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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回族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选编

论研究中国伊斯兰门宦制度的
民族学内涵与意义
1台湾2张 中 复

内容提要

门宦是典型的结合社会文化特质的宗教制度。中外学者均重视对中国伊斯兰门宦制度的研究。本

文试以民族学方法来厘清对于门宦制度的研究意义与内涵, 展现出门宦制度在历史发展与社会文 化适应中的特质
以及具体风貌。认为在宗教民族学建构下中国伊斯兰门宦制度今后的研究方向, 应从历史文献学的 溯源研究与历
史现象的解释、
宗教学对苏非主义教理与相关伊斯兰教义内涵的诠释、
民族学对教权体系运作和社会文化变迁现象
的归纳与分析三方面进行研究。
关 键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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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内涵

意义
1911) 中, 苏非主义 的定型则为 重要的内 涵之一 » 。此 外, 就

论

历史发展的时空背景与影响看来, 近代甘、宁、
青等西北地区

门宦是典型的结合社会文 化特质的 宗教制度。它的 出

的门宦制度, 因文 化环境与地 缘因素, 而与中亚等 地产生着

现正说明了伊斯兰教虽然是以外来宗教形态传入中国, 但却

密切的历史互动关系。此 点不仅反映 在门宦的创 建与教权

能在传统中国社 会中生 根并 延续 发展的 另一 种适应 事实。

系统的传承上, 同时也与清代中期以来西北穆斯林民族不断

因此, 就 社 会 化 的 涵 化 ( acculturation) 或 宗 教 现 象 的 融 合

涌现的抗清事实息息相关。

( syncretism) 等角度而言, 门宦制度应是同时涵盖中国伊 斯兰

近年来, 大陆学界对于回 族伊斯兰 教的研究, 由于在质

/ 华化0 传统与近代/ 回化0冲击这两股趋势, 并使之产生兼 容

量方面均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科研人力与资源, 因此已累积了

并蓄、互为表里的共 存精神。所以, 近代西北地 区门宦制 度

一定的成果。这其中亦包括以往被视为具有神秘色彩、
且容

¹

的出现, 虽然一般将之定位为教派分化的明显结果 , 但门宦

易产生外界误解的门 宦制度研 究。而 就连西方学 界想藉大

这种/ 寓华化于回化0 的历史特征, 却比同是近代中国伊 斯兰

陆开放改革之便, 重新了解并观察中国伊斯兰教与穆斯林民

教史上具有关键 意义的经堂 教育、
以 儒诠经等现 象, 更容 易

族问题的特色时, 西北地区的 门宦与相 关的苏非主 义现象,

彰显出其在整体宗教社会变迁方面的影响深度与重要性。

亦成为重要的入门背 景之一。随着研 究成果不断 地推陈出

另一方面, 西方学界以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引起的变 化做

新, 以及研究方法、取向与视野的深化与扩大, 当代中国伊斯

界分, 并以中国与境外伊斯 兰世界之 间的互动关 系为考量,

兰门宦制度的研究, 应如何顺应着回族学等中国伊斯兰学领

所惯称的四次历史高潮( tides) 中, 苏非 教派的形成与系统 性

域的重新启动, 而能将传统人文学式的研究与现今社会科学

的发展( Sufi communities and national networks) , 即为其 中的

的思潮做有意义的结合, 相信对于完备中国伊斯兰学与西北

º

第二高潮 。而类似的立论, 回族学者杨怀中亦有所阐述, 他

民族问题研究, 是具有一定的开创性与指标作 用的。而在此

认为中国历史上也 曾出现过伊 斯兰文化 上的四次高 潮。其

前提下, 做为基础 研究学问的 民族学, 确实有必要

中第三次高潮, 即 明清之际 伊斯兰 精神文 化的建 设( 1368-

门宦制度的研究意义与内涵, 如此方能展现出门宦制度在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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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对于

张中复: 论研究中国伊斯兰门宦制度的民族学内涵与意义
史发展与当代社会文化适应中的特质以及具体风貌。
一、当代中国伊斯兰门宦制度的
研究成果与特色

代回族史的重要特色之一 lv 。
除了大陆自 1981 年以来多次西北 五省( 区) 伊斯兰教学
术讨论会以及全国性的回族史讨论会中, 已出现的多篇有关
门宦、
苏非主义的 论文外, 近年来亦有 多本全面研 究中国伊

