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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古斯诸族和韩民族萨满教的
历史境遇比较研究

∗

苏　 杭

摘要： 本文以同属典型萨满教所在区域， 即东北亚的中国通古

斯各民族和韩民族萨满教为研究对象， 对两者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

所被赋予的不同表现形式进行比较， 发现萨满教的包容性是帮助外

来文化与韩民族自身融合在一起的重要原因， 这也成为其不同于中

国北方民族萨满教的显著特点。
关键词： 萨满教　 通古斯　 韩民族　 民族认同　 宗教互动

作者简介： 苏杭， 韩国又松大学专任教授。

萨满教的信仰基础是万物有灵论， 相信所有事物都有其灵魂， 关注的是

神灵世界的存在以及人与神灵的一种关系， 是 “一种以萨满为中心， 进行

超世间交流， 并且形象癫狂的宗教现象”①。 无论是从世界范围的横向的视

角还是人类历史的纵向视角来看， 萨满教这种宗教文化现象在时间和空间上

都具有普遍性， 它是一种世界性宗教文化现象， 也是一门世界性学问。 从

１６ 世纪一些神父、 冒险家以及政治流放者开始对萨满教关注以来， 萨满教

研究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也告诉我们， 萨满教是国际

社会范围古老且影响广泛的文化模式。 放眼世界， 不仅东北亚、 中亚存在，

∗

①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东北亚文化圈农耕文明视阈下的中韩萨满教比较研究”
（１８ＢＺＪ０５２） 阶段性成果。
译自 《新大英百科全书》， １９７４， 第 ６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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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北欧、 北美、 南美、 澳大利亚、 马来西亚等地都存在过这种古老文化遗

存， 甚至至今在一些地区它仍以各种鲜活的形式展现着强大的文化生命力，
很多地方出现了借助非物质文化遗产平台保护萨满文化的现象。

从学术上看， 萨满教定义有着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上指东起西白令海

峡， 西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并包括北美、 澳大利亚在内的所有原始巫术形

式； 狭义萨满教指的是以西伯利亚为中心的东北亚地区各民族的民间信仰形

态。 本文从狭义萨满教角度出发， 以中国通古斯各民族和韩民族萨满教为研

究对象加以考察。 作为典型萨满教所在区域即东北亚的萨满教， 各民族萨满

文化形态之间有着天然密切的联系， 既存在区别又存在相似或相同之处， 对

这一地区民族的萨满教进行比较研究， 显然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　 研究背景

关于通古斯诸族或韩民族萨满教早期的研究， 中国国内起步最早的当属

凌纯声先生于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完成的民族志著作 《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
（１９３４）。 书中详细记述了赫哲族萨满教观念， 萨满教的派系、 类型、 传承

和职能， 萨满祭祀仪式、 占卜等赫哲族萨满教文化习俗以及民间文艺等内

容， 曾被誉为 “中国民族学的第一次科学田野调查”①， 这部著作同时也开

了中国学界对于萨满教研究的先河， 具有重要意义。 但在当时条件下， 相比

于当时国外一些学者对东北亚地区萨满教的关注， 国内对萨满教的研究还不

成系统。 这一时期， 日本人类学家的研究走在了前列。 日本学者白鸟库吉

《满、 鲜的竿木崇拜》 （１９３６）、 日本学者秋叶隆在中国东北及朝鲜半岛上进

行过广泛的调查和记录， 他和赤松智城合著 《满蒙的民族与宗教》 （１９４１）
收录了 《满洲萨满教的家祭》 《满洲萨满考察记录》 等调查报告， 秋叶隆专

著 《朝鲜巫俗的实地研究》 （１９５０）， 客观地记录下了有关当时萨满教的第

一手资料， 是之后研究东北亚萨满教的必读著作。
对于东北亚地区通古斯诸族和韩民族萨满教的比较研究， 国内研究屈指

可数， 相关研究中较突出的成果有色音 《东北亚的萨满教： 韩中日俄蒙萨满

教比较研究》 （１９９８）、 孟慧英 《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 （２０００）、 郭淑云

《中国北方民族萨满出神现象研究》 （２００７）， 三部著作中都以民族为脉络对

０９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① 郭淑云： 《中国萨满教 ８０ 年研究历程》， 《西南边疆民族研究》 第 ９ 辑， 第 ８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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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满教进行阐述， 对通古斯和韩民族的萨满教历史与现状进行了比较分析。
尤其是孟慧英的 《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 是第一部对萨满教进行宗教学研

