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固宗教文化的模式

牟神靈

在世界宗教史研究的固阮掌木舞台上，中囝宗教文化長期被泠落而赴于迎緣化杖

恣。一些由西方芋者撰穹的世界宗教習午，或者不重視中固宗教，筒略帶泣而已;

或者奈亂元章法，不知如何相甜苦，且是在由美固肺若兄弟撰穹的〈人美的宗紛說:

呻固宗教是多神成分的混合物，其中既有本土的，也有外剩kJ;既是夏朵的，也是

廣朴的;既居室信的，也是草里:1曲守。 "1)英固字者尼尼安，斯耳中部兌得更明硝:“以西

方人的現在來看，中固宗教其在是一小大毒草舍。 "2)他f1ì人內，中固宗如全有自己主

旱的棉申方向軍喘色。造成遮剛您的原因，一是祖酬l文化中心洽支配下，西方

掌者司慣于用基督糊甘一神教理地框繡醉世界宗教，而它并不通用于中因宗教，

故感到困惑;二是中固近代落后，其文化不被美注，很少有人此宗教竿的角關財主

中固宗教文化，中固人自己也不重訓，遂形成朝她帶。

速仲|尤況，隨著中固的改革卉放和民族文化的夏只而有所改視。例如，秦家懿和

孔沉思的擋車出上穹成的〈中固宗教勻基督粉 3)，把世界主要宗教分成三大河

系:其一是並伯拉罕系三大宗教，即沈太教、基督教、伊斯主教，源出肉米特人，

以先去日預言)J其特風;其二是印度宗教，以牛棚主文)J其特肩、;其三是通京宗教，

源于中固，其中心形象是歪賢，它是哲人宗教。 i支持財三大宗教河系特舟、自叫樹古尚

需商榷，但將源自中固的宗教列方三大河系之一，是頗有見i賄甘。美囝掌者保'$?尼

特在〈一1-ti!?，I求多神宗動> 4)中造一步指出了中間自五史上就是宗教多f酌回家，

“中固人都是宗教的混血JL"，而腳H人和美固人，是“在惟一宗捌莫式中成長"，他

看到了京方勻西方在宗教{剖叩上有“多元"和“一定，的差別。 1家筒致美固家有大量移

*中央民族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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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出版社h

2) [英]尼尼安.斯耳特: <世界宗船，第二版中文版， pp.1 06-1 07 ，北京大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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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帶未各科宗教，但宗教之|用不能交叉個旬，于人不能是宗捌"!{I昆血)L，

