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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中的和谐
———奄古鹿拱北的人类学调查

贾 伟 李臣玲 张海燕

摘 要:“拱北”信仰在中国穆斯林中广泛存在。位于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奄古鹿拱北却独

具特色，不仅为回、撒拉、东乡、保安族等穆斯林民族所信仰，而且还为藏、汉、土、蒙古族等非穆斯林民族所

崇信。各种信仰形态虽然各异，但又共聚一室、和谐共生，这种独特的现象引起学界的关注。笔者通过田

野调查，详尽记录奄古鹿拱北现象的各个层面，并探讨了奄古鹿拱北现象所蕴含的文化意蕴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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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拱北”是阿拉伯语，意为拱形建筑物或圆拱形墓

亭，是伊斯兰教圣贤的坟墓，同时也是传教、管理教坊及

举行重大宗教活动的中心。众所周知，拱北的影响只限

于穆斯林中，然而，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有一座被称

之为“奄古鹿”的拱北，它的影响却是跨民族、跨省际，甚

至在阿拉伯地区也有一定的影响。前来朝觐和参谒的人

中不仅有穆斯林，而且还有非穆斯林，络绎不绝，最多时

每天有近千人。奄古鹿拱北这种多宗教多民族为一体的

信仰现象，在学界有较大的影响，许多学者将其作为多元

文化共存的典型代表。笔者前后四次深入到相关地区进

行田野调查，希望通过详尽的田野调查，揭开奄古鹿拱北

神秘的面纱。

一、奄古鹿拱北的地望、形制和修建时间

奄古鹿拱北距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城西 33 公

里处，东接同仁县，南靠尖扎县，北邻化隆县，依临黄河，

位于黄河上游的公伯峡水库南岸的悬崖峭壁上，此山因

奄古鹿拱北而又被称之为“拱北山”，汉文中写成“公伯

山”，公伯峡水库也因此而得名。当地藏族称拱北山为

“阿尼夏吾”。藏语中“阿尼”是“爷爷”或“先祖”的意

思，“夏吾”直译是“野鹿”之意。
奄古鹿拱北样式为汉式八角亭，修建在 1500 米高的

悬崖峭壁上，亭基凌空半悬，用铁链系在悬崖上。顶端是

三层荷花铜饰，八个角塑着不同的动物，飞檐下的椽子上

绘着蓝白相间的合鱼相抱的太极图，厅内有木制的墓

庐，上面覆盖着多层写有阿拉伯文的绸布和经书。亭子

的外部挂着写有阿拉伯文的清真言和藏文的六字真言的

经幡。八卦亭脚下的山梁上，横架三间卷棚式的过亭，呈

庙宇状，四角翘起，前后两面出檐，供信徒诵经礼拜静修。
由于穆斯林常到此处念经聚礼，或静坐修身，参拜者

日众，拱北容纳有限，于是又在拱北东面、临近黄河修建

了清真寺礼拜殿，后来修建公伯峡水库，该清真寺位于蓄

水线以下，于是整体迁往高处。上世纪 70 年代，在拱北

下端沟底还修建有供参拜者住宿的大小房屋 30 余间，现

在有十余间房。奄古鹿拱北于 1986 年重建，重建后的拱

北更加牢固，造型美观，攀缘方便。如今，奄古鹿拱北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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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层次分明、功能明确、比较完整的建筑群。
奄古鹿拱北何时修建无文献记载，众说纷纭。据穆