究的专著。 该书利用中国著名宗教学者吕大吉先生的 “宗教四要素学说”，
针对中国狭义上萨满教进行的结构性研究十分具有系统性， 具有里程碑意

义。 新近研究有苑杰 《传统萨满教的复兴： 对西伯利亚、 东北亚和北美地

区萨满教的考察》 （２０１４），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角度对世界范围内的萨满

教现状与复兴进行了深入研究， 提出的很多问题颇有新意， 该书中部分章节

谈到了东北亚萨满教， 但未涉及中韩萨满教比较研究。 关于朝鲜半岛巫俗的

研究， 国内还有乌丙安 《朝鲜巫俗与满蒙巫俗的比较研究》， 该文以民俗学

视角， 对朝鲜半岛萨满教与满蒙萨满教对比问题有所涉及。① 韩国学者尹以

钦是在中国国内介绍韩国宗教较为知名的学者之一， 他的 《韩国历史上的

萨满教角色》 一文中， 认为萨满教在韩国宗教史上， 具有作为表达大众需

求途径和作为多种官方文化模式之相互关系一种疏导的双重角色。② 林成姬

的博士论文 《韩国巫俗文化研究》 （２０１１）， 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分析了韩国

巫俗文化得以保存完整的原因。 代娜新的 《朝鲜半岛萨满教的历史发展梳

理》 （２０１３）， 不但对萨满教在朝鲜半岛的产生、 发展及衰落的过程进行了

历史性的梳理， 而且论证了儒释道对朝鲜半岛萨满教发展过程的影响， 确定

了萨满教在朝鲜半岛历史上以及官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 对于从历史纵向

上研究韩半岛萨满教是有借鉴意义的。③

在韩国学术界， 巫是韩国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概念， 所以对于巫的研究必

然是韩国学术重心之一， 较之于中国也更成体系。 现存的史料中， 关于巫的

最早著作有朝鲜高丽时期李奎报 （１１６９ ～ １２４１） 的 《老巫篇》， 尽管此书主

要是将巫教视为淫歌乱语的批判， 但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 《高
丽史》 以及 《朝鲜王朝实录》 之中， 也都散见巫教的一些记载。 随着 ２０ 世

纪初以来现代学科方法的建立， 朝鲜半岛在萨满教研究方面出现了一批代表

性的学者。 李能和的 《朝鲜巫俗考》 （１９２７） 是为研究韩国历史和古代宗

教、 生活风俗而编写的著作， 该书阐述了巫的起源、 巫的发展轨迹、 巫的功

１９中国通古斯诸族和韩民族萨满教的历史境遇比较研究　

①
②

③

乌丙安： 《朝鲜巫俗与满蒙巫俗的比较研究》， 《民俗研究》 １９９６ 年第 ３ 期， 第 ５６ ～ ６２ 页。
〔韩〕 尹以钦、 张跷校： 《韩国历史上的萨满教》， 《满语研究》 １９９６ 年第 ２ 期， 第 １２１ ～
１３７ 页。
代娜新： 《朝鲜半岛萨满教的历史发展梳理》， 《辽东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２ 期， 第 ２１ ～ ２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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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巫的宗教意义、 巫歌用语、 地方神堂、 神灵等， 系统而全面。 崔南善

《萨满教劄记》 （１９２７） 也聚焦于韩国古代信仰， 兼及西伯利亚萨满教和日

本周边民族的原始宗教。 另外， 还有一些神歌研究硕果累累， 其中一些集中

在韩国学者对本民族萨满教早期文献研究方面， 如孙晋泰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著述的 《朝鲜支那民族之原始信仰研究》 和编纂的 《朝鲜神歌遗篇》 比较

突出。 当代韩国萨满教研究的集大成者当属民俗学家金泰坤先生， 在巫歌研

究方面他有一系列的著作， 包括 《黄泉巫歌研究》 （１９６６）、 《韩国巫歌集

（１—４）》 （１９７１ ～ １９７９）、 《韩国的巫俗神话》 （１９７１）、 《韩国巫俗图录》
（１９８２） 等。 韩国本国从民俗学路径对萨满教进行研究， 涌现了一批有名的