三大宗動可系各有不同的仿史友崩盟各。希伯未系統的宗韌寅化f莫式可林之;均一

元分化式。主要源共在希伯來文化及其 <1日的> ，而后不斷派生出事嗽n翱匠，以

臣說笑宗教走向世界宗教，被大的伊向了世界仿史，其生命力勻普世|生令人:1明又。述

一河系的本廣特京之一是一神教，它必然帶未狙尊性和排它性，故抗太教、基督

教、伊斯主教之間，且行由孟，不斷友生摩擦和財抗，絕元合訂FL之可能，目前世界

H鞍友展蒼的戶重而不易和自輸宗教沖突，主要存在于希伯呆系統各宗教之間和

教派之間。印度系鄉甘宗教，其演化的模式可林之方一罰單單斐式。以古婆要~n教到

新婆斬、嗽，斟攻台怨是印度人的主要民族信仰。中I司出珊珊捌甘改革，由于棚中

原因，它仗是一閱插曲。婆~n教是多中轍，文才其他宗教不斷鶴內I脈，但吠陷申

自、婆研1至上、祭把方能是不斐的，而且印度朝皇烈的闖到生使它不能友展成方

世界宗教，它同外刺咿斯主扮佳以接近和融合。中固宗教演化師莫式可林Ä多元

通和能夫。中半間站守民族格局是多元一刊本的，它的宗;學校化是多元通和的。 b人支

生到友展，其文化基因即包含著多元|生和i皆|笠、主体性、連接住包容性、卉放

性 j封羊一糊莫式在世界均月大園中是強一元二的。

中固宗教文化多芯酥酥莫式有四大中主席。

第一，多源起源，又不斷整合成軸心系統，使得中國宗搬到財守中竿民族文倒守

主体性，又展示各民族文化的多伴也

昨挂汗教授曾荷中竿民族直到京、支展及其是齣勻文化的演化，樹的:“多元起

源，多區域不平衡友展，反夏缸聚勻關于可)這是?良申辦他上古中園， ì者多勵台民

族集合成半夏族，又以半夏族11核心i單吉周迎大ttt茂狄巨拔，以而Ä以汶族Ä多數

的支合型民族即中竿民關甘形成勻友展，奠定了輯出。世~提i且是沒關日中竿民族

的‘P晶型"，造就了它的宗教信仰的‘混血型"。反泣末，作方民胺精神且主同的早期

宗教，起了重要強9民族i人同和文{姐帶作用。

多祥個吉仰文化自"ft[聚勻整合，在仿史t友生泣多次。

(一)、早期多神多楠句因時崇于輪回是游宗合性主夙園時崇拜。

掘{寺i自己載，黃帝族及其分支氏族崇拜熊、天草和蛇因時，炎帝族崇拜羊或火囡

5) 費孝通主編: <中竿民族多元→本格局} (修汀本)， p.l17 ，中央民族大掌出版社，

1999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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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有虞氏妨姓出自象因時，夏后氏似姓出自蛇園時，太躁、少啤族崇拜丘吉囡騁。