斯林传说是由查汗都斯乡的穆斯林筹措钱粮修建的，俗

称“拱子”，但未讲明修建时间。笔者在奄古鹿拱北调查

时发现，在拱北八卦亭的墙壁上挂着许多阿拉伯文的书

法、清真寺彩图以及各处信众赠送的匾额、锦旗、诗词。

据传，这些物品最早的是清光绪年间的。但是，笔者调查

中没有发现光绪年间的匾额、锦旗等，时间最早的是民国

时期的。笔者在对明德清真寺的祁介泉阿訇的访谈中得

知，他的父亲与爷爷曾经一起拜祭过奄古鹿拱北，当时，

拱北建筑就已经有了。现在祁介泉阿訇已经 81 岁高龄

了，推算之，其父和爷爷去祭拜的时间当在光绪时期。由

此说明奄古鹿拱北修建的时间最迟不晚于清光绪年间。

二、奄古鹿拱北的信仰者和祭拜对象

调查组成员在田野作业中前后调查少数民族人员

37 人①。调查资料显示，奄古鹿拱北的信徒民族成分复

杂，有回族、东乡、撒拉、保安、藏、土、蒙古、汉等民族，我

们用穆斯林民族、藏族和汉族来表述。其中，藏族在这里

是一个群体的代指，包括藏族、土族和蒙古族等，因为调

查显示土族和蒙古族对奄古鹿拱北的认知来自于藏族，

所以，我们以藏族为这个群体的代表，并作为论述的主

线。

在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民族中，并不是所有的教

派都信仰奄古鹿拱北，主要是老教，即虎夫耶、噶的林耶、

库不忍耶、哲赫林耶四大教派，其中虎夫耶、噶的林耶、库
不忍耶三大教派的信众为主要信奉者，而哲赫林耶教派

信奉者不多，他们的拱北在宁夏。不同门宦的信奉程度

也不尽相同。如北庄门宦，据北庄门宦学董白万明讲: 有

信奉奄古鹿拱北的，也有人去，但是人不多，大多数人是

不去的。我们虽然是老教，但是与其他门宦还是有不同

的。

奄古鹿拱北信仰者的分布中，穆斯林信徒分布区域

广，分布于青海、甘肃、宁夏、新疆、陕西、山东、河南、北

京、云南和四川等地。② 但主要集中在甘肃省的临夏回

族自治州各县、兰州和甘南，青海省两化( 化隆县和循化

县) 、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西宁市也有不少。藏族信仰

的区域相对较为集中，主要是青海省循化县的那楞藏族

乡、文都藏族乡，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同仁、尖扎等地也有

些信徒。

奄古鹿拱北所祭拜的究竟是哪位圣贤，文献资料记

载多比较含糊。田野资料显示，穆斯林民族与非穆斯林

民族对奄古鹿拱北中圣贤身份的认定是不同的。

先看穆斯林民族对奄古鹿拱北中所祭拜圣贤的身份

认定。调查中发现，不同门宦的说法也不尽相同，各有解

释。一说是巴格达人哈桑·坝索日，这种说法较为普遍。

对此，还有一个广泛流传的传说: 很久以前，穆圣后裔哈

桑·坝索日在循化县一带传教，在传教期间，他就居住在

悬崖洞中修行。有一天他拿着汤瓶来到黄河边打水，他

一脚踩到黄河对岸，跨河打水，此景被当地的藏族所看

到，也开始崇信他了。所以，无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还

是信仰藏传佛教的人都开始信仰他。他去世后，信众就

在其修行处为其修建了简易的纪念陵寝。实际上，据考

察，哈桑·坝索日并没有到过中国，但是信徒们认为，这

是圣人的显迹，即显示神力的地方。二是奄古鹿拱北是

大拱北门宦的创始人祁静一的师父华哲·阿卜杜·董拉

希显神迹的地方。董拉希为穆罕默德二十九世后裔，康

熙年间来华传教，最初是在两广、云南等地宣教，后到河

州，收祁静一为门徒。传说董拉希在西北地区多处地方

都显有神迹，奄古鹿是其中一处。后来董拉希在四川阆

中县去世，祁静一等门徒在当地为他修建了拱北，该处成

为大拱北门宦信众心中的圣地。由于奄古鹿拱北是董拉

希遗存，于是，也得到了大拱北信众的崇信。调查中，在

大拱北门宦有种说法: 有经济条件的要去阆中盘龙山一

次( 即董拉希拱北所在地) ，没有经济条件的要去奄古鹿

拱北三次。意思是，如果没有条件去盘龙山，可以用去奄

古鹿拱北三次来代替，足见奄古鹿拱北在大拱北门宦中

的地位。三是北庄门宦认为，第二代老人家、逝世于同治

七年( 1868 年) 古历六月十九的豪三太爷也葬于此。四

是张门门宦认为奄古鹿拱北是其二辈传承人的拱北所在

地。五是悬头门宦认为奄古鹿拱北是其创建人韩穆撒

( 阿卜杜里·噶迪尔) 静修做功之地。韩穆撒从新疆莎

车( 牙尔岗) 道堂进修，得到了传教的“口唤”，于是返循

化传教，经常在奄古鹿修行洞里静修，去世后，其信徒多

崇信。六是花寺门宦认为，奄古鹿拱北是该门宦创始人

马来迟在循化和化隆一带传教时修行的地方。
而藏族等民族信众却认为，此拱北所在地是“阿尼

夏吾住处”，即阿尼夏吾的修行洞，藏族所祭拜的奄古鹿

拱北的核心人物是山神———阿尼夏吾。藏族认为，山有

山神，每座山都是神佛的领地，拱北山即是藏族的夏吾神

山，山神即是阿尼夏吾。调查中在藏族等民族中同样广

泛流传着一个传说: 阿吉达居士施法术由丹斗寺来到此

地修行，百余年后圆寂于此地。阿尼夏吾拜阿吉达居士

为师，受比丘戒，取名为夏吾居士。藏族讲，撒拉族及回

族之所以崇拜夏吾山神，是因为阿尼夏吾身穿白绸衣下

山打水时，横跨黄河两岸，被阿訇看见了，于是穆斯林也

崇拜夏吾山神了。此传说与穆斯林信众中所流传的故事

情节很相似，只是故事中主人公的身份不同而已。
汉族多数称之为奄古鹿拱北，至于拱北中的对象却

是不太关心。在访谈中，他们认为拱北里面有回民的神，

并且很灵验。有的认为是山神很灵验。再详细问之，就

不太清楚。可见，汉族对于拱北的认知是混乱的，也可以

说是不在意的，他们在意的是奄古鹿拱北的神性对于诉

求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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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主要是以闲聊的方式进行，汉族人数更多，这里不