学者和他们的著作， 如宋锡夏 《韩国民俗考》 （１９６０）、 柳东植 《韩国巫俗

的历史与构造》 （１９７５）、 金泰坤 《韩国巫俗研究》 （１９８０） 、 崔吉城 《韩国

的巫俗研究》 （１９８０） 、 赵兴胤的 《巫与民族文化》 （１９９０） 、 李成市 《古
代东亚细亚的民族与国家》 （１９９８） 等， 这些著作利用文字都对朝鲜半岛萨

满教的历史形态有着不同程度的再现， 也都能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在民族

传统文化的视角下， 研究韩国萨满教的现代生命力及核心价值。 在对整个东

北亚萨满教研究方面， 全北大学人文学研究所著的 《东北亚萨满教文化》
（２０００）， 收集了东北亚各国学者的萨满教研究论文， 包括对韩国和满族巫

俗神话的比较、 中国和日本的萨满教比较、 满族的祭礼、 满族的柳崇拜等。
但较之于韩国本国萨满教的研究， 对中韩萨满教的比较研究， 韩国学术界也

并不充分。
中韩以外的国际研究方面， 较突出的英文研究成果有： 萨拉·米利奇·

纳尔逊所著 《萨满教与国家起源———东亚的精神、 权力和性别》 （Ｓｈａｍ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ｓ： Ｓｐｉｒｉｔ，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２００８）， 作者

利用大量历史文献、 神话以及考古资料， 对东北亚中日韩三国萨满教现象进

行人类学的比较研究， 认为在主要由女性担任萨满的复杂社会中， 萨满成为

社会发展的驱动力， 在受众的精神世界中发挥着领导作用。 克拉克·奇尔森

主编的 《亚洲的萨满祭司》 （Ｓｈａｍａｎｓ ｉｎ Ａｓｉａ） （２００３），① 收录了关于亚洲

萨满教研究的六篇文章， 其中关于东北亚萨满教的研究主要有格奥尔·海固

的 《中国驯鹿人萨满教的社会意义》 （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ｍａｎ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ｉｎｄｅｅｒ⁃Ｅｖｅｎｋｉ”）、 Ｊｏｈｎ Ａ Ｇｒｉｍ 的 《财数固特： 韩国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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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Ｓｈａｍａｎｓ ｉｎ Ａｓｉａ， 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Ｃｌａｒｋ Ｃｈｉｌｓｏｎ， Ｐｅｔｅｒ Ｋｎｅｃｈｔ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Ｃｕｒｚｏｎ， ２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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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的表演》 （ “Ｃｈａｅｓｕ Ｋｕｔ⁃Ａ Ｋｏｒｅａｎ Ｓｈａ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武内直子的

《宫古神学： 萨满对传统信仰的诠释》 （ “ Ｍｉｙａｋｏ 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Ｓｈａｍａｎ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Ｂｅｌｉｅｆｓ”） 和 《从萨满日记看宫古萨满的潜在体

验》 （“Ｌｉｍｉｎ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Ｍｉｙａｋｏ Ｓｈａｍａｎｓ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 Ｓｈａｍａｎｓ Ｄｉａｒｙ”） 等，
但都未涉及中韩萨满教对比研究。 韩国西江大学名誉教授丹尼尔·基斯特的

《韩国和东北亚地区的萨满世界》 （ Ｓｈａｍａｎｉｃ Ｗｏｒｌｄｓ ｏｆ Ｋｏｒｅａ ａｎｄ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 （２０１０） 一书， 是目前西方学者中对中韩萨满教比较研究做得较突出

的成果。 Ｋｉｓｔｅｒ 从 １９９４ 年至 ２０１０ 年写作并出版过许多关于萨满教研究的论

著， 如 《韩国萨满祭祀仪式： 符号与戏剧改造》 （Ｋｏｒｅａｎ Ｓｈａｍａｎｉｓｔ Ｒｉｔｕａｌ：
Ｓｙｍｂｏｌｓ ａｎｄ Ｄｒａｍａ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７）、 《萨满教的儿童出生神话》
（Ａ Ｋｏｒｅａｎ Ｓｈａｍａｎｉｓｔ Ｍｙｔｈ ｏｆ Ｃｈｉｌｄ Ｂｉｒｔｈ） 等， 也曾作为专家参加过 “河南·
中国神话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对萨满教有着专业独到的研究。 在他的 《韩
国和东北亚地区的萨满世界》 一书中， 主要偏重于对中韩萨满仪式进行讨