速有如〈說文解字〉所m.: 哺方查|團此虫，北方狄此犬，京方貓b人藹，西方主此

羊"，皆因時有忌。隨著勵台悶鋪彌蛤，出現了Æ:勻夙兩支綜合性囡騁，并成方強

勢因時，它集合了i午多瑚啪甘品性，逐漸成方中半民族i人同的文化象征符哥，遠是

先民的一項停大包括。尤其是楚，帶健多姿，丸膳斐化，很能体現中竿民關句生命

力、創造力和民族文化的多祥，性，且能行云施雨，有益祿福，故最受1妓E。夙是許

多鳥美據接而成的，它是美而、高法、吉祥的象征，多代表女'1主主夙形象恰是中

囡哪眨j國吃木象征

(=)、多間也3且崇拜整合方“三皇五帝，晰申i古佈見，1]中竿民關甘形成，硝

立了血統勻人文的源失，成1]中半民族i人同的基石。史掌界有人否定三皇五帝i見的

目史{介值，其笑他(順少文化啪啪良光，不了角鞋械古{制中保存著問英世{明捷

的仿史i己:1乞，它也是先民拘建問笑i人同符穹的方式，其仿史文化意文是重大的。“三

皇"勻“五帝，之i且有多神，后未也未能完全統一，都見出多民族多地區在返于且以同上

的差昇性、交划生最其(尤勢的‘三皇"說是隨人民伏羲氏、神衣氏，能反映先

民河上古人工取火、 j色j苦日才代、 2史末期才代的目史追寺，符合中半文明友展的專旭墓。

“五帝'''~且以司司迂〈史i己五帝紀〉影日向最大，即:黃帝、制服、帝醬、唐亮、虞

舜。其中黃帝被以均是半夏關甘正力帝造者和中竿早期文明自施。友者。近有-'r炎

帝， l'叫它的族群勻黃帝族群是兄弟美系，阪泉之故后，炎帝蹦趴黃帝族，故五

帝i普系中充炎帝。但炎帝以火妃，乃早1月)是山汗荒之族，故后人將炎帝勻神我氏合

一，而中申衣氏早于黃帝，于是竿夏族以炎黃子列、自居。炎黃既是血統之根，又是文

化之本，人林人效的且亮、舜且是古邦囝賢明君王，孔子、孟子多林道之。古邦

因是因家的強型，已有等級制和校威君玉，但斯文力交接用和平禪注式的方式遊

行，社金管理重德、貴和、用賢、惠民，成1]儒家向?且怔里想社舍。“五帝，i助她IJ

建，不{又硝立了中竿民族血統的文化符母，也同吋硝立了中竿民崩萱統的文化精

神，酬二章的民本，成方精神文明、物底想月、正街台站恥辱向。

(三)、在夏、商、周三代民族因家安展中，形成以“敬天法祖切事齣具有差

昇性的宗教文{匕

〈而Lì己表:ìê) ~見:

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退之，近人而忠焉。先標而后威，先賞而后訝，素而不

尊。其民之敝，意而愚，芥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

祉，先罰而后賞，尊而不素。其民之敝，藹而不靜，腔而充l{t周人尊而L尚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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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敬神而逗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素而不尊。其民之敝，不Ij而巧，更而

不慚，賊而敝。

三代都(詳阪命(撕扯帝)、鬼神(主要是祖先神) ，途是它們的共同庶。夏

代勻周代都事鬼敬神而通之，把鬼神之路內入人事之道中，而殷代先鬼而后兩L，使

鬼神之道超乎人事之上。 i封羊看，周代吋鬼神的ZS度昇于殷代而接近夏化但〈表

ìð 又說:“虞夏之文不腔其肢，關司之屁不月生其艾，虞E丘吉，民凡淳扑，關司

的制度文化友述。述祥看，周代又近于殷而堪于夏。臣當氓，周代在制度店面繼承

殷代絞多，而在文{捕神上則是在更高居次上向夏{吃的固自。

的了Lì己.祭法} ì井到四代(虞、夏、殷、周)祭祖肘， ì~且虞、夏都祭通?且黃帝、制

頂，近7且不同;殷、周都祭逗祖帝臂，近祖不同。而〈固i吾.魯i齡和〈孝的的說

法又有所不同。以上i昆明四代關聶有別，而且i普系不斷有所凋整。三代宗教文化的

昇勻同，表明三代既是相村狙立的問美因家，同吋又因美系密切而同屑于夏合式民

族即竿互訪吳中竿民關城屋告訴胡間已經出現了。

(四)、閉陌五行思想把天帝崇拜整合成金字塔史前句，此而造血和JfL固了多元一

做守問英格局。

替她先固吋期，而L崩*杯，王校下移， ì者侯逢起爭霸;至秦汶中固又以分裂中走

向統一。做亮的天中申崇拜買的方了破痲暉鸝她程，在遠一世程中間間五行自神

秘句科竿相揉合的思想起了封建作用。以部衍7J代表的問陌五行字悅，仍然肯定天

的至上地位，但用t值已天，把天士的引仁7J間間化生的宇宙力量;然后把五行(金、

木、水、火、土)作方方物生成基本要素和基本形志去体現閉陌斐化的仲大力量和

化生事關甘多祥(主一方面用五行棚生&[}‘五德嫩的見明朝代更替的規律;另一方

面又用五?于配五方、五帝、五神、五把、五色、五音、五味等，用以i且明宇宙方物

勻社全文化的多祥性。以土配黃帝，居中，其色黃，其神后土，其把中雷;以木配

太暉，京方，其色青，其神句芒，其~E戶;以金配少暉，西方，其色白，其神草

收，其~En ;以7.k圓己制頤，北方，其色黑，其中申玄冥，其~En ;以火配炎帝，南

方，其色赤，其神?兄融，其~E仕。 6)如果i兌〈史氾〉的“五帝"是世系五帝，那么

〈呂氏春干妙的‘五帝，便是區域五帝，是館里天下五方之士的。沒武帝7J了加強統

一大帝園的初戒，辨謬忌的建言，立?司把太一神，即是至上神，而把五帝放置在天

帝輔佐的地位上。后未太一神改林臭天上帝或皇天上帝，以五帝佐之，五神又佐五

帝，其下統領山川日月、風雨雷屯、人鬼子且吏，組成鹿大白骨申界系統。 遠是一令有

6) 參見〈日氏春秋.十二主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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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主導，又有多居多向全計埔守多神世界，它勻中竿民族是一令多民族多地域多文