1. 基础研究。

斯兰的专著中论及门宦、
教派问题的重要性。例如杨怀中所

有关中国伊斯兰教的整 体性研究, 虽然自民 国初年起,

著的5回族史论稿6 中, 有多篇关于西北苏非主义与清代哲合

已有金吉堂、
马邻翼、陈援庵、王日蔚等 人的基础成 果, 但 对

林耶抗清史论的专文; 又如勉维 霖所编的5 中国回 族伊斯兰

于近代以来以西北地区为 主的教派 分化与宗教 思潮变迁 等

宗教制度概论6 中, 已列有/ 苏非派0的专章, 论述门宦的教义

现象, 则并未

清出 一较为明 确的脉络。近半个 世纪来, 随

思想、
功修礼仪、
教统传承、
教权组织 与经济结构等要旨。其

着中国民族国家支配体制的确立, 以及中国政府将伊斯 兰教

他如余振贵所著5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6 中, 亦以乾隆时

纳入穆斯林民族及宗教事务的整体性考量, 使得当前中 国伊

期的因门宦教争导致清廷/ 以回制回0 策略的出现, 来说明清

斯兰学的解释体系 呈现出比较 完整的面 貌。其 中将中国 伊

代治理伊斯兰教政策的特殊性。此外, 在中国回族伊斯兰教

斯兰内涵归纳为格底木、
依赫瓦尼、
西道堂等三大教派, 以及

的通史性著作中, 邱树森主编的5 中国回族史6则约略提到苏

嘎的林耶、
虎夫耶、哲合林耶、库不林耶 等四大门宦 的界论,

非派传入与四大门宦的形成。相形之下, 前文中所引李兴华

则最值得注意。

等人所著的5 中国伊斯兰教史6 一书中, 对于门宦制度的论述

门宦制度为西亚伊斯 兰神秘主 义苏非派思 想在中国 传

则显得较有系统, 其资料的析论亦兼顾深度与 广度。该书对

播与转化下的结果。基于 教派思想 的特殊性与 教权组织 的

大陆学界解释门宦体 制的部分 传统说法已 提出修正。例如

封建性, 加上伊斯兰教在传 统以汉族 为中心的中 国社会中,

/ 四大门宦0的概念, 该书认为四者在甘宁青地区无例外地都

一直保有宗教上的本义性、
沉默性与秘密性等特质 ¼ , 因此在

是独立存在的苏非 派大教团、伊斯兰教 神秘主义的 大派别,

一般史料的记述中是很难积累出具体的内容。另一方面, 由

而其他都是小教团、
小派别, 且都隶属于或渊源于这四者。

于自清乾隆时期以降, 西北地区穆斯林民族出现持续性 的大

2. 专门研究。

规模抗清运动, 其中苏非派的门宦组织时而扮演主导性 的角

前文中所引介的有关 大陆学界近 年来研究中 国伊斯兰

色, 因此哲合林耶这种被 区分为/ 新教0 的抗清组 织, 自然 就

问题时必须重视门 宦的情形, 相当重要 的一个关键 在于, 部

会成为官方钦定史观下的/ 邪教0 ½ 。而这类带有负面意义且

分出身西北回族的民族宗教工作者, 基于对周遭伊斯兰社会

定型化的新教史观, 似乎已成为一般中国伊斯兰教史中 回民

文化的熟稔, 以及 长期接触并 深入了解 各门宦、
教 派的实际

抗清运动的代表内 容之一 ¾ 。虽然 在清末被视 为 思想较 为

情况, 以系统化的整理、
归类与分析, 将数百年来在西北穆斯

开明先进的5 醒回篇6 中, 已出 现新教症结 在于与老 教( 按 应

林社会中盘根错节 的门宦、
教 派现象, 业已

指格底木或虎夫耶等 同教中的 对立势力) 间的现 实矛盾, 且

且通具整体 性与全 知性 的面 貌。严 格说 来, 这 类涵 盖民族

呼吁二者/ 新教之振兴, 将吸 取老教而 一炉冶 之。庶新老 化

志、
宗教志、
历史学与文献系谱学意义的科研成果, 为当代中

¿

清出 前所未有

合, 力求进步, 而宗教之推广可以预期矣0 。但严格说来, 门

国伊斯兰研究中开创/ 门宦教派 学0 的 领域奠定了 必备的基

宦的历史特质、
世俗体制及其与其他教派的互动关系等 实质

础。这其中可以甘肃的马通、
高占福与宁夏的勉维霖等三人

内涵, 在当时仍属难以全面窥伺的奥堂。

的论著为代表。

60 年代初期, 中国科学院对甘肃 回族、
东乡 族所进行 的

出身陇东哲合林 耶重镇 张家川 的回族 学者 马通, 于 80

调查中, 有关临夏地区教派 门宦的产 生与发展, 即汇整出 部

年代初期先后出版5 中国伊 斯兰教派与 门宦制度 史略6、
5中

分关于库不林耶、毕家场、
大拱北、穆夫提( 临洮) 、华寺、
哲合

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6 等两部著作, 直接为中国伊斯兰/ 教

林耶、
白( 北) 庄、胡门等门宦 的基本资料。这其 中包括门 宦

派门宦学0 开启了研究先河。其中5史略6 一书, 据 据 50 年代

创立过程与教权发展、
宗教组织及与其他教派( 如依赫瓦尼)

以来近 50 位西北门宦、
教派负责人或耆宿的口 述和家史, 以

的互动关系等 À 。这类调 查资料虽然粗简, 但说明了大陆 学

及相关碑文、论著, 整体呈 现出西北地 区回族等穆 斯林民族

界已不把门宦研究视为中国伊斯兰学的禁区的事实。

宗教文化上/ 三大教派、四大门宦0 的基 础格局, 以 及有关的

近年来, 大陆学界希望藉开放改革/ 新时期0以来的 有利
情势, 重新提振、
规范回族伊斯兰研究成果与方针, 并以 建立
Á

40 余支派别组织的系统性架构。
按5史略6并非单独以处理 门宦、教派的 发展史为 主旨。

/ 回族学0 做为推动中国伊斯兰研究的基石 。在此风潮的带

事实上它是以伊斯 兰教传入 中国 1300 年流 变史为经, 并以

动下, 门宦、
教派以及中国苏非主义的研究, 无论在质与 量方

明清以来西北门宦、教派多元 化发展的 历史特征为 纬, 共同

面均呈现出较以往更为成熟的事实。以 1980 年到 1992 年之

交织出近代中国伊斯兰教 史上/ 华化0 与/ 回 化0两 股思潮激

间为例, 大陆学界陆 续发表关于门宦、教派的论文 已达近 70

荡下最具时代意义的结果。回族 作家张 承志就 曾指出, 5史

篇之多 lu 。而在大陆回族研究中具有指标地位, 同时也是5 国

略6一书向世间第 一次批露了 中国回族 的丰富内涵, 一册牵

家民委五种丛书少数民 族简史6 系列中最 早出版的5 回族 简

动全躯, 西北史、
西北民族关系史、
中西关系史、回民起义史、

史6中, 则将西北地区出 现/ 教 主兼地主0 的门宦 制度视作 清

西北军阀研究、教派衍化、
神学神秘主义( 苏非主义) 、
神学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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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明与外来史、心理研究, 甚 至中古波斯) 阿拉 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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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的协助下, 以描述哲派创始人马明心及其传人穆宪章事迹