论， 还涉及固特经验与基督教经验、 韩国和西伯利亚的神圣生态、 固特仪式

与前卫的剧院等方面的研究， 内容是比较丰富的。
当今萨满教研究在国内和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截至本研究开始

的 ２０１８ 年， 在中国主要学术搜索平台——— “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 和

“中国知网”， 主题栏检索 “萨满” 的结果分别是 ３７００ 和 ５２００ 多篇学术论

文。 可见对于萨满这一古老文化现象， 中国学界的研究态势是热络的。 总体

而言， 中外学术界对萨满教的研究基本还在民族宗教框架下进行， 偏重于民

俗、 文学的研究， 而对通古斯和韩民族之间萨满教的比较研究是罕见的。 因

此， 本课题希望通过对通古斯和韩民族萨满教进行深层次的交叉学科研究和

特征性把握， 拓宽我们国际萨满教跨文化比较研究的视野。

二　 通古斯诸民族萨满教的历史境遇

通古斯一词的出现源于 １７ 世纪俄罗斯人在西伯利亚扩张过程中和鄂温

克人的遭遇， 他们将分布在贝加尔湖以东至鄂霍茨克海， 北抵北冰洋， 南至

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内以渔猎采集为生的这些族群， 泛称通古斯人。 在这个

称谓上， 他们沿用了雅库特人 “通乌斯” 的叫法， 因误读而成为 “通古

斯”， 之后这一称呼也随之传播到欧洲。 直到 ２０ 世纪， 这一称呼被语言学

家引入到语言学领域之前， 这一词语专指鄂温克人。 作为语族概念的 “通

３９中国通古斯诸族和韩民族萨满教的历史境遇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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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斯” 出现后， 特指那些在语言结构和形态变化等方面具有一致性的若干

民族， 在中国这些民族分别是满族、 鄂温克、 鄂伦春、 赫哲等民族； 在更靠

北的西伯利亚等地还有埃文基、 那乃、 乌德盖、 乌尔奇、 奥罗克等民族， 他

们都被阿尔泰语系满 －通古斯语族这个语言学的概念所覆盖。 这些民族不仅

在语言学意义上具有一致性， 在经济模式和文化模式方面也具有亲密的同质

性。 尽管通古斯诸族在历史发展上存在不平衡现象， 尤其该族群中的满族建

立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 使得他们的萨满教具有独特

性， 但从大体相同居住区域内经济生活方式相近的这些通古斯诸族整体来

看， 萨满教在信奉和行为上是具有相通性的， 这在民俗学、 人类学、 历史

学、 语言学、 考古学等诸学科的认知中已经成为一个共识。
萨满教作为人类原始社会主要信仰形式， 分布极为广泛， 从今天的研究

来看， 亚洲东部、 美洲与北极地区都是萨满教流传地区。 萨满教究竟源自哪

里， 学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尽管中国有着大量历史资料可供检索， 也有着

关于萨满的最早记载， 且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了萨满教源自中国黄河流域的说法，
但其实并无定论。 从萨满教今天的发展情况来看， 萨满教更像一种世界性共生

的宗教文化形态， 更有学者认为整个世界古代文明就是一种萨满式文明， “认为

人类最初的文明就是萨满文明， 萨满教是世界范围内唯一的原始宗教”①。
苏联学者斯莫良克曾指出 “萨满” 的 “ｓａ” 在通古斯语中是 “通晓”