化服亮一固家的目史(概相一說

(五)、汶魏以后，在敬天法?帥郵址，形成以儒方主、佛道游恥三都聽立

勻互珈甘格局，成方做辯土創吉仰文化自懶心，遠是千多元自懶心，種內差卅日

矛盾，具有和而不同的品格。

孔子創立制需掌繼承友拐三向了L*文化人本理'1曲叫張充，強洞仁者愛人、和方

貴、問自殊途、理一分殊，不士尬月思想文化。佛教以慈悲方，悴，以方善去惡J:J念。

道家道教研金不爭、游世利人。三家皆以博愛、和平均宗冒。同吋儒家畫畫了L火，佛

家重禪修，道家垂掠莽，各有特色，并行而不悸。卉立個才，三家有真有它有摩擦，其

中也民族'1生的矛盾。后未通泣荷i古互相了解，漸行漸近。而且偵比吸收，相得益

彰;又可兼修共信，同致教化。又以其神人-i本 l'青理兼具的強大感召力，向各民

族各咄躇鸝才，成J:J暇系多問笑多祥性文化的精神紐帶，又能包容弄廣文化和差弄

'1í1良大的民族民間司俗，使之{果持和支拐其自身特色。崗羊，中半間集{斯主成內部

包含著丰富'1生多祥恤甘文化共同体。它的共同事.tt{剩享，文化破1臼臣，又因內在文

化自由度高，文化帶|重大，所以不易寓散。同而不和必分，和而不同則合，遠是仿

史昭示的萬里

第二，在友展中信仰文化始與保持前后相鎮、有因有革、金牌串不絕;豈有研閥生

的交化，品元大的斬裂出現，一直勻根源性迫切割印蝴永相區

世界几大文明古固，其如月友展割南斯屋。古希帕斯信仰、古2月早期信仰方

基督教所取代，古埃及、古巴比佮、古伊朗的早期信仰方伊斯主教F朋友代，古印度

以婆~'I'l教到印度教之間有一小佛教只聽畫成的斷屋。只有中竿古固的信仰在底色

上古今-ä*，源品流杖，常挂常新，其連接性所(本珊拘文化生命力是充勻佮比的。

現象上看， })人“三皇五帝'f苦而且肘代到夏商周三代，中控春干幼女固到秦才叉，陣主魏晉

南北朝到隔唐、宋、元、明，直至清勻民固，其信仰文化不{又有i午多新廣戶生，而

且有弄貫注入，交化是很大的。個主神斐化是在漸遊和改良中友生的，是在不斷地

返本汗幸而而不是弄本求新中努馳。外來宗勵人沒有取代中固主体個印，而訓班

它，丰富它，勻之保持1舟瀾。

(一)、以早期天神崇拜、祖先崇拜、衣~祭把中，友展出中固的固家民族宗

教，即宗法|生侍宇品教，成方中因人不肯舍弄的基譜曲金制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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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法性持統宗教是原生型宗教，是先民根掘生活和心理的需要，集体自安創建