在一一注明。
据说，还有阿拉伯地区的信徒，但是调查期间没有见

到。



三、奄古鹿拱北的信仰诉求与祭拜仪式

诉求是宗教维系信众的纽带，只有信众的诉求得到

了满足，才能坚定他们的信仰。藏族、土族、蒙古族等民

族的诉求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祈求儿女。无儿女的来

到此地祈求阿尼夏吾保佑他们拥有健康可爱的孩子。二

是祈求阿尼夏吾护佑他们的孩子。当小孩满月或生病

时，父母带他( 她) 们来到拱北，经念经、煨桑后，这些孩

子便成为了阿尼夏吾的保护范围。因为在当地藏族心目

中阿尼夏吾神通广大，不仅能保佑一切，而且连他的名字

也具有无比的神力，所以附近的藏族给小孩取名时通常

会在名前带有“夏吾”两字，如男孩一般叫夏吾、夏吾加、
夏吾才让、夏吾东智、夏吾桑杰、夏吾才旦等，女孩一般叫

夏吾措、夏吾卓玛、夏吾吉、夏吾才吉等。如果离阿尼夏

吾太远而不能到达的人家，可以在高山上煨桑祈求阿尼

夏吾，同样能受到阿尼夏吾的护佑。凡是朝拜过奄古鹿

拱北的人生下小孩，都用“夏吾”字命名。三是因家中不

宁、经常出事情或天灾人祸而祈求平安。四是经寺院喇

嘛卜卦后，指引而来的。穆斯林前来拱北拜祭的原因也

是多种多样的，大体可以归纳为两种: 一是宗教性。基于

宗教信念的需要，拜祭先贤的显迹，以得到真主的喜爱和

眷顾。有的家中老人无常 ( 去世) 了，去奄古鹿拱北念

经。二是因事所求，如家中无子女、保平安等而寻求帮

助，大多与藏族相同。各族祈福内容可归纳为: 求子、求
官位、求学历、求婚姻、保平安、祈吉祥、驱病魔、去痛苦

等。

调查中发现，汉族来奄古鹿拱北祭拜和诉求的动机

很单纯，大多数汉族对奄古鹿拱北信奉不是因伊斯兰圣

贤或者是山神而来，而是对奄古鹿拱北神异法力的功利

性索求，是世俗功利的驱使。他们之所以信仰的原因就

是“这个拱北很‘灵’”，是冲着拱北的神性而来，以现实

的诉求为主。

无论是哪个民族，若要来祭拜拱北都会精心准备拜

祭的物品。物品因人而异，因民族而异。穆斯林中，家庭

经济条件好的带一只羊，经济条件差的几个人凑份子买

一只羊，或者带只鸡。无论经济条件如何，香是必带之

物。藏族、蒙古族、土族等民族中，煨桑的物品及哈达是

必须带的。汉族多带香、水果、馍馍等。

对诉求结果的回应，是整个诉求过程的最后一道程

序。如果，所求之事得到了灵验，实现了诉求者的愿望，

要来还愿。调查发现，各民族来还愿时所带物品与诉求

时所带的大体相同，没有什么特殊。

仪式是诉求的表达，是一种宗教行为模式，通过一定

的仪 式，起 到 沟 通 神 灵 的 作 用。“因 为，正 是 在 仪 式

中———就是使行为神圣化———认为‘宗教概念是真实的’

和‘宗教指令是合理 的’这 类 信 念 以 某 种 方 式 产 生 出

来。”［1］
这时的仪式就成为人神联系、沟通的通道和中介，

表达对神灵的诉求与敬畏之心。对于奄古鹿拱北，仪式上

所具有宗教意义的符号并不体现在它的一致性上，而是体