“知道” 之义， 因而 “萨满” 指的是 “通晓神意之人”。② “萨满” 一词， 迄

今世界上最早的记载见于我国南宋徐梦莘 《三朝北盟会编》 中关于 “珊蛮”
的记述。 全书会编了宋徽宗赵佶、 宋钦宗赵桓、 宋高宗赵构三代帝王时期关

于宋金和战等多方面史料， 是学界研究辽、 宋、 金史的基本史籍之一。 书

载： “兀室 （完颜希尹） 奸滑而有才， 自制女真法律文字， 成其一国， 国人

号珊蛮者， 女真语巫妪也， 以其变通如神， 粘罕以下皆莫之能友。”③ 完颜

希尹是金国宰相， 也是女真文字创始人， 粘罕指金国大将完颜宗翰， 他们两

人曾在靖康年间随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俘虏北宋徽钦二帝。 从这段文字来分

析， “珊蛮” 不仅有着重要的宗教职能， 还是世俗领袖， 由此可以推断出这

个时期通古斯人萨满的社会地位是非常高的。 有学者还指出， “萨满” 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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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色音： 《中国萨满文化研究》， 民族出版社，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第 ３２７ 页。
А В 斯莫良克： 《萨满： 萨满其人、 功能、 宇宙观》， 莫斯科科学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 第１５６ 页。
秋浦： 《萨满教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８５ 年， 第 ５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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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与佛教沙门以及秦始皇求 “仙人羡门之属” 有关①， 两者的名称极有可能

是古印度在雅利安人进入之前， 受到了来自古代蒙古鞑靼人和突厥人信仰萨

满教的影响。 所以， 我们可以推断， 萨满教远在佛教产生之前， 在中国北方

民族中就已经广泛流行并产生过重要影响。 关于萨满的史料记载更为丰富的

当属清代， 乾隆十二年 （１７４７） 刊行的 《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 中， 就

出现了满文 “ｓａｍａｎ” 一词 。 而关于 “萨满” 用汉语记音时的写法也一直

较为复杂， 一些学者认为， 中国最先使用 “萨满” 写法的， 是 《大清会典

事例》， 并且一直沿用到今天。②

通古斯人在悠久的历史中， 建立起相似的经济和区域生活方式， 拥有以

及相通的萨满教信仰。 通古斯各民族一直繁衍生息在东北亚的黑龙江流域，
长期以来交错杂居或小村落聚居， 也有一些民族或氏族南迁， 走出了黑龙江

流域。 作为一定历史时期和社会生活的产物， 这个地区通古斯诸族的萨满教

被学术界公认是萨满教代表， 而且通古斯诸族萨满教也各具自身民族的

风格。
满族因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王朝， 萨满教经过制度化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

神谕、 神器和礼仪， 给后世研究者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研究实物。 然而，
满族经济生产方式和民族发展道路的特殊性也使得满族萨满教在通古斯诸民

族萨满教中成为独特类型。
作为狩猎民族的鄂伦春人， 大小兴安岭不仅给他们带来了赖以为生的物

质基础， 还赋予他们的萨满教更加具有浓郁的森林狩猎文化特点， 在人与自

然、 动物的关系上表现得更为积极。 “鄂伦春” 含义有两种， 一是住在山岭上

的人， 二是使用驯鹿的人， 从其族名就可以判断得知他们的萨满教跟山林和

驯鹿关系密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鄂伦春人逐渐走出大山， 由游猎变

为定居， 传统萨满文化也随之迅速衰落。 近来关于鄂伦春萨满教的学术研究，
也大多仅限于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范畴。

鄂温克族分为三个部分， 既有在松嫩平原从事农耕的索伦鄂温克； 也有

在呼伦贝尔草原上从事畜牧业的通古斯鄂温克； 还有一部分聚居在大兴安岭

根河市从事游猎、 饲养驯鹿的雅库特鄂温克。 他们的生活也采取着定居、 半

５９中国通古斯诸族和韩民族萨满教的历史境遇比较研究　

①

②

方汉文： 《萨满、 羡门与沙门： 佛教人华时间新释》， 《中国文化研究》 ２００４ 年春之卷， 第

１２５ ～ １３３ 页。
赵志忠： 《 “萨满” 词考》，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２ 年第 ３ 期， 第

１３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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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和非定居的形式。 随着俄国人对边境的侵扰和清廷征调， 鄂温克人逐渐

形成三部， 鄂温克萨满教也由此表现出丰富的内容。 在长期和布里亚特人以

及沙俄人争战的历史中， 鄂温克萨满教与外来的佛教、 东正教相互排斥、 融

合， 原本俄国境内的一些萨满进入中国境内， 并在当地产生影响。 此外， 外

来宗教的进入不仅使一些鄂温克人改宗喇嘛教或东正教， 鄂温克萨满教中也

融入了佛教和东正教的元素。 萨满教曾经影响着鄂温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不同居住区域呈现不同的表现并和其他建制宗教有着不同程度的互动， 是鄂

