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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对于如何界定 /民间宗教 0这一概念,学界历来争论不休。先谈谈宗教的分类问题,杨庆堃先

生 ( C. K. Y ang)曾有 /制度性宗教 0 ( institutional re lig ion)与 /分散性宗教 0 ( d iffused relig ion)的区分。

他认为 /制度性宗教 0是 /一种宗教生活体系。它包括 ( 1)独立的关于世界和人类事务的神学观或

宇宙观的解释; ( 2)一种包含象征 (神、灵魂和他们的形象 )和仪式的独立崇拜形式; ( 3 )一种由人

组成的独立组织,使神学观简明易解,同时重视仪式性崇拜。借助于独立的概念、仪式和结构,宗教

具有了一种独立的社会制度的属性,故而成为制度性的宗教。0杨先生还认为,中国汉族所固有的

宗教实践是一种 /分散性宗教 0,它与上述情况相反,没有明确的经典、教义、伦理学和严密的组织,

只是 /拥有神学理论、崇拜对象及信仰者,于是能十分紧密地渗透进一种或多种的世俗制度中,从

而成为世俗制度的观念、仪式和结构的一部分,并作为世俗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发挥功能 0。也就是

说,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几乎分不开,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它在社会中的功能也许要大于

/制度性宗教 0。换言之, /它作为一种基层支持力量,对于世俗制度和整体的社会秩序或许十分有

意义。0¹ 还有一种分类,将宗教分为 /人为宗教 0 ( m an- made relig ion)和 /自发宗教 0 ( spontaneous

relig ion)。前者主要指那些由某个人创立出来的宗教实践,或者借助于有意识的人为力量而创立

与发展起来的宗教实践;后者则主要指从群众中自发产生出来的宗教实践,或者更具体一点,它是

指某个民族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信仰体系、崇拜形式、仪式等,虽然在历史的发展中会

有一些变化,但都与人们世代更替的日常社会生活密不可分,有时难以把它们从日常的社会生活中

分离出来。º

不同学者在研究中使用不同的名称来指称与分析 /民间宗教 0这一概念,如中国台湾民族学研

究所的李亦园先生、中国台湾辅仁大学的郑志明教授等使用的是 /民间宗教 0,加拿大麦吉尔大学
的丁荷生先生使用的是 /民间道教 0 ( popu lar Taoism )和 /民间崇拜 0 ( popu lar cults) ,日本的渡边欣

雄先生等使用的是 /民俗宗教 0 ( fo lk relig ion s),中国厦门大学石奕龙教授主张使用 /神仙教 0一词。
近年来,我国学者较多使用 /民间信仰 0 ( popu lar beliefs)一词, 2000年以后中国政府部门,如民族宗

教事务局也用 /民间信仰 0来指称中国汉人自发的宗教实践。值得注意的是,在传统中国,无论是

政府官员、研究者,还是宗教实践者,都未曾采用过 /民间宗教 0这一名词来描述一般民众的信仰、
仪式和象征体系。» 郑志明也认为, /民间信仰 0、/民间宗教 0、/新兴宗教 0等都是学术界定义的名

词,未存在于现实的运用中,是学者为了研究与表述的方便所建构的类概念,但是对这一类概念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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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达成共识,造成不少有关定义与内涵的纷争。¹

回到 /民间宗教 0的界说问题上来。王铭铭分析认为,现存的看法主要包括两类:一类不承认

民间的信仰、仪式、象征为宗教;另一类认为它们构成了 /民间宗教 0 ( popu lar / fo lk relig ion)。º 运用

古典宗教学分类架构的学者为了把它们与制度性宗教区分开来,主张将它们与 /多神信仰 0、/万物
有灵论 0、/民俗0、/迷信 0、/巫术 0等归为同类。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 #韦伯 (M axW eber)为例,

他在 5儒教与道教 6一书中认为,中国民间只有属于宗教范畴的巫术和习俗,这些民间巫术和习俗

是道教的延伸,自身并不形成独立的宗教体系。» 相反, 20世纪 60年代之后从事中国民间文化研

究的人类学者则认为,可以把中国民间的信仰和祭拜仪式看成一个完整的宗教体系。以美国人类

学者武雅士 ( A rthurW olf)和英国人类学者弗里德曼 (M aur ice Freedman )为例,在武雅士主编的 5中
国社会中的宗教和仪式 6一书中,由弗里德曼撰写的 5中国宗教的社会学研究 6一文认为,中国民间