现在其多样性上。
穆斯林对奄古鹿拱北的祭拜仪式与祭拜其他拱北大

体相同。首先点香，香有大有小，大的约有 50 公分以上，

领拜者通常拿大香。香一般是一或三枝，手捻香顺时针

绕拱北 3 周，然后将香插入香炉。在拱北有许多香炉，上

山的通道边上都设有香炉，香炉上或雕刻有阿文经文，或

刻有汉文的“吉祥如意”、“殊途同归”等字样。上完香之

后进行诵经仪式。之后进行最后一道仪式过“卡人缝”。
卡人缝在拱北之上，无路，陡峭异常，攀爬非常危险。卡

人缝浑然天成，长约 6 米，高 3 米，宽仅 20 厘米。相传，

此卡人缝知善恶，常做善事的人即使很胖，也能过去; 而

心存恶念的人不管如何瘦，却怎么也过不去。对此，不仅

是穆斯林，一些汉族也是深信不疑。调查中，不时能看到

一些穆斯林因未能过去而嚎啕大哭，于是，一起来的人为

其念经祈祷，恳请真主原谅; 然后再过，如不行，再次祈

祷; 如此再三，直至过去，过去了就意味着已获得真主的

原谅。
藏族的祭拜仪式主要是煨桑( 也称放桑) ，一边煨桑

一边诵经。煨桑有两层含义，一是净化，二是祭祀献供。
在煨桑过程中燃烧松柏枝所产生的香气，有清香、舒适

感，据佛经讲，神灵不食人间烟火，只要闻到桑烟之香味

便宛如赴宴，藏语称其为“智萨( 即食味) ”。信徒也希望

通过煨桑取悦于山神，使山神降福。在煨桑的同时，要向

山神祭酒，用酒向燃起的烟火挥洒三次，然后将剩余的洒

在桑炉周围。煨桑者始终口诵“六字真言”。放“鹿马”
( 藏语称“龙达”) 、敬献哈达也经常举行。据说放“鹿

马”可解厄运而扶兴运、除病灾。特别是久病不愈的患

者，更把登山放“鹿马”视为祈求吉利、恢复健康的必要

程序，将鹿马放在山上或扬起来让风吹去，意喻一切疾病

和不吉利都已随“龙达”而去。祭“拉则”①也是一项重

要的活动，主要是由秀日村的藏族举行。在每年农历六

月二十日，村民身穿藏装，每家做一杆木箭，前往阿尼夏

吾山神“拉则”旁举行插木箭、煨桑、念经等宗教仪式。
祭祀要用五只羊，但羊只能来自卡索村的，其它村子的不

能祭祀。祭“拉则”时，煨桑、插木箭、念经。祭祀方式有

其特点，如诵经者在最高处，“拉则”在中间，煨桑炉在低

处，而其它山神的祭祀方式一般都是煨桑炉高于诵经者。
各族对奄古鹿拱北祭拜时间具有固定与随意相结合

的特性，因事而祭的现象比较突出。对于穆斯林而言，每

年农历四月十四日为奄古鹿拱北最主要的纪念日，穆斯

林认为是先贤显神迹的日子，很多信徒从各地到来，共同

赞颂“真主”、纪念先贤，前后举行近一个多月的宗教仪

式。平时，有事则来，以农闲和天气较好的时节为主，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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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拉则是藏传佛教中祭祀山神的地方。拉则是藏文音