言形态 ) ) ) 都可以藉 此获得新鲜空气 。的 确, 透过5 史略6

的5热什哈尔6 ( Rashah) 一书 终于以汉 译本的 面貌问世。这

的内容, 可以发现门宦制度虽因苏非派神秘主义的宗教 本质

也是中国伊斯兰苏非派门宦以阿拉伯文、
波斯文所记录的内

而展现出隐密性与遁世性, 但与现实政经社会等环境的 互动

传秘史, 第一次完 整地以中文口语型 态所做的揭露 l} 。另一

过程中, 门宦却在近代中国 西北民族 宗教史的舞 台上, 不 时

方面, 部分西北地方文史工作者的成果亦值得 注意。如甘肃

扮演着主导抗清事变或影 响地方军 阀权力消长 等积极性 的

临夏州康乐县的马世英, 整编当地库不林耶大湾头门宦与虎

角色。

夫耶丁门门宦的教史资料; 或如新疆社科院对西北门宦在新

与5 史略6 不同的是, 马氏的5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6

疆发展史的整理等皆是。此外, 大陆西北近年来所新编的地

一书, 则直接探讨并解决研究门宦制度中最具困难度与 资料

方志, 已把门宦教 派现象正式 载入民族 宗教志中, 这一点尤

最不易系统化的部分 ) ) ) 道统源流与传承, 以及宗教教 理的

其反映在以门宦教派最为集中而著称的临夏地区 l~ 。这也说

发展与衍化脉络。而马氏以5 史略6 的基础, 逐步对此中 国伊

明了当前门宦教派现象的 研究领域更 趋于地方化 与多元化

斯兰学/ 禁区中的禁区0 展开溯 源性的研 究。例 如清初中 亚

的事实。

苏非派著名的宗 教人士亲自 来到西北, 将相关学 理、道统 传

3. 国外研究。

授给当地的/ 穆勒什德0 ( murshid 导师) , 进而就 地形成派 别

在国外学界研究中国伊斯兰的领域中, 对于西北门宦教

组织, 此为不少门宦之所以建立的重要史实依据。如相 传为

派问题产生有系统的认识, 则是十分晚近的事 情。美国学者

穆罕默德 25 世后裔的赫 达叶通拉西( Hidayat Allah , 或称 阿

杜磊( Dru C. Gladney) 指出, 西方学 者以往受 限于早 期中文

帕克和卓 Kholja Apak) 之于虎夫耶 毕家场 的马宗 生与穆 夫

史料内含混不清的记载( 如传统格底木与苏非派的新教及老

提的马守贞; 或是相传为穆罕默德 29 世后裔的华 哲# 阿不 都

教的称谓与界分) , 以致无 法明确掌握 初期苏非教 团在西北

# 董拉西( Kholja Abdullah) 之于嘎的 林耶大拱北 的祁静一 等

活动的史实。而随着大陆 1979 年以后的对外开放, 许多实地

x
l


皆是 。此外,5溯源6 亦强调运用西亚伊 斯兰教教派学理 来

考察的田野资料问世后, 有关门宦教派的起源及其社会宗教

解释门宦道统源流的关联性与互动性。

特质的研究, 才进入较为宽广的视野 mu 。到目前为止, 西方学

和马通的著作相比, 出 身甘肃临 夏的回族学 者高占福,
其有关门宦研究的论著则 更偏重史 实的建构与 现象功能 的

界也能接受/ 三大教派、四大门宦0 的说 法, 来建构 当代中国
伊斯兰教的基本内涵与特色。

分析。在其主要著作5西北穆斯林社会问题研究6 中, 结 合文

本世纪初, 英 国人 布 鲁霍 尔 ( Marshall Broomhall) 在其

献与实际调查资料, 以多篇论文分别叙述中国伊斯兰门 宦教

5 伊斯 兰在中 国6( Islam in China: A Neglected Problem) 一书

派的整体概念, 以及有系统 地描述东 乡族、
保安 族门宦制 度

中, 论及清末西北 回民事变的 史实时, 已发现新教 与老教这

( 如北庄、胡门、崖头、
高赵家、
丁门等) 的特色。此外, 高氏 还

类教派纷争在当地所引发的不稳定因素。不过布氏也指出,

就教派门宦的内争与矛盾, 来解析这类分化现象对于清 代西

/ 保守的0老教与/ 自由的0 新教之间, 究竟 是不是属于逊尼派

北回民抗清运动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并进一步对于此一 传统

与什叶派这类基本教 义派别的差异, 他也无法确定 mv 。而至

分化现象在当代的延续, 与中国政府所要求的教派团结 这两

60 年代, 朱文长在运用大量中文史料研究同治年间西北回民

者之间应如何相 适应的问题, 提出 了较为实际的评估 ly 。另

抗清时, 则是以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与/ 起事 ) 镇压0的传统

一方面, 高氏亦曾对西北各 门宦中异 同互见的宗 教学理, 从

解释模式来做为分析 主轴 mw 。朱氏与布鲁霍尔 一样, 由于受

教乘渊源与道乘流变等角度予以详述分析, 藉此勾勒出 门宦

限于基本史料的欠缺以及对西北伊斯兰教的隔阂, 其著作均

z
l


制度中苏非主义教理系统组织化后的基本轮廓 。
在宁夏方面, 同是回族出身的学者勉维霖, 亦以 50 年 代
以来民族宗教 工作所累 积的经验为 基础, 于 80 年 代初期 出

