教

跟移民有着密切的联系，“宗教与移民，向有密切不

可分的关系。世界各大宗教，不论其进入一个完全陌

生的他乡异地和异族的传教传统强弱如何，是否有一

定数量的移民作为某宗教的携带与传播基盘，往往是

该宗教能否在某地顺利传入、成功扎根的重要因素。

其实，是把新移居母国的文明系统，分流到移居地

主国。”⑥这些移民不仅带来了劳动力，还带来了语

言、宗教、文化等，使它们融入到了一个多元化的社

会中。

二、马来西亚宗教多元化现象成因

1.宗教多样性是客观条件

马来西亚是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各族群有

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宗教习俗，正如前文所述，宗教

界限和民族划分几近重叠。中国、印度移民们来到马

来时，同时也带来了各自的民族文化与宗教传统。来

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移民共同构成了马来西亚人，形

成了独特的马来西亚宗教多元文化及与众不同的宗教

模式。“若按照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的说

法，马来西亚应当属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与儒家

文明之间的‘断层线’（fault line），则‘文明冲突’

（clash of civilization）是否随时有一触即发的危机？但

马来西亚自独立建国以来，除了1969年5·13事件的马

来人与华人的暴力冲突之外，数十年来三大族群都还

能够和平共存，算是一个有社群主义（communalism）

的社会结构但却无社群主义冲突的国家，值得思考如

何在一个多元族群的国家内部建立一个民主、自由、

和平的稳定政体，也可对近十年来全球所关注的‘文

明冲突’提供一个反省的个案。”⑦经过几十年的生

活融合，不同的族群对于身份的认同有了新的认识，

他们都把自己作为马来西亚人，而不是简单的马来人

或华人或印度人。马来西亚民族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

就是种族意识淡化，矛盾缓和，各种族和谐相处。

德国著名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李峻石先生在《何故

为敌——族群与宗教冲突论纲》一书认为，对族群性

的重新强调是族群冲突的结果，而不是族群冲突的原

因。因此，要淡化族群意识以促进国家统一、民族团

结、宗教和睦和社会稳定。宗教多元化和谐共存现象

亦是多种族群长久以来相互影响、碰撞、对抗、渗

透、交融之下的成果。

民族和宗教的多元化决定了马来西亚节日与公

共假日的设置。马来西亚全国共有13个国定节假日。

其中，伊斯兰教节假日有开斋节、古尔邦节、伊历新

年和圣纪；华人节日有春节；佛教节日是卫塞节；印

度教的节日有屠妖节；基督教有圣诞节。除此之外，

国庆日、元旦等节日是国家节日。人们可以通过节日

及庆典，互相了解各自的文化与宗教，互相祝福各自

的节日。“没有交流就难以理解，没有理解就难以尊

重，没有尊重就难以和谐。”⑧

2.伊斯兰教包容思想是内在推动力

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生活中，马来人的文化、

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深深地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

“没有宽容的精神与态度，在现实中宗教就不能和谐

相处。”⑨伊斯兰教是个包容的宗教，《古兰经》中讲

到：“故你当依真主所降示的经典而为他们判决，你不

要舍弃降临你的真理而顺从他们的私欲。我已为你们中

每一个民族制定一种教律和法程。如果真主意欲，他必

使你们变成一个民族。但他把你们分成许多民族，以便

他考验你们能不能遵守他所赐予你们的教律和法程。故

你们当争先为善。你们全体都要归于真主，他要把你们

所争论的是非告诉你们。”（5：48）⑩这段经文提到

真主把人类分为了不同群体，各群体都有一种教律和法

程，真主最初并没有把人类都归为同一群体，在多元群

体的环境下要求人们共同为善、同归真主。同样地，伊

斯兰也鼓励不同宗教信仰间的相互尊重。《古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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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你说：‘真理是从你们的主降示的，谁愿意信

道就让他信吧，谁不愿意信道，就让他不信吧。’”