的信仰和仪式看起来好像是相当散漫的文化元素的组合, 但其表象之下存在一个宗教秩序

( re lig ion order)。国内学者之间同样也存在这类分歧。有的学者认为 /民间宗教 0与 /民间信仰 0分

属两种类别, /民间宗教 0通常指不为官方承认只能在民间求生存的教派,如一贯道、慈善堂等。¼

以马西沙、韩秉方为例,在他们编著的 5中国民间宗教史 6一书中, /民间宗教 0专指有经书而不为官
方承认的秘密教派,如弥勒大乘教、摩尼教、白莲教、无为教、闻香教、清茶门教、江南斋教、黄天教、

弘阳教、八卦教、三一教与刘门教等。½ 还有的学者持比较广义的看法,以郑志明为例,他认为 /民
间宗教 0指的是社会中与民众生活密切结合的宗教传统, 包含来自于民间的通俗信仰与宗教

结社。¾

王铭铭认为,对于社会人类学者来说,民间宗教一方面指研究对象的一个层面,另一方面指研

究的途径。换言之,社会人类学者采用这一概念是因为他们主张通过对民间的信仰、仪式和象征的

宗教体系的考察,探讨中国社会中的文化现象与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笔者甚为赞同王先生的观

点,因此笔者所理解的 /民间宗教 0即如王先生所指,是在一般民众中流行的对神、鬼、祖先的信仰,

庙祭、年度祭祀和生命周期礼仪,血缘性的家族和地域性庙宇的仪式组织,世界观和宇宙观的象征

体系。¿ 本文所讨论的 /民间宗教 0就是建立在上述理解之上的,文章的研究范围局限于 /东南亚华
人民间宗教 0,即中国民众定居东南亚之后,以自己的方式发展出来的较为独特的宗教文化景观和

文化传统。

二、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的取径

尽管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与东南亚社会、移民历史、经济、民众生活等关系密切,但以往国内学

术界对东南亚华人社会的研究主要关注于对移民历史的研究,时段也主要集中于明清、民国时期,

很少对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进行专门的探讨。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由于对民间文化、东南亚华人

社会的重视,很多学者开始探讨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问题,不仅做了一些较有深度的个案研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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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有几本较为系统的专著、论文集面世。目前,对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的取径大致有几种:

一是概述或探讨某个神祇或某种信仰在东南亚华人社会的传播、发展与崇拜及演变,以华侨大

学华侨华人研究所研究员李天锡先生为主要代表。近 20多年来李先生先后发表了十多篇有关东

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的文章,其研究对象包括妈祖信仰、吴真人信仰、城隍信仰、关帝信仰、观音

信仰、女神崇拜、清水祖师信仰、广泽尊王信仰、三山国王信仰、紫霄真人、谭公信仰、孔夫子信仰等。

他的研究文章散见于各类学术期刊中,如 5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6、5华侨大学学报 6 (哲社版 )、5八桂
侨刊 6、5世界宗教研究 6等。 2001年李先生出版了专著 5华侨华人民间信仰研究 6。该书是国内学

术界第一部系统研究海外华侨、华人民间信仰的学术著作,作者采用国别和类别相结合的方法,分

别对诸如妈祖信仰、关帝信仰、观音信仰、城隍信仰等数十种民间信仰在海外传播的背景、情况和原

因进行了详细考察,对其作用进行了审视和评价,并对各信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等进行了较深层次

的阐析和预测。此书亦可视为李先生多年来学术研究的结晶。此外,李先生的上述一些文章亦被

5宗教与文化 6¹ 一书第五编 5华侨华人宗教文化研究 6收录。
此类文章还有很多。如聂德宁的 5东南亚华侨、华人的保生大帝信仰 6与 5青礁慈济宫与海外

华侨 6就分别论述了保生大帝信仰和吴真人信仰与海外华侨、华人的渊源及传播、发展。较有代表
意义的当属陈志明的 5东南亚华人的土地神与圣迹崇拜 6和郑志明的 5客家社会大伯公信仰在东南

亚的发展 6。前者以大伯公为研究对象,探讨它对中国的土地神的延续与变革,作者将分析置于华

人社会土地神观念的发展脉络中,分析现今东南亚华人的土地与圣迹的神祇之信仰,探讨了华人的

土地神观念在东南亚一些国家中的延续、发挥与演变,研究了华人民间宗教的变迁问题。后者则从

客家社会与大伯公信仰谈起,追究其在传统天神、地祇与人鬼信仰体系中的定位问题。

二是从历史学、人类学等角度探讨各种宗教信仰在东南亚各国的传播与发展,分析各国的宗教

政策、华人社会和文化特征等。此类文章数量最多,以华侨大学张禹东先生为主要代表。从 20世

纪 90年代开始,张先生陆续在国内多家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十多篇有关海外华侨、华人宗教文化研