无法

清出苏非派门宦所引发的教派之争, 及其与穆斯林抗

清运动之间所存在的重要关联性。
70 年代初期, 佛莱彻发表哲合林耶门宦创始人马明心研

版5宁夏伊斯兰教 派概 要6 一书。此 书的 出版 较马 通的5 史

究的专文,

略6 为早, 且内容亦不及5 史略6 广袤, 但其确为大陆第一部 描

及华寺门宦 与哲 派两 者间 与 中亚 苏 非教 团纳 合 什版 底耶

清了 乾隆年间 甘肃新旧( 老) 教教争的 症结, 以

述地区性教派门宦 源流及发展 的专著。该书中 以较大的 篇

( Naqshbandiyya) 的渊源关系 mx 。此后, 佛氏继续在5剑桥中国

幅介绍哲合林耶门宦 l{ , 这点也反映出 近代宁夏伊斯兰教 发

史 ) 晚清篇6 中, 以十八九 世纪清朝统 治新疆及与 中亚政局

展的一些特色。

的历史发展为中心, 来说明纳合什版底耶教团的和卓势力与

以上所讨论的大多为 近 20 年 来, 大陆 学界对 伊斯兰 教

清代中叶以来西北局势 动荡的关 联性 my 。3 年前, 佛 莱彻去

与门宦制度的研究成果, 由此可见/ 新时期0对今后中国 伊斯

世前最重要的 遗稿之 一, 5 中国 西北的 纳合 什版 底耶6 ( The

兰学发展所代表的重要意义。在此风气的影响下, 以门 宦为

Naqshbandiyya in Northwest China) 一 文, 在 其 弟 子 李 普 曼

中心的民间作品与研究亦出现了可喜的成绩。毫无疑问的,

( Jonathan N. Lipman) 的整理下 正式出版。此文一 如佛氏其

具有北亚民族史及考古学专业背景的回族作家张承志, 所著

他相关著作, 运用 西亚伊斯兰 与中文基 本史料, 将 近代西北

以哲合林耶沙沟门宦为主轴的历史文学作品5 心灵史6, 已在

门宦的道统源流与此重要的中亚苏非教团间的关系, 做基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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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伊斯兰学界与文 坛引起了广 泛的注意 。5 年 前, 在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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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性的论析。佛莱彻认 为传入中国 西北的纳合 什版底耶

张中复: 论研究中国伊斯兰门宦制度的民族学内涵与意义
系属两支不同的体系, 其一为源自十六七世纪中亚传统 式苏

载, 即使象前述的 哲合林耶 重要的教史 文献5 热什哈尔6 , 其

非主义形态的虎夫耶, 另一支则为源于 18 世纪西亚也门、属

作者原先亦是以匿名、
用阿拉伯文及波斯文写作与内传式的

于改革式苏非主义形式的哲合林耶 mz 。很明显的是佛氏研究

形态, 才能辗转保存至今。如今该书能以中译本的方式公开

西北苏非派门 宦道统 源流的 取向, 与前 述马 通的5 史略6 及

出版, 可说是中国伊斯 兰教史中 的凤毛麟角。据了 解, 类似

5 溯源6 有着类似的共通性, 这也为今后中西双方探讨西 北伊

的珍贵史料尚有哲合林耶 经学家杨效 良的5 明证利剑 集6 与

斯兰苏非主义的流变, 开创出 比较研究的 可能。另一方面,

虎夫耶鲜门门宦鲜培礼的5 鲜门虎夫耶道统史6 等, 目前仍未

结合近代以新疆为核心的中亚民族宗教史, 来做为研究 西北

正式外传。至于象哲派这种具有长期抗清传统的门宦, 亦与

门宦问题的渊源与背景, 应已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除 佛莱

部分甘宁青的苏非派一样, 当发生教派冲突或激发为抗清事

彻外, 日本著名的中亚史学者佐口透, 在其代表作518- 19 世

变时, 始成为官方史乘所记载的内容。这 类史料虽不时带有

纪东 ¨Ë    Ó 社 会史研究6 一书 中, 已很明 显地可以 看

统治者镇压事变的传统偏见, 但部分仍对门宦的本质现象有

出这种中亚 ) ) ) 新疆 ) ) ) 甘宁青 三地伊斯 兰/ 神秘 主义0 发

所描述, 而成为门 宦史上的珍 贵资料, 甚至于日后 还被引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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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史观的脉胳络 。

于地方志之中。

二、宗教民族学建构下中国伊斯兰门宦
制度的研究取向

不过, 时至今日, 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 部分门宦内部自
行整理的历史资料亦时而出现。例如在甘肃临夏, 属嘎的林
耶门宦大拱北系统的台子拱北, 其第九辈老人家( 负责人) 马

从前文可以 很明显的看 出, 随着 历史发展的 多元性, 以

世忠及其教下, 近年来为拱北主人马明清( 原名腾翼, 又名阿

及学科化的研究方法的出现与视野的扩充, 苏非主义及 其在

訇太爷, 1692- 1758) 及其道统世系年修的传略 即为一例。其

西北所形成的门宦制度, 已在当代中国伊斯兰学领域中 不再

中论及马明清于康熙年 间归教于 祁道祖( 祁静一, 大拱北创

具备着以往那种根 深蒂固式的 隐秘性。在中国 大陆现实 的

始人) 这经过, 以及台子拱北几经动乱的修建过程, 都有详细

民族宗教事务体制的支配下, 以及开放改革所带来的思 想观

的描述 nv 。由于这属于门 宦内部流传的教史, 因此具有一定

念的冲击, 门宦传统的社会封建特质势必会产生明显的 变迁

的参考价值。

与调适。在此前 提下, 以历 史学、
宗 教学与民族 学等学科 为

至于在历史解释方面, 有关中国伊斯兰教门宦史的定位

主要切入点的门 宦研究, 亦 应调整部 分原有的研 究取向, 适

问题, 正如前文中 所言, 近 代苏非教团 及其思想传 入西北甘

时地加入较多元化与切合当代社会文化特色的观点。

宁青等地的历史背 景与过程, 是必须纳 入中亚、
西 亚伊斯兰

整体而言, 中国伊斯兰教现象已成为穆斯林少数民 族研

世界苏非主义与教团的对外发展史之中, 如此才能对西北门

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有关中国伊斯兰的研究亦不再局限 于单

宦的道统传承产生正本溯源式的

纯宗教学的范围之中。就现有的具体成果看来, 当代门 宦制

青地区保有密切地缘和民族宗教关系的新疆, 自然成为研究

度的取向大致可以区分为以下三点:

西北门宦问题的重要窗口。这点可以从清代前期以来, 新疆

清。在此概念下, 与甘宁

1. 历史文献学的溯源研究与历史现象的解释。

的苏非派( 依禅) 中纳合什版底耶教团的和卓势力, 不断牵动

在中国大陆, 民族现象或是民族学的研究一向是与 民族

着西北政局稳定, 以及直接影 响部分嘎 的林耶、
虎 夫耶门宦

史的成果相结合。学界一般将民族学视为历史科学的观点,
|
m


基本上已成定论 。这种重视文献资料与历史学解释的民族
学取向, 是与传统西方民族学( 尤其是社会人类学) 原本 界定
为以无文字记载的初民社 会为主体 的研究取向 是有所差 异
}
m


创建的史实中得到证明。
2. 宗教学对苏非主义 教理与相关 伊斯兰教义 内涵的诠
释。
伊斯兰苏非主义的宗 教本质构成 了门宦制度 的运作核

的 。不过, 英 国 社会 人类 学功 能学 派创 始 人马 凌诺 斯 基

心, 这是以宗教角度诠释门宦内涵的基本认知。早期苏非主

( R. Malinowski) 很早就提出, 真正有效的科学分析的人类学,

义的萌芽, 就如同 一般系统宗 教中神秘 主义思潮的 出现, 是

是不应以研究未开化 的初民社 会为依归, 而是应进 入/ 世 界

明显带有反抗世俗化宗教体制堕落腐败的意识, 并以隐性修

上为数众多的、
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民族的较先 进文

持的简朴形式, 还 原以基本信 仰为依归 的宗教本质 与情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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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研究0 。按马氏所言, 虽是以广义的中国社 会为例, 但

然而, 苏非主义对伊 斯兰教正统 论的冲击, 与教 团化的苏

在中国丰富多元的民族文化环境中, 少数民族多少都与 汉族

非派于 13 世纪以后, 逐渐在文化 与政治上 所扮演的 反动式

保持密切的、长期的历史互 动过程, 这点则是当 代中国少 数

( reactionary) 角色, 都使得 苏非主义 在近千年 以来的 伊斯兰

民族的整体面貌 中, 与其他 多民族国 家对照下, 比较具有 特

教史上成为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 nw。在西方学者的观点

色的一个部分 nu 。因此, 以民族宗教 史的角度, 重 新整理、诠

中, 13 至 19 世纪间, 伊斯兰世界与日益成熟的西方文明之间

释苏非主义门宦制度在西北地区产生与发展的过程, 以 及与

产生隔绝, 伊斯兰 的知识界因 缺乏外来 思潮的刺激, 而出现

传统中国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则是完备当代西北回族 等穆

数世纪之久的知识停滞 期。不 过, 在此 时期中, 一 元论或是

斯林民族的民族志内涵的重要步骤。

泛神论的苏非主义与伊斯兰教正统论之间的冲突, 仍在伊斯

然而, 受到苏非派神秘主义内部形式与教权组织自 成体
系等因素的影响, 门宦 本身 大多并 未留 下有系 统的 历史 记

兰世界中呈现出方兴未艾的局面 nx 。
从上述的历史背景看来, 苏非主义传入中土形成教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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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门宦制度, 在宗教义理的 传承与适 应方面, 则 面临着两 股

调/ 遵经革俗0的伊赫瓦尼派对地方宗教资源的争夺, 以及对

必然的趋势: 一为苏非主义与传统伊斯兰教理体制之间 的取

门宦的攻击等情形不断出现, 都明显造成了甘宁青穆斯林社

舍与转化; 另一为苏非主义与传统中国社会伦理及宗教 思想

会的严重分裂 n~ 。这些也都说明以宗教学的视野研究西北门

的并存与融会。在这两股趋势的交互激荡下, 门宦所代 表的

宦问题时, 除了探讨传统伊斯兰教与苏非主义的教义内涵之

中国化的苏非主义思想, 可以说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后 所产

外, 教派的分化与 冲突, 以 及宗教社会 化等现象的 分析亦是

生的本土化的适应过程中, 最能结合宗教神学与社会文 化环

重要取向之一。

境特质的实例。

3. 民族学对教权体系 运作和社会 文化变迁现 象的归纳

若以非神学式的宗教 民族学的 角度来观察 中国化的 苏

与分析。

非主义内涵, 则很明显的可以发现宗教功修的融合性与 教权

自 50 年代开始, 为配合大陆民族政策的全 面实施, 包括

组织的封建性这两点特色。宗教功修的融合性方面, 从 外来

西北穆斯林民族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 都经历了历史上罕见

的传统苏非派学理的修持体系, 转化到中国苏非主义功 修理

的与全面性的社会、
历 史、
语言 等科学调 查的洗礼。虽然此

念的/ 三乘0 ) 教乘 ( 沙里 亚, Shari- ah) 、道 乘 ( 托 勒 盖, Tar-

次调查的重 点目的 是为 民族 识别工 作奠 定基础, 但 一般而

iqah) 、
真乘( 哈给格, Haqiqah) 。根据这类宗教功修的形 式与

言, 包括回族在内的十个穆 斯林民族, 早在 1954 年第一阶段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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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境, 都很明显 地可以 感受到 与道教的 相似性 与互通 性 。