温克萨满教的一大特点。 但随着各个氏族老萨满的离世， 其现状面临着

衰落。
赫哲族是自古沿黑龙江、 松花江、 乌苏里江而居的渔猎民族， 渔猎文化

在他们的萨满教中则表现得更为突出。 赫哲族萨满教有着完善的发展形态，
和其他通古斯诸族萨满教有着极大共同性， 但因其经济方式多为渔猎， 因此

对鱼神的崇拜使赫哲族萨满教又具有自身鲜明特征。 此外， 赫哲族萨满教所

用神偶在派别、 等级和分工等方面都非常精细， 这也是在通古斯诸族中比较

有特色的。 和其他通古斯诸族一样， 赫哲族也是有语言无文字的民族， 尽管

保留了大量口头文学和文化遗存， 萨满教和赫哲语一样， 都处在濒临消失的

状态之中。
通古斯诸族萨满教， 在整体上作为世界萨满教的典型， 代表着人类最早

的宗教思想文化和精神内涵。 尽管随着社会经济模式变化以及在和现代文明

互动的进程中， 通古斯诸族萨满教无一不失去了原有信仰空间而呈现着衰亡

态势， 我们的研究也越来越只能凭借着历史的记忆和对濒危文化的保护活动

得以进行， 但对先民们萨满教在历史各种时期经历的追溯， 正是我们人类迈

向自我了解的第一步。

三　 韩民族萨满教的历史境遇

韩国是一个多宗教国家， 基督教、 萨满教、 佛教、 儒教以及一些新宗教

和平共处在一个文化多元的国家之中， 而诸宗教中没有所谓的官方宗教， 也

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现代之前， 朝鲜半岛的官方意识形态发生过很多变

化。 ５ 世纪之前， 中国的传统宗教即儒教、 佛教和道教还没有在此流行之前，
萨满教是韩国人主要的宗教形态。 ７ 世纪中叶， 新罗统一朝鲜半岛， 从此佛教

成为官方宗教。 １４ 世纪， 李氏朝鲜肇兴， 儒教成为正统。 基督教新教在近代

６９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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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的这 １００ 多年间开始生根发展， 迅速增长。
面对众多的宗教意识形态， 有学者将韩国各宗教间的关系比喻成三层同

心圆模式①， 即影响了韩国人最基本思维方式的萨满教居于核心层， 影响了韩

国人伦理道德和人生观的儒教、 佛教居于第二层， 而还未渗透韩国人伦关系

之中的基督教位于最外层。 作为韩国的本土宗教， 萨满教从远古到今天一直

为人们提供行为准则。 其通过两种原理来指导人们的行为： 一方面是通过对

邪恶神灵的诅咒和控制来避免灾祸的发生， 另一方面通过对一些良善神灵的

世俗性祝福、 祈祷和献祭来获取平安和幸福。
萨满教是韩国最古老的宗教， 也是最为普遍的信仰形式， 在韩国称为神

教或者巫教。 自从韩民族开端起， 萨满教即已经存在。 尽管无人知晓其创立

者， 也没有经典可寻， 但萨满教的影响却是深远而广泛的。 在这种意义上，
萨满教并不像那些有着高级宗教教理的宗教。 有韩国学者就曾给予萨满教最

高的评价， 称其为韩国文化之根。② 还有人认为巫教自始至终贯穿韩国历史，
至今还存在于人们生活周边， 不仅是韩国民族艺术文化的创造主体， 还对其

国民性格的塑造有着重要作用。 然而尽管确实很多人沉湎在萨满文化氛围之

中， 却很少韩国人声称自己是萨满教信徒。 这是因为萨满教在韩国的现代化

历史进程中曾一度被视为低级的迷信， 大部分韩国人不愿意承认他们的信仰

是需要靠着世俗性的祈求获得神灵对他们的应许。 萨满教在韩国的影响是隐

性而非显性的。
研究韩国萨满教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檀君神话。 严格地说， 韩国的檀君