究的学术论文。张先生还出版了专著 5宗教现象的文化学研究 6,并与黄海德一起主编了 5宗教与

文化 6一书,书中亦收录了张先生很多研究文章。张先生并不刻意研究某种专门的宗教信仰,其论

文主要着眼于民众信仰的特点与发展趋势、宗教与社会的互动以及华侨、华人的宗教文化的价值构

成等方面,如 5新加坡多元宗教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6、5新加坡华人宗教信仰的基本构成及其变动的

原因与前景 6、5试论东南亚华人宗教的基本特征 6、5马来亚的华人宗教文化 6、5印尼全面同化政
策下的华人宗教文化 6、5华侨华人传统宗教及其现代转化 6、5关于东南亚华侨华人宗教文化与现

代化问题的理论思考 6、5华侨华人传统宗教伦理思想的价值构成 6、5华侨华人传统宗教的世俗化
与非世俗化 ) ) ) 以东南亚华侨华人为例的研究 6、5东南亚华侨传统宗教的构成、特性与发展趋势 6

等。张先生还提出了 /华侨华人传统宗教 0的界说,认为华侨、华人传统宗教是指海外华侨、华人所

信奉的源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儒教、道教和佛教以及民间宗教信仰等宗教文化, º并以此对华人宗教

文化展开研究。

相关文章还有很多。如许国栋的 5从华人的宗教信仰探讨印度尼西亚的同化政策 6与 5从华人

宗教信仰剖析泰国的 /同化政策 06,分别从华人的宗教信仰探讨了印尼与泰国的同化政策。相对
而言,研究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等国家的华人宗教信仰文化及政策的文章较多,如陈

衍德的 5试论菲华社会的宗教融合 6、詹冠群的 5清水祖师信仰在马来西亚的传播与影响 6、袁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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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缅甸瓦城华侨观音寺研究 6、聂德宁的 5新马早期华人社会的民间信仰初探 6、高伟浓的 5东南亚华

人的大伯公与土地神崇拜探析 ) ) ) 以泰国为例 6、谭志词的 5关公崇拜在越南 6等。以郑志明的 5泰
国华人社会与宗教 6一文为例,该文章从分析泰国华人社会的 /五缘 0文化入手,考察其在华人社会

特有的文化和经济网络中以及在社会人际群体凝聚与沟通中的作用,考察宗教信仰尤其是民间宗

教对于华人社会的重大作用,作者希望以宏观的视野勾划出泰国华人社会与宗教互动的整体面貌,

以给后继者提供研究的参考。

三是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结合多学科的视野和田野调查的方法讨论东南亚华人的神、鬼、祖

先信仰和象征体系等,并透过鬼神信仰、鬼神世界来研究活人世界,探究华人社会和文化特征,以厦

门大学曾玲博士为主要代表。曾博士先后出版了专著 5新加坡华人的祖先崇拜与宗乡社群整合:

以战后三十年广惠肇碧山亭为例 6与 5越洋重建家园 ) ) ) 新加坡华人社会文化研究 6。近年来,曾

博士还陆续在国内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多篇有关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的学术论文,如 5/虚

拟 0先人与十九世纪新加坡华人社会 ) ) ) 兼论海外华人的 /亲属 0概念 6、5阴阳之间 ) ) ) 新加坡华
人祖先崇拜的田野调查 6、5新加坡华人的龙牌崇拜初探) ) ) 兼与祖先崇拜比较 6、5华南海外移民

与宗族社会再建 ) ) ) 以新加坡潘家村为研究个案 6、5社群整合的历史记忆与 /祖籍认同 0象征:新

加坡华人的祖神崇拜 6、5社群边界内的 /神明 0移民时代的新加坡妈祖信仰研究 6、5坟山崇拜与 19

世纪新加坡华人移民之整合 6等。曾博士的主要田野调查点在新加坡,在新加坡华人的祖先崇拜

等问题的研究上用力甚勤,还主编出版了一套资料汇编。¹ 因为自身的历史学科背景,又掌握了丰

富的第一手海外田野调查资料,曾博士的相关研究相当深入,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四是从经济的角度研究华人宗教与经济的关系,从文化适应等多个角度来探讨华人宗教问题,

此类文章数量不多,代表作有陈衍德的 5试析菲律宾华人宗教信仰的经济动机 6、王文钦的 5妈祖崇
拜与儒释道的融合 6、黄新宪的 5东南亚华人宗教文化与中国宗教文化的渊源联系 6、黄世杰和陈英