识别结束前, 其成 份与名称即 已确定 ou 。事 实上, 在 40 年代

凡此也都可看出, 苏非主义 中国化的 内在形式, 就如同近 代

初期, 中国共产党 在延安建构 共产主义 民族理论时, 曾出版

深受儒学影响的刘智等人所倡导的/ 以儒诠经0 思潮一样, 意

5回回民族问题6 一书, 直接提出/ 回回问题是民族 问题0 的观

味着近代中国伊斯兰教思想在/ 华化0与/ 回化0 的交融下, 最

点, 并以此开创出以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问

终仍是以广义的传统中国文化为认同依归的事实。

题的先河 ov 。也由于回族 等民族的认定问题早 已定案, 因此

就教权组织的封建性而言, 这种苏非主义中国化的 外在

大陆的民族学研究中, 有关穆斯林民族的社会文化的田野调

形式, 可说是门宦制度在整个中国伊斯兰教传统体制中 最具

查成果与资料分析, 相对之下 较为有限; 取而代之 并一度成

/ 异端性0 的部分。苏非主义以教团化、
宗派化的形式在 西北

为主流的, 是以唯物史观意识形态为导向的民 族史研究。这

穆斯林地区落地 生根, 争取 与稳固社 会的宗教资 源, 便成 为

其中如/ 回回起义0问题 的研究即是明显的 例子 ow 。不过, 以

门宦这类新兴教派赖以发展延续的重要凭藉。因此, 门 宦以

类似民族学田调方 法, 从事/ 回民 起义0 民间史料的 收集、
整

苏非派神秘主义教理的内聚力, 并藉由传统中国社会中 的封

理与分析, 以补充 正史记载不 足的工作, 却成为大 陆学界从

建特质, 共同形成宗教神权化的组织形态。故民国初年 专研

事回族近现代史研究的一个特色。这其中以 50 年代马长寿

西北史地的慕寿祺就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甘肃之回教门宦,

对同治年间陕西回民事变 与云南地方 对杜文秀起 事等的研

隐然一封建制也。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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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为代表 ox 。

一般而论, 门宦制度的 宗教封建 特征, 可分 为教权核 心

近年来, 随着大陆学界多 次全国性 回族史会议 的召开,

的形成与承袭, 与教权系统的建立与巩固等两个部分。按苏

回族史与相 关问题 的研 究, 亦 配合 当前局 势的 需要 而务实

非派神秘主义一向强调真主与世俗间神格化( charisma) 的中

化。如经济、教育、历史人 物评价等讨 论主题均是 这类的例

介人 物, 如 和 卓 ( 圣 裔 ) 、穆 勒 什 德 ( 导 师) 或 筛 海 ( 长 老,

子。不过, 象伊斯兰宗教事物或社会文化变迁适应这方面的

Shaykh) 等之间的特 殊关系。在门宦 制度中, 教众 透过这 些

课题, 因涉及敏感 的社会安定 问题, 加 上在方法与 研究视野

神格化的宗教领袖( 清代官 方资料中 称为教主, 门宦内自 称

有待严谨与扩大的前提下, 所以这类研究课题目前在以民族

老人家、
太爷) , 可以更直接地获得宗教的慰藉与 功修。而 这

学为导向的成果中显得较为薄弱。自开放改革以来, 大陆社

种建构在/ 神圣0( sacred, divine) 与/ 世俗0( profrane) 交互影响

会经济环境变迁快 速, 影响所 及, 连保 守封闭的西 北地区亦

的宗教经验, 原本就是伊斯兰教这种系统宗教所具备的 宗教

不能避免。包括门宦、
教派在内的西北伊斯兰社会与宗教组

现象之一。而中国的门宦 制度正是 把这类现象 发挥到极 致

织, 亦利用这 20 年来大环境体制改变的契机, 在原有根深蒂

的典型例子 n{ 。前面提到的美国学者李普曼就认为门宦制度

固的信仰基础上, 重新发挥伊斯兰教结合社会发展变迁与凝

可说是具有苏非思想的教派主义( Sufi- sectarianism) 与传 统

聚社会资源 的特色, 使 得宗教 团体 与组织 容易 呈现 出更为

中国世袭制的内 涵, 同 时也 结合了 伊斯 兰宗教 神格 化思 想

/ 世俗化0的倾向。就传统的门宦制度而论, 巩固教权组织与

( Islamic religious charisma) 与中国家系制的结构 n| 。因此, 在

争取社会资源的运 作模式, 反 因社会环 境的开放, 而不时出

门宦的教权组织与承继系统互为表里的情况下, 为巩固 世俗

现或扩大类似于/ 新兴宗教0的矛盾与脱序现象。

化的教权体制, 并坚持苏非主义道统、
教统的传承延续, 门宦

以往门宦制度 的研究, 无 论是历史 源流、
宗教 教理或是

的宗教特质中便会出 现教主崇 拜、拱北( 教主及 其亲人的 墓

世俗性的社会文化适应等问题, 都一直受限于门宦本身的隐

庐) 崇拜、
不提倡朝觐、相 信神迹( 克拉 麦提, Kramat) 与教 主

秘性以致成果有限。近年来随着主客观环境的改变, 门宦研

/ 弃尘出家0( 嘎的林耶) n} 等/ 异端性0 的信仰现象。在近 代政

究在中国伊斯兰学的领域中已由萌芽而迈向茁壮。不过, 就

情、
民族宗教事务十分复杂 的西北地 区, 门宦原 本就受争 议

现实取向而言, 对 门宦更全面 性、
整体 性与科学化 的民族学

的/ 异端性0的宗 教本质, 随 着地方军 政势力的介 入, 加上 强

调查资料及分析成果 仍属不足。按门 宦传统的宗 教封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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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 在现代社会环境冲击下 所产生的 变迁与适应 现象, 可 以