译，山顶之意，原本是苯教中的一项宗教习俗。后为藏传佛教所

沿袭，并流传至今。一般拉则都修在山顶，也有修在山口、山坡、
边界等处，通常用石、土石堆砌成石堆，石碓下挖有 4 至 5 米的

深坑，在里面放有金银制作的佛像、弓箭、宝石等物品，然后在上

面插有长竹竿、长箭、长木棍、长矛，还拴有经幡和哈达。



天气候较为恶劣，很少有信徒来。信仰庵古录拱北也有

很多忌讳，如不能随意向拱北磕头，不能随意离开，只能

等到举行完了宗教仪式后，才能离开。在爬拱北的山路

上，走一段路都要祈祷一次。藏族祭拜时间以农历正月

初一以及每月十五日为重，平时多以三、六、九日为吉日。

汉族是有事即来，无特别要求。但通常认为，农历的每月

初一和十五为吉日。

四、奄古鹿拱北的组织形式

由于多数信徒与奄古鹿拱北都有相当的距离，所以，

他们祭拜活动多是有组织而来。这个以穆斯林民族最为

明显，少则三五人，多则达二三十人不等。现以穆斯林民

族祭拜组织为对象予以论述。

祭拜活动的组织者。调查中发现，奄古鹿拱北祭拜

活动遵循的是有事者出面组织的原则。所以，祭拜奄古

鹿拱北的组织者有较大的不确定性。其程序和职责如

下: 首先，有事者( 或者有意愿的人) 向圈内其他信众打

招呼，召集有意愿去的信众。圈内主要是指亲戚或者村

落社区等，但基本上都是同一个教门中的人。其次，统计

人数，规划路线，计算并平摊收取费用。三是要负责来回

路途上车辆、食宿、安全等方面的安排。四是祭拜拱北

后，负责经费决算，多退少补。调查资料显示，发起去拱

北祭拜的人，基本都是家境比较好的人家，因为，距离奄

古鹿拱北较远的信徒，祭拜一次来回需要一星期左右，即

便是临近的甘肃临夏州的信徒来回也得三天，所需的路

费以及吃住等等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经济条件不

好的人家去祭拜拱北是有一定的困难。有些家境困难无

法亲自去拱北的，通过其他方式表达他们的虔诚，如带些

钱或物品给去拱北的人，让他们帮忙在奄古鹿拱北施舍，

念经祈求。其次，还有一些是重视宗教功课的信徒，将其

作为宗教功课来做。但是，总体上奄古鹿拱北的组织比

较松散。松散性也表明对奄古鹿拱北的祭拜不是宗教要

求的必修功课。这与奄古鹿拱北的性质有很大关系①，

奄古鹿拱北属于伊斯兰教圣人的显迹，不是门宦老人家

的墓冢，因此，各门宦要求不是很严格，去祭拜奄古鹿拱

北不属于宗教义务，所以，组织上就没有那么多的讲究和

规矩了。

奄古鹿拱北组织结构和经济收入。据调查，奄古鹿

拱北由四户人家守护，均为循化县大庄撒拉族，世代相

传。最初奄古鹿拱北没有守护者，后来这四户人家的祖

上自发护卫，一直延续至今，据大庄村支书亥力吾讲，守

护已有 140 年左右的传承历史了。守护者的职责是: 看

护拱北，接迎信众，负责饮食住宿。奄古鹿拱北形成了较

为固定的组织制度，即共同接待，负责人定期轮换。四户

中设有一组长，组长是在这四户人家中轮流产生的，任期

半个月，两个月为一循环，由组长负责安排拱北的一切事

务。信徒在这里吃住都是免费的。拱北收入主要来自信

众带来的祭品和数量不等的金钱。这些物品以及金钱全

归这四户人家所有，不上缴任何社会机构。笔者曾多次