（18：29）《布哈里圣训实录全集》亦有云：“穆斯林

就是众穆斯林从他的言语行为上得到平安的人。” 从

以上经训可以看出，伊斯兰教对于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并

没有排斥、歧视，虽然人们的宗教信仰不同，但只要仁

慈行善，那么都会在真主那里享受自己的报酬，这是伊

斯兰教与其他宗教之间实现相互交流对话、共同进步的

基础。历史上，伊斯兰教对于非穆斯林的包容曾达到较

高的程度。最具有代表的就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签

署的《麦地那宪章》。它的意义是确定了一个多元主义

的社会，一个与其他宗教共有的社会。正是这种多样性

与统一性相结合的包容思想成为伊斯兰教影响马来人族

群的重要因素之一。

3.国家的法律是根本保障

《马来西亚联邦宪法》是马来西亚的最高法令，

它包含了183条文。其中第3条规定：伊斯兰教是马来

西亚的国教。第11条规定：（1）人人皆有权利信仰及

奉行其宗教信仰，并在第4条的约束之下传播其宗教信

仰；（2）除了自己的宗教信仰之外，无人需为其它

宗教而被强行征税，无论是其全部收入或部份收入；

（3）每一个宗教团体都有权利:（a）处理自身的宗教

事务；（b）为宗教目的或慈善目的而成立与维护其

公共机构；（c）依法取得、拥有并管理相关产业。此

外，联邦宪法还规定，任何人不得强迫他人接受非自

己信仰的宗教及其教义，或者参加非自己信仰宗教的

仪式或礼拜，且给予了每一个合法的宗教团体创设并

维持为信徒子女提供宗教教育的权利，联邦或各州署

有权创设或维持伊斯兰教机构或提供、协助伊斯兰教

教育并支付所需款项。联邦宪法第152条规定马来文为

国语的同时，也保证各族群的母语可以自由的学习。

因此，多源流教育的发展是受到国家联邦宪法的保

障，也给予各族群母语教育的权力。例如，在推动马

来文化教育的同时，也赋予了华文教育合法地位，使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在东南亚乃至全世界首屈一指，马

来西亚也成为除中国大陆、港澳台地区以外唯一拥有

小学、中学、大专完整华文教育体系的国家。即便与

非伊斯兰国家相比，马来西亚对少数族群及其文化教

育方面的包容是显而易见的。这些法律保障了马来西

亚社会民族、宗教多元的和睦相处。

4.经济的繁荣发展是关键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与

社会稳定密不可分、相辅相成。马来西亚从20世纪70

年代以后，大力发展经济，为各民族提供均等的参与

经济建设和享受经济成果的机会。新经济政策、新发

展政策以及《2020年宏愿》“第九马来西亚计划”等

政策使得马来西亚在20世纪末总体上经济保持高速增

长，后来被称为亚洲“四小虎”之首。这些经济政策

成功地造就了一批马来中产阶层，特别是在消除劳动

力市场的族群区隔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随着城市

化进程的推进，促使了各民族与宗教的不断交融、交

往。 比如，在一家普通公司可以看到马来人、华人与

印度人职员。根据2019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

2018年全球人均GDP数据来看，马来西亚人均GDP为

10942美金，排列世界第64位，在东南亚地区居第3位。

自2000年至今，马来西亚的实际GDP年增速平均为

5.5%，实际人均收入年增长近6%，人均预期寿命延长

近3岁。 经济领域的繁荣发展对于马来西亚各宗教各

民族和谐关系起到重要作用，对遏制宗教极端势力、

恐怖势力也有一定积极作用。如果经济领域内宗教民

族关系紧张，势必会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安全，特别是

当国家政权主要被某一个族群掌握时，极易使国家政

治带有浓厚的种族主义色彩。这是因为“族群就像亲

属和其他互惠式或依附的网络一样，原本就具有比较

高的凝聚功能。在分配极其有限的资源时，它可提供

同一群体之成员优于‘其他’群体的好处；同时也可

以来规定‘其他人’的权利次于‘我们’。” 虽然

马来西亚政府实行马来人优先政策，但对于华人和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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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李晨阳：《东南亚宗教的“多元之美”》，载《世界知识》，世界知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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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人的经济权利也加以了保障。随着马来西亚现代化

的深入与发展，社会的分层逐渐细化，利益团体跨越

族群实现重组，中产阶层出现并壮大，宗教的身份标

识意义随着族群之间的交流而有所模糊，有利于社会

稳定和宗教多元文化现象的保持。马来西亚的各种宗

教，如伊斯兰教在现代化的进程中适当自我调适，成

为现代化的积极推动因素，并对国家的政治、经济产

生了积极影响。

三、结语

马来西亚是中国提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上的重要国家之一，加强对马来西亚的了解和研究至

关重要。宗教问题是了解马来西亚社会的重要内容，

要认识马来西亚多元社会，有必要先搞清楚马来西亚

的宗教多元文化现象。马来西亚是个宗教多元社会，

多种宗教和合并存、和谐发展，宗教间的和睦带来的

是宗教多元平衡互补的勃勃生机。

马来西亚宗教多元化国家发展模式的初步形成，

为世界贡献了马来西亚智慧与经验，具有极其重要的

意义和非常深远的影响。马来西亚的宗教政策总体上

是理性、务实的，能有效地减少其族群间的隔阂，既

保持宗教多元化，又能使各个族群保持各自独特文化

个性。放眼未来，在国家稳定与多宗教间和谐共存谋

求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发展仍将是马来西亚政府的长

远国策。当今时代的主题仍然是和平与发展，在这个

大环境下探讨马来西亚宗教多元化和合共存现象，无

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宗教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