就宗教学理而 言, 苏非派 神秘主义 的思想本质, 是穆斯

说是研究中国伊 斯兰现 代化 问题 中, 最 值得注 意的 一个 窗

林以个人经验了解并接近真主的信仰实践 pu 。但当此一原始

口。以学术研究的立场看来, 以民族学为主的当代人文 社会

的心灵修持透过教团化的组织形态而世俗化后, 苏非主义便

科学的方法与视 野, 来检视 并分析门 宦的教权结 构、家支 谱

成为新兴教派在传统伊斯兰基础上, 重新建立信仰体系的中

系、宗教文化、
社会适应、
政治参与、经济生产、
教派冲突与 民

心思想。由此观之, 象西北门 宦这类的 苏非派教团 的形成,

族关系等现象, 相信必能更加丰富现有中国伊斯兰学的 研究

确实是有再次凝聚当地伊 斯兰社会内 在结构与整 合宗教资

内涵。不过, 门宦是否继续 维持其传 统的隐秘性, 以及中 国

源的功能。学者杨怀中等人就指出, 苏非社团在回族社会中

大陆的研究环境是否更能开放, 还是重要的关键因素。以大

形成一个个自成体系的网络结构, 在各个网络结构内部有了

陆少数民族与伊斯兰教研究的趋势看来, 若要落实研究 门宦

内聚力和向心力, 分散的回族 等族组织 化, 使回族 等族穆斯

制度这类不易深入的课题, 是必须从重点式的甘宁青地 区为

林在清代社会中有了 民族内部 的归属核心。同时 使甘宁青

发轫。不过, 近年来有学者 指出, 象 甘肃这种中 国伊斯兰 研

的伊斯兰教组织化, 苏非主义使伊斯兰教与回族等族人民有

究的重点地区, 当前相关的 科研队伍 与组织均嫌 不足, 且 需

了更紧密更普遍的关系, 使伊斯兰教更深入地根植于回族等

重整与强化之处 甚多 oy 。可见如要以地方 研究为基础, 来 做

族之中, 苏非主义及其传教方式使伊斯兰教在甘宁青地区具

为提高研究门宦制度水平的依据, 研究资源的整合与研 究组

有更强盛的 生命力, 显 示了民 族特 点和黄 土高 原的 地域特

织的强化是不容忽视的。

点 pv 。而勉维霖亦指出, 民末清初以来, 苏非派在甘宁青穆斯
林中广泛传播和发展, 其神秘主义宗教思想适应了穆斯林在

三、门宦制度与穆斯林民族意识

清代压抑伊斯兰教的情况下绝望的思想与情绪, 而将个人的

及认同的探讨

精神寄托到这类新兴宗教上, 希望获得后世的拯救和永恒的

近 50 年来有关 中国伊斯兰 研究的领域 中, 较 具有讨 论

幸福。这点尤其表 现在不少著 名的门宦 创建人, 如 马宗生、

性与争议性的一 个课题 就是 伊斯 兰教与 回族 形成的 关系。

马守贞、
马来迟、马明心与 马灵明等人 出身寒微或 命运多舛

前文中已多次提及, 当代中国伊斯兰教与穆斯林是典型 的少

的事迹上 pw。这点确实说 明了门宦的宗教内聚 力, 是直接来

数民族问题, 而不是单纯的宗教信仰现象。

自穆斯林社会结构的底层的事实。

在当代中国穆斯林民族的版图中, 回族的界定是中 国多

不过, 门宦世俗化的教团 组织, 以 新兴宗教的 形态争取

民族国家形态与 少数民 族政 策中 较具有 特色 的一个 部分。

社会与宗教资源, 自然会引起 教派内争 与冲突, 最 后导致统

自前述的延安 时期开始 酝酿, 到 50 年代 初大陆民 族政策 趋

治权势的介入, 造 成穆斯林社 会内部的 矛盾对立与 激化, 以

于定型之余, 传统内 地的回民 不再被定位 成民国以 来/ 回 教

及地方政治势力的起 伏消长。清末民 初对门宦颇 有认识的

z
o


民族0或/ 内地生活习惯特殊之国民0 等暖昧 的位阶中 。取

杨增新就曾指出:/ 回族宗教虽同, 时有门户之争。缘该教向

而代之的, 是社 会主义 体制 下具有 法定 少数 民族 ( Minority

有新教老教之不同, 故传教阿洪亦往往流派之 各异。此之所

Nationality) 身份认定的 回族。由于 与汉 族社会 之间 难以 割

是即为彼之 所非, 此之 所非即 为彼 之所是。旧 教即 不止一

舍的密切互动关 系, 在域外 学者的眼 中, 回族既 是中国社 会

教, 新教中亦不止一教, 教派纷歧, 争 端即伏于此。自来回教

中/ 熟 稔的陌 生人0 ( the familiar strangers) o{ , 同时亦 可视 为

之乱, 皆因争教而起。
0 px 的确, 自清代到 民国时期, 西北等地

界于汉族与少数 民族 间的/ 汉 语穆 斯林 ( Chinese- Speaking

回族穆斯林所引发 接连不断的 地方事变 中, 汉、
回 民族关系

Muslim) o| 。

的激化固然是原因之一, 但门宦教派及其所援引的政治势力

基本上, 大陆学界除承 认回族祖 源多源、
长 期深受汉 文

间的倾轧与冲突, 往往也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穆斯林之间

化等外在文化的影响之外, 一般亦普遍认定伊斯兰教是 回族

即使具有同教同族的渊源, 一旦遇到教派之争或内部宗教资

的一种民族形式, 其不仅在回族的形式过程中产生过积 极的

源的夺取时, 党同伐异与流血斗争的史实就不 时浮现。此一

}
o


作用, 同时也是回族/ 共同心理素质0 成形的关键 。换句 话

自伊斯兰创教以来即不断成形的历史循环, 却伴随着西北门

说, 伊斯兰教之于回族是兼具宗教属性与民族属性这两 种特

宦教派纷立的历史背景而在中土出现, 成为近代中国回族等

~
o


色的 。基于此点, 伊斯兰教所产生的宗教与文化内涵, 加上
大陆民族国家意识与少数民族政策的塑型, 两者共同建 构出