的，源失古老，它勻先民的生戶和社全文化裝密結合。 "11物本乎天，人本乎誼'7) ，

方物是天地演化出末的，人群是祖先繁衍形成的，所以要返本矩船，不忘其初。而

在校~t士舍里，民以食};j天，耕士也不日五谷是生活的主要來源，故社稜崇拜在三代即

很友述。汶以后，固家民族宗教道?于制度上的重建，就是以防史侍下來的天神、祖

先、社櫻三大崇拜};j基拙，扑充加工完成的。其交防主捕;市版吋有t171益，但基材莫

式不斐，直至清末。“敬天法祖"是中固人的普遍信仰，它既具有基咄i的甘地位，又

具有包容其他信仰的品格，成};j中半間集多元:---{材各局的棉韓丑帝。

(二)、以早期了L*文化中演化和升半出儒家的{二立了L之芋，成其]示后兩千多年中

半文化的思想主干。

三代文化的最高成果是以〈五~0 };j代表的兩L*文化或筒村社文化。孔子的貢獻

正是集其大成，并以“仁"方核心理念將兩L文削前十};j{位哩!型的人芋，具有了博大深

厚的規模，又用“忠恕之道"、“和而不同"、“泛愛食"等是嗯，把翻到飯時f展方社

釗缸里和普世{缸里。儒家掌湖是出“天下一家"、“天人-{本'的思想，儒宇航而具有

了生部缸里的意火。而儒掌又保留了待銳的天命地并主張吋喵i擻，，雖制祖先

之德何南敬意。 x卦羊儒芋勻尊天敬?固守做到吉仰建立了空空;而不;即甘美系，共同成方

中固人的申訴申支+主。

(三)、以早期原始信仰和神活中也11生出老庄道家，仔:后道家又衍生出道教，它

把古代的民間崗職內入其中又加以提姆和色|斯，使道教具有了根瀾守古老|生、民間

的輯關空軍日崇拜的多神|笠，最能体現中固民決阿青(研寺色。

老庄的‘道"是先民女性生殖崇拜和天地汗辟神i首的理lì位吉晶，老庄的弄生力草

和不死的白求是先民糊山崇拜和巫繃甘侍承櫥十。老庄的道家哲字“貴柔守甘、以

油又有，莘莘見女幽甘智章，勻君在見男扭扭慧的儒家哲字形成互朴，除置了中半民族

自羽生格，既遊取不息，又豁述自在，有同|陌柔。沒末清的道扮自草家宗教化民伺

化，正是討古代{學克的某神回阻。后歸祖教又向道家回正|并保持它勻民間信仰的奈

近1尤夸。直到今天，我們以民綿句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中，此道教文化中，都能移

看到老曲守思想，的聯歡|俯且型民間信仰文仰情銳。

第三，中竿{學充宗教，始皇每單調神勻人的和i皆--{本，重視神道中的人道厲'1生，努

力把?輛生勻人:1空空吉合起束。

7) <恥己辦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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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小持統是源ti21~臘的，也是根深蒂固的。就太教勻基督教的{號恩闢神勻人

的財立，中申是至善至美全智全能;而人有原罪，不能自救，必須皈依上帝才能得

救。保守派i人九“愛上帝"是絕汁的最高的原則，而“愛人如己"必須服以于愛上

帝'，如果兩者支生矛盾，于可惜世‘愛人"，也要忠于上帝，遠才全出現仿史且直害

弄端的鞠育。近代自主了，用肋閱單滑‘上帝是愛"，但保守派力量仍然很大，宗教

之間的沖突并未止息。而在中固人心中，神必定方善，必定愛人，包括愛所有的

人，能愛人者就是愛神，愛神者絕不能去承人。神的意志要体現方民的意志。故

〈尚有.泰誓> ì'兌:“民之所欲，天必此之"， {蔡伸之命〉視:“皇天元素，唯德是

尋常， {左侍) ì兌:“夫民，神之主也，" (桓公六年)。皇充扭辛一姓君王治理天下，

并沒有固定自側象，就看他是否有德，即是否能哪所銷會，、呼章百甜，、吋拆日方

邦冷)。用賢和惠民是德治的基本要求。如果君王暴虐，天命就金特移到其他有德者

身上。 J封羊，敬為甘(計印被早向了xt民|可疾苦的美注，不容易出現以神的名文去作

威作福和迫害昇教備守現象。

祖先崇拜不倡軒且其佑褔兔撒切鵬、主文和功利性目的，而思蹦其文化紀念患

卅日恨自、情怖。古人t人方，祖先是家族之由來，有恩浮于有j、'而英主制先更有大

瑚惠于民，故不血忘本，要通祭于由日以追念。故祭視祖先首要的不是索取，而是掘

答。至于祖竟是否真有干帽并不重要。{固i吾.魯i豁哥|展禽自恨自兌:

夫歪王之輸血，制包于民則把之，以現掃則把之，以旁定囡頁。把之，能御大

夾IJjlJf巴之，白白早尤棚子巴之。非是族也不的巴典。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日

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兵也，周弄權之，故把以JJ稜。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

日后土，能平九土，如巴以方社。黃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財，制頗能修之。帝

當飽芋三辰以固民，完能單均刑法以仗民，舜勤民事而堅持E，絃郭洪水而撞死，禹

能以德修絃之功，契方司徒而民主雪，冥勤其官而水死，渴以寬治民而除其邪，稜勤

百谷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秒。...加之以社稜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

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方明屁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

行，所以生殖也;及允川、|名山川淨，所以出財用也。非是不的巳典。

天地、山川、社稜、先祖皆村民斑的生存勻友展有大恩淨，故人1ìl要敬愛因口，

紀念它們，戰巳如神。否則便危忘本忘恩之人。{祭紛> ì見:“賢者之祭也，致其誠

信，勻其忠敬'，“不求其力'，“蜘佳賢者能原祭之火"。

孔子和儒家正是繼承和支展了三代以來?啊草勻人道不高、神(在人而?而守(教克， J丑

8) <尚有.完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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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以人道去解釋?啊草，降低于瞞自甘于申f~1性和超人問性，突出午制藍的人文理性和人

!可功能，將于兩草納入人道之中，此而形成儒家重人事寄至如申又用鬼神的中庸之道的

宗教視。孔子及其后掌提出的‘敬鬼神而通之"、“祭中軾的幌芒，、“慎跨過逞，民德自

厚矣"、“補萱ì9J殼，、“祭方載本，、“事死如事生"等思想，都由E:t喵草作PJ.教化之道

看待的，樹種其道德功能，而又禍萱自身的國甜笠、鄉村生并不太在意。由于儒

家在中間文化中的長期主干地位，由于儒字以人均本又不否定?制草，它在勻佛教、

道教共赴交往中，哥哥見出很大的包容性，并使得佛、道三教在對棋出世教文的同

吋其有了更多的人世申訴申，更加美心現灰人生和PJ善去惡，更方注重j由主行善和德

迷到解脫，甚至把修善施德作均耕樹l對于第一要完。這祥就促使中囡宗教較早t位置

越神芋宗教的附段，而j主人道德宗教的較高居次。~然哈佛、道二教也影H向了儒

芋，不{又使甘f大了?腰予、閉口i人i貝，也蹦盯桶撞昨日道机，強化了超起訴青神。

由于儒、佛、道三教的共同影吶，中固人容易在人道勻于制草、哲掌勻宗教、理性勻

情感、出世勻入世之間找到和保持一神平衡;且三教或二教共信者比比皆是，中囝

人差不多都是三教的“P匕血)L" ，沒有Ft倒噱女rl意視，甚至在有神勻元神之間的界

限者提擲恥。

第四，中半做到吉仰由于其文化基因的綜合性，容易撐向外來的昇廣宗教，具有

天糊甘卉放性，是世界各大宗教進入井和平安居齣理想當司。

述一特成勻半身笑到1珊納友展密跡目美。 b人支生竿的角度看，世界上有的問笑

是關型的，有的民族是衍生型的，有的民族是創生型的，有的問矢攝蛤型的。

協提一典輛自合型悶笑，它的戶生勻牡大，主要靠它能不斷凝聚許多民族及其文

化，而且在安述的夜~文明基抽上，在多民族智慧聚氣立程中，浦現出-ttL~出的

政治家思想家，色IJ建了描畫的兩L~文化和儒家道家思想体系，形成強大的文明核心

力量，同吋又能不斷it大閱笑的范圍，偉內更多自甘族群及其文化。体E且沒族民族親

的所i骨‘夷夏之阱，，不仗重在文化不在血緣，而且其界限也是不斷交功和拓展的。

大勝2方了凶羊几?所段:第汁3ft段是上古至三(如才期， ì者夷集合方夏;第二附段

是春秋至秦汶吋期，夏夷之辨乃中竿勵笑內部文化忱劣之爭;第三附段是三固魏晉

至明清，夏夷之關f展方中印文化的汁沱;第四所段是鴉片故爭至三百代，夏夷之辨

又可制主PJ中西文{仁自甘i才i它。

在第汁研段上，京夷、西茂之族，再加上部分北狄、南蜜之族，來到中原地區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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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夜]J[_，建立古邦固，又創立民族固家，形成半夏族，可以i且“半夏};j.查夷戒狄所化

尉'9)。故早期草動知9點做且先都是夷族出身，如孟子所i見:“舜生于渚月，迂于

負夏，卒刊每奈，京夷之人也。文王生于蝴苟，卒于半部，西夷之人也叫0)。禹“長

于西吏."11)。作方竿夏漲至哲的孔子和老子，皆非豈吋主專吋嫻族之后:孔子祖

輩是宋人，乃目投后;老子是楚人，厲南蜜之訊追求知主文化，崇拜思想巨人，

而不看重民關日地蝴甘差別，成方竿ID1笑自甘文化基因。

在第二愉段上，夏勻夷之間的美系代表著1瑚知百身勻周迫少數民方組甘美系，形成

中竿民族以竿夏居中、京夷、西或、南盒、北狄到幸免四周的五方格局。員然竿夏族

有“內i者夏而外夷仗'12)的思想法計于，但主流意.ìru主革吐人差別、原力包容。如而Lì已

王制〉所i見:“中國茂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而在事2頁上，春秋五

霸、自主因廿髓鹿中原，其中楚};j南壺，秦};j西茂，并最終由秦統一了中固。再加

上沒承秦制、黃老合流、開陌奈揉、儒道互朴，秦汶吋的中半文化早已是食家征

集、各族主主建了。

在第三所段上，夏夷之辨tr展了范圍，成};j中午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美系的甘

地南北朝吋期，“夏"已經汗提j超出汶族，代表包的午多少數悶婦似而L文方析志

的吏合式的中竿民族。其間出珊伊夷夏治之爭"，集中i才挖了文化的問英性和世界

1曲"lP唷靈。一生對呆守的人視佛教方外來“夷狄之教" i人均不合中半之性，甚至有害

而L文之銳。但中竿文化已經其有了卉放包在內的素基，在“和而不同"、“同自殊途"、

‘一致百忠"等理念指早下，經垃反夏i寸拾，主流意i只i人};j大道不分夷夏，“理之所

貴，宜元本兩L俗"13)，既然佛教有其忱長即可吸收。于是中竿民族和板接納了佛

教，把它勻持統{剖眼吉做旦束。一方面使印度佛教中固化，址它在中半大地生根卉

花;另一方面又用佛謝甘智慧芳日文化來充芙丰富中因人的精神和社舍生活，推淵需

掌、道謝草棚她l斯。期間安生迂后秦主船已派兵們青色茲佛教大附甸事夢什至長

安和玄獎法師跋涉方里進位服耳遲至的感人故事。述次中外文化的交舍，堪稍不同

固度均月之間和平沛酥瞞自封嚇祥，它不{叉i棚中固人有棚包世界其他文明的寬

「糊芋，也証明中固人有掌刁、 j韓、消化、日創婦廣文明自協助。印度佛教在中

固友展到更高的水平，又$鸝才到京里，形成跨越民族因家的佛教文化圈，它吋于佛

9) 張B月: (先難恨眉善掛年民族美芽、和民晚思想)，載〈民關形D 1983年第5點

10) (孟子.寓委下〉。

11) (帝王陸[)， (太平御虹皇王〉守|。

12) (輯先公羊恃成公十五年》。
13) 明闢: {正二教i帥，載他明給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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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走向世界起了美健的作用。在佛教待人以后，有伊斯主教、摩尼教、火訣教、就

太教和早期基督耕甘示日刊寺入。由于中固信仰寬松的詞:境，其中抗太教不仗沒有像

在世界i午多地區耳阱羊勻伊斯主教友生沖突，而且r%廂自于中固清真事如臣之中，以至T

消跡于珊，遠是就太捌方史上唯一自憫37~o

在第四附段上，夏夷之辯又過遊方中囝勻歐美之間美系即“中西"、“土洋"的汁

泣。中固在明中卅以前，其文明仍居世界前列。明末清初其社金友展越來越署后于

歐美工_\j_J!.化因家，封]仍然以竿夏上固自屑，視京洋日本和西洋渚固方‘夷邦"以均

不如自己。鴉片故爭打破了中因人盲目自信的美苟且，看到西方文明的強大和芙用，

一些人提出向西洋掌勻的任笑。觀調主張“以夷7'1帥"、“阿夷長技以制夷:"14)。甲午

古文爭的失敗， ì見明古吋的中固，既不如西夷，也不如京夷，中固人更B肘曲里。 此此

描畫的中固人便努力向西方尋找救固救民的真理，和板引進西字。圍繞著“夷之長

枝，是什么的問題，有自悅人均是“船堅草包利'，有自以方雇主游芙_\j_J!.，有自甘人均是罕見代

政治，有自{]i人7'1毫思想信仰。 F夏在 {ìí:世斐之亟〉中指出:“今之之夷狄， ~月尤古

之夷狄也"，“其命目永云何?苟扼要而淡，不外于掌木則難i仿而崇真，于拜怔切。屈私

以7'1公而已。 "15)此思想信仰的后面前，二十世紀以末，引進社金主文者有之，引

遊自由主文者有之，司|道基督教者有之，可以況是多方求索不拘一格。基督教在中

固的侍布，鴉片故爭以后勻西方殖民主火的侵竿相耳夫系，故受到中固人自惜民品研日批

判，至于愛固愛糊守教全是有合法存在空間的。今天五大合法宗教，有四令是以固

夕H寺入的，只有道教是土生土長的， í由It能不日i皆相址，社舍b人未7'1宗教之間的爭端

所困抗。由此可知中固人在信仰上汗放寬厚的程度是多么大，在世界大囝中t切苦。

第二們封羊的固家。現代中園，在社金主文指導下努見了民族組立，在改革汗放中

走向富強，在中西文化交合中建投末末的新文化。中半民族正在安拇‘以人均索，、

“不口而不同"、“自強不息"、“厚德主啦?的文化{嗽，建役和i皆社舍和丰富多彩的思

想文化，并7'1推遊和i皆世界而f忍心思力。 以宗教科委的多祥性而言，中固有世界三

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主教及三騙性要制瓦有民族宗教吉日道教，有民間宗

教及各神宗教風俗，有北方伊浦教、南方巫教，也有原始崇于鞘守遺風，差不多是人

斐各科信仰的一令縮影。而目前世界上多民族多宗教之間如何和惜相址，迪是-1'

F重的未自蜘蚓守大問題，矛盾、可抗甚至流血吋有安生3 面神文明的沖突，人美

需要汗展宗教材活和各神思想之間的淘通，由淘通而迷到理解，由理解而促j主合

14) 魏源 〈海囡囡志船，載〈競調動，中竿45.局， 1979年。

15) 戶吏 <ì個技之酌，載伊夏動，中竿1祠， 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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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世鼎甘和平勻友展才有希望。中半間姑仰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將)J世界文明

就甜創共伸大的主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