神话并非信史， 因其无可稽考。 但在这个神话中可以发现一些在古代韩民族

中对天神的崇拜迹象和文化内涵。 韩民族将檀君既视为天神的后裔和韩民族

的祖先， 也看作韩民族历史上第一个萨满。 除了始祖檀君， 韩国的萨满教中

还有很多神、 精灵和魔鬼， 也包括对山、 河、 日、 月、 星、 辰等自然物的崇

拜。 在古代韩国， 人们信仰的神灵众多。 这些神灵都居住在物质世界之中，
诸如石头、 树木、 河流、 江海、 土地和天空中。 韩国萨满教信徒信仰神灵众

多， 金泰坤先生将这些神灵分为四个类型， 即社区神龛上的仪式神、 一般的

家庭神灵、 村庄宗教仪式上的神灵和每个家屋里的神灵。 也有按照自然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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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神来进行分类。 为了控制这些神灵， 人们需要进行跳神、 祷告和献祭等一

系列宗教仪式。 祈求神灵能给予他们内心的平静、 健康、 财富、 长寿， 避免

诅咒和惩罚。 在给这些神灵们献祭之后， 韩国人通常会在一起吃喝， 庆祝他

们从神灵中获得了神力。 人的出生和死亡是人最重要的两个时刻， 韩国萨满

教信徒认为， 当一个人死后， 尽管其肉体消逝， 不朽的灵魂却进入了一个未

知的世界， 仍然可以在人世间飘荡至少三年。 一个祖先的灵魂会在特殊的时

候回来看顾他的子孙们， 据说可以看顾四代人。①

韩国萨满大多属于善良神灵引导下的白巫， 他们在宗教实践中多是对付

和控制恶灵， 驱除他们离开人们， 让人们远离魔鬼。 韩国萨满教中称女性萨

满为 “巫堂”， 男性萨满称为 “博数” （由 “博士” 一词演化）。 在韩国萨满

教中， 巫堂的地位往往高于博数， 博数人数很少而且他们的作用往往也是被

边缘化的。 在萨满教的驱魔仪式 “固特” 中， 巫堂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是仪

式上的领导者， 博数仅仅是她的助手。 但在韩国传统社会中， 无论男女， 萨

满这一职业都被看作社会的最底层。 这与很多世纪以来韩国的统治者们都将

萨满教视为迷信的、 消极的活动有关， 但近年来对萨满教的看法有了变化，
人们更普遍地将萨满教作为一种和韩国民族传统之根联系在一起的文化象征

加以看待， 同时萨满教也成为韩民族认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一些相关

研究直指其可能已经在朝鲜半岛存在了几千年， 目的就是为韩民族的追根溯

源和在意识形态上形成凝聚力提供历史依据。
１５ 世纪和 １６ 世纪早期朝鲜时代， 儒教理学被尊崇为朝鲜社会的主要意识

形态和礼仪标准。 首先接受儒学思想的是两班贵族阶层。 对于他们来说， 坚

持以儒学思想作为文明行为的标准是维护他们社会地位的先决条件。 为维护

儒学在国家意识形态上的正统地位， 政府将地方宗教崇拜的各种形式都控制

于其统治之下。 在官方允许的范围内， 萨满巫师们几乎没有立足之地， 因为

儒学所倡导的文明概念和萨满教礼拜形式是完全不相容的。 于是， 各种萨满

就失去了曾经 （官方的求雨祈福等礼仪形式） 的地位， 变成了受压制对象。
当近代朝鲜被迫对外国列强打开大门的时候， 萨满教的境遇依旧没有什

么变化。 作为中心意识形态的儒教迅速失去了影响， 现代知识分子阶层和西

方传教士们所带来的新思想迅速盛行， 尽管他们对萨满教的批判不如以前儒

教学者们严厉， 但依旧将萨满教视为低俗、 愚昧的迷信。 近代初期的基督教

８９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① 孟慧英： 《韩国萨满教印象》， 《当代韩国》 ２００５ 年春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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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以及政治和社会的改革者们致力于向公众传播现代化理念和独立民主思

想， 因而对萨满教的抨击更是超过当权的统治阶层。 他们鼓动民众加入反对

迷信的斗争之中， 甚至怂恿警察对萨满巫师进行迫害。①

１９１０ 年朝鲜被日本吞并， 萨满教的处境开始有一些微小的变化。 那些曾

经严厉批判萨满教的半岛的报纸和组织放缓攻击， 而新的日本殖民统治者