当代回族民族认同的基础。

穆斯林民族因宗教意识产生内部凝聚力的障碍。
然而, 在当前中国多民族 国家体制 的强力支配 下, 回族
的民族定位与伊斯兰宗教 事务均被纳 入国家内政 的运作范

在主观认定上, 伊斯兰教做为当代回族民族认同的 基本

畴中。同时, 伊斯兰教事务亦被视为民族团结与社会安定的

形式; 但在客观条件下, 近代中国伊斯兰却因教派分化现象,

重要指标。为强调回族民 族地位的确 立与中国共 产主义运

而出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种反应在宗教教理差异、宗教

动的必然关系, 回族等穆斯林的历史解释亦在国族化的概念

社会结构改变与宗教资源重新分配的历史趋势, 对于当 代国

下予以重塑。因此, 自明清以 来, 以回 民反抗统治 阶层事变

族体制重建下的回族民族认同本质的影响, 相信是以民 族学

为主的/ 回民起义0 史观的出现, 便成为回族历史与近代中国

视野来研究中国伊斯兰门宦问题时, 另一个值得重视的 研究

革命史产生汇流的理论与依据。此一论点, 不仅早在延安时

取向。

期便已确定/ 回回是一个富有斗争传统的民族0 py; 同时/ 回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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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藉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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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伊斯兰学的研究领域中, 西北门宦一向是属于鲜为
人知的部分。然而, 随着近半 个世纪以 来, 中国大 陆多民族

近年来因为回族 研究多元 化与务实化 的趋势, 使得/ 回

国家体制的确立, 与回族等穆斯林民族及宗教事务全面内政

民起义0史观已不再明显成为大陆学界研究回族史的主 要特

化的展开, 在有关 中国伊斯兰 研究全面 展开的情形 下, 系统

色之一。不过, 由于整个清 代西北回 民抗清史中, 哲合林 耶

化、
全面化与深入化的门宦研究成果才逐一浮现。尤其自 70

等门宦不仅扮演十分积极的角色, 同时也几乎因清廷残 酷的

年代末期开放改革 以来, 大陆 的研究环 境品质日益 提升, 加

镇压而濒临灭教的 边缘。因此在当 前国家主导 历史解释 的

上西北回族学者、地方文史工 作者的直 接投入, 皆 使得伊斯

前提下, 西北门宦悲壮的抗 清史实, 已成为当代 回族被建 构

兰门宦教派研究的神秘面纱才得以退去。

的集体历史记忆中 十分特殊的 一个部分。关于 此点可明 显

当前中国伊斯兰门宦 制度的研究 尚属萌芽正 迈向成长

看出, 一般探讨当代中国回 族民族认 同的问题, 尤其是在 涉

的阶段。但随着研 究资料的增 加、研究 视野的扩大、研究方

及历史意识的重塑时, 近代西北门宦教派的历史功能及 其影

法的更新以及大陆民族学与社会人类学/ 本土化0 趋势 p{ 等诉

响是不容忽视的。

求的出现, 今后有 关门宦的研 究取向, 实可在现有 历史学及
结

论

从整体历史的传承看来, 宗教是传统中国文化对外 互动
关系中明显的文化入 超现象。在主、客观条件的 配合下, 外

宗教研究的基础上, 扩大为以下三点: ( 一) 历史文献学的溯
源研究与历史现象的解释; ( 二) 宗教学对苏非主义教理与相
关伊斯兰教义内涵的诠释; ( 三) 民族学对教权体系运作和社
会文化变迁现象的归纳与分析。

来宗教纷纷在中国找到了生根点之后, 便逐渐与传统中 国文

由于中国伊斯兰研究亦包括民族问题的部分, 因此门宦

化产生互动与结 合, 形 成广 义的宗 教融 合与文 化涵 化的 结

制度的出现, 对于当代回族等穆斯林民族的民族意识与宗教

果。在这股 历史 脉动中, 伊 斯兰教 可以 视为此 一现 象的 代

凝聚力所产生的影响, 亦为值得重视的课题。就宗教与社会

表; 而自 17 世纪以 后, 源于 西亚、
中 亚伊斯 兰神秘 主义的 苏

的层面而言, 门宦既是神秘主义的异端化现象, 也是宗派的、

非派思想与教团, 在传入西北甘宁青地区后所形成的门 宦制

封建的制度, 同时在历史上更是多次抗清事变的引发者与参

度, 可说是为伊斯兰与中国社会间宗教融合与文化涵化 的传

与者。在当代大陆以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形态, 来建构回族

统现象, 提供了最直接有力的证明。

等穆斯林民族的共同历史意识时, 与部分西北门宦史息息相

虽然门宦的形成与传 统中国社 会的封建特 性产生密 切
的结合关系, 但由于苏非派 神秘主义 的宗教本质, 使得已 经

关的/ 回民起义0 史观亦成为共同的历史记忆之一, 进而成为
牵动当代回族民族认同意识的一个特殊的部分。

教团化与世俗化的门宦制度仍保有一定的隐密性。因此,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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