桃的 5中越边境鸡鬼之谜的人类学透视 6、郑一省的 5华侨华人与当代闽粤侨乡的民俗活动 6、郑文
标和张禹东的 5华人宗教与 /华人经济 0的共同特征 6、旃媛媛的 5试论东南亚华人传统宗教对当地

文化的适应 6、张龙林的 5东南亚华人宗教问题初探 ) ) ) 定义、历史分期与主要特征 6、农学冠的 5神
龟信仰:中越民间文化中的一个母题 6等。以袁丁的 5持续与变迁 ) ) ) 人口统计中反映的新加坡华

人宗教信仰的变化 6及曹云华的 5宗教信仰对东南亚华人文化适应的影响 6为例,袁丁的文章从

1980年以来有关新加坡华人宗教信仰的调查入手,运用新加坡人口统计数据等分析新加坡华人宗

教信仰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发展与变迁。曹云华的文章则通过分析三种不同类型的宗教信

仰者,即华人穆斯林、华人基督徒、华人传统宗教信仰者,来研究东南亚华人的文化适应问题,认为

东南亚华人如果要保持中华文化、保持本民族的文化认同,提倡信仰华人传统宗教可能是一个很好

的选择。

三、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的缺失与前瞻

上文的回顾并非是全景式的,但也能大体上反映出目前国内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的基本

状况。总体上而言,概述东南亚华人的民间宗教的渊源、传播与发展前景,从历史学、人类学、移民

文化等角度考察各种信仰在各国的发展,探讨各国的宗教政策和华人社会的文化特征等,已经受到

了学术界的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失:研究者多将注意力集中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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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影响较大的神,如妈祖、清水祖师、大伯公、吴真人等,而对那些在较小范围内产生影响的神以

及那些未被纳入系统的神则缺乏研究;目前学界对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的研究尚停留在较浅的层

面上,对各宗教信仰的人群、仪式、组织及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缺乏细致分析,在讨论国家权力与民间

宗教的关系时只关注各国的同化政策,而对华人社会的本地化及其对所在国的认同等问题缺乏足

够的重视;现有的研究忽略了历史的延续性,忽视了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与中国本土的民间宗教、

华人宗教与东南亚本土宗教之间存在的广泛而深入的互动因素。另外,近 30年来国内学术界从事

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的研究者相对集中于南方的一些院校及研究单位,如厦门大学历史系和

南洋研究院、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华侨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和宗教文化研究所、中山大学东

南亚研究所等,具有明显的区域与学科特色。与此同时,国内学术界尚没有专门的宗教研究专业针

对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展开研究,在研究取向上也多是国内视野,将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作为中国

传统文化传承的一部分进行研究,因此,在学理和方法论上都有待深入的发掘。

笔者认为,今后的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研究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应在历史的脉络中研究东

南亚华人民间宗教与当地社会的制度、本土宗教的关系,研究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与中国本土宗教

之间的互动;应关注社会不同群体、阶层对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的态度,对宗教仪式、神话甚至巫术

等象征体系展开深层次的研究,探究其背后的社会动因,关注东南亚华人的宗教认同、血缘认同、祖

籍地认同以及所在国认同,并分析其原因和实践;应对那些未被纳入体系的神和新兴宗教展开研

究,探究其发生、发展、变迁的过程,及与其他宗教和宗教信仰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应进行多学科视

野的研究,从宗教学、社会学、历史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宗教人类学等学科视野深入研究东南亚华

人民间宗教研究;应打破区域研究的瓶颈,壮大研究队伍。

民间宗教文化与民众的现实生活关系密切,是社会文化的宝贵资产,它不仅为民众提供了精神

领域的信仰寄托,还在某种程度上支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与人际活动。民间宗教是一个想象与现

实交汇的领域,神祇及其相关的象征、仪式与民众生活,区域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等息息相关,对

它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国家权力、意识形态与民众信仰的关系以及东南亚华人与土著居

民在这一问题上的复杂关系。当下,传统与现代的社会结构急剧变迁,东南亚华人对待民间宗教有

着不少复杂的心态,人们的宗教情感也逐渐变得莫名和暧昧,正处于不知如何进退的窘境,在这样

的现实情况下,对东南亚华人的宗教研究是相当迫切的。

国内学术界对东南亚华人民间宗教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近 30年以来这一时段,各方学者跨越不

同的学术领域积极投入其中,正显示出民间宗教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的地位。国内学者对于东南

亚华人民间宗教的研究或许能为认识现代东南亚华人社会和东南亚世界提供新的视角。一个研究

领域的开创及至壮大,需要长期的积累与探索,未来的研究需要众多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

(陈碧,博士研究生,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厦门, 361005 )

1责任编辑: 黄海慧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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