从侧面询问拱北一年的具体收入及如何分配等问题，但

均未得到明确答复，只说: 收入多，开支也大，基本平衡。

为了较为确切了解奄古鹿拱北的具体收入和开支，我们

想到了与奄古鹿拱北相距 40 公里左右的羊圏沟拱北，拱

北规模小，据说很久以前有四位伊斯兰教贤人在此修行，

归真后葬于此地。该拱北信仰圈不大，影响也不大，信仰

的人主要包括不远处的下滩村，以及循化县城里的一些

汉族、穆斯林。我们访谈了拱北的看护人马老汉，问及一

年收入多少，他讲大约有 4、5 千元。所以，作为影响更

大、信众更多的奄古鹿拱北的收入应该不菲。

五、奄古鹿拱北现象的思考与讨论

( 一) 奄古鹿拱北现象的特点及其文化蕴意

奄古鹿拱北现象的突出特质是“信仰符号如一与宗

教释义各异相统一”。符号如一是指信仰载体的一致，

无论是哪个民族、哪个教派，其信仰过程完成所借助的物

质基础是一致的，即都依附于奄古鹿拱北。但是，他们对

这个信仰载体的解读、释义却是深刻分歧的、多维的，穆

斯林认为这个拱北是伊斯兰教先哲的显迹。藏族、蒙古、

土族对此解释为是他们的山神———阿尼夏吾———所居之

处，来此所祭拜的是夏吾山神。

前文关于奄古鹿拱北的优美传说，在穆斯林民族和

藏族之间不断扩展和演绎，详细研读发现，传说中隐含着

丰富的内容，“就像在童话或者宗教故事中那样，故事中

的人物、事物、事件都有另一层含义”［2］。这两种传说的

故事内容基本相同，只是主人公不同。如果将这两个故

事版本中有歧义的主人公都予以忽略，二者流传的情节

大体相同。由于在传播过程中，不同民族根据需要对故

事进行选择性记忆，于是这两个故事在文化表述过程中，

被传诵者添造进了自身的情感，尤其是宗教情感。因此，

对宗教情感的诉求已经掩盖了对故事情节雷同的挑剔;

或者说，在这里，故事内容和主人公究竟是谁都已经变得

不重要了。由此可以看出，对相同文化符号的不同释义，

其根本原因是宗教情感归属上的分离。因此，在奄古鹿

拱北一元表征之下，不同民族对奄古鹿拱北的认同有着

根本性的区别。

然而，奄古鹿拱北现象这种“宗教符号如一与宗教

释义各异相统一”的特征中更隐含着和谐统一的文化底

蕴。从奄古鹿拱北的物质形态来看，奄古鹿拱北的形制

为汉式八角亭，飞檐下的椽子上绘着蓝白相间的合鱼相

抱的太极图，墓庐上面覆盖着多层写有阿拉伯文的绸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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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西北地区的拱北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一是伊斯兰传教

士的拱北，多是来自于阿拉伯地区的传教士; 二是各门宦的老人

家归真后修建的拱北; 三是穆斯林认为是伊斯兰先哲克拉买提

的地方，由信众修建为拱北，这一类拱北由于脱离了教派门宦之

别，往往被各门宦所信。穆斯林信众中的调查资料显示，大多数

门宦都将奄古鹿拱北认定为伊斯兰教先哲“克拉买提”( 阿语:

显迹、奇迹) 的地方，并非是真正的坟墓，仅仅是一座对“握力”
显迹拜谒的象征物。



八角亭的外部写着阿拉伯文的清真言以及藏文的六字真

言，各种文化要素在此完美一统，儒释道伊四种文化形态

和谐相融，文化上的和谐气息扑面而来。更具有意义的

是，不同宗教信仰的信众所表现出的对其他宗教文化的

宽容以及精神上的和谐是非常鲜明突出的。虽然，对奄

古鹿拱北信仰有着不同的解释，在宗教认同上也相异，但

是，每个宗教的信众并没有表现出排他性，而是互不干

涉，自己做自己的宗教功课。调查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

一面是藏族、蒙古族、土族等民族的信众，在奄古鹿拱北

放“桑”，敬献哈达，放鹿马; 另一面是穆斯林群众点香、
诵经。祭拜仪式不同，神灵不同，甚至是语言也不同，但

是他们相互敬让，互不干扰，整个场面气氛和谐，让人感

觉到一种祥和。所以，分歧之中呈现出和谐是奄古鹿拱

北现象在更深层次的展现。
( 二) 奄古鹿拱北现象与其所处区域的文化性格有

着直接的关联

正如前文所述，分歧中的和谐是奄古鹿拱北现象所

展现的文化蕴涵，体现在文化品性上则是包容和开放。
任何一种文化或宗教性格的形成，与所处的区域文化的

文化空间构造有着直接的关联。奄古鹿拱北现象就是其

所依附的文化空间赋予了它独特的文化个性。奄古鹿拱

北位于安多地区的核心区———河湟地区，这里是一个多

民族共居、多种文化并存的交汇地带，经过长期的民族迁

徙互动，最终形成了以多种宗教文化鼎立并存的社会文

化构造空间。在这个文化空间构造中文化之间交集甚

深，互动交流更是常态，所表现出的文化性格是开放包容

的。这一点可以从安多地区众多的亚文化中得到充分证

明。在同奄古鹿拱北相邻的卡力岗地区有一群穿藏服、
说藏语、过着藏族生活方式的穆斯林群体，称之为卡力岗

人，据传乾隆年间，花寺门宦的创始人马来迟在此传教，

显示了种种神力，使得这里的藏族皈依了伊斯兰教。但

是传统文化印记仍然保留至今，他们在服饰、饮食、住所、
婚姻、语言等方面都保留着很浓厚的藏俗，语言中还遗留

有某些古藏语，许多中年以上的妇女只会讲藏族，甚至阿

訇在讲解《古兰经》时也用藏语讲经，说“瓦尔兹”。在安

多河湟地区有一批被称之为“家西番”的藏族，他们的文

化中汉藏文化交辉相映。［3］
还有在青海海北藏族自治州

有一批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称之为托茂人，他们说蒙

语，住蒙古包( 或毡房) 等。不同宗教信仰间的相互渗透

吸收同样璀璨，如作为汉族传统信仰的二郎神，在安多藏

区广泛流传，在流传过程中二郎神的形态、仪式等方面都

发生了 较 为 复 杂 的 变 异，最 终 形 成 为 独 特 的 信 仰 形

态。［4］
这些五彩缤纷的亚文化形态，恰恰体现出安多区

域文化性格中的开放和包容，奄古鹿拱北现象体现着这

个区域内历史文化积累的延续历程。
( 三) 奄古鹿拱北现象，对多宗教文化的民族地区有

着积极的示范意义

民族宗教文化之间的分歧是文化独立性的体现，分

歧也使得民族文化间矛盾发生的几率增大而影响和谐。
世界上相当多的民族国家，因为民族宗教问题引起的冲

突此起彼伏，民族仇视杀戮也是屡见不鲜，有的甚至因此

而国家分裂，殷鉴不远。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

家，西北地区更是我国民族宗教文化异常丰富的区域之

一，民族宗教问题一直是国家关注的重点问题。由于历

史和现实因素的制约，民族地区不同宗教间甚至是同一

宗教内部不同教派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协调上有相当的

困难。近些年来，国外一些势力利用宗教问题挑起民族

矛盾，左右民族关系，民族问题的复杂性日益突出，危及

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
在奄古鹿拱北很难见到因宗教文化的异质而相互排

斥争斗，经常见到的是依托奄古鹿拱北的和谐信仰。这

种现象给我们一个示范: 不同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宗教是

可以和谐共生的。可以用费孝通先生的话概括: 各美其

美，美人之美。即各民族在自我认可的同时，不排斥异质

文化，相互包容，“美美与共”，最终天下大同，在一个倡

导多元的文化环境中各民族文化共生、共存。这也表明

了，在西北民族地区复杂敏感的多民族多宗教氛围中，引

导这种趋向显得尤为重要，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这

也正是奄古鹿拱北现象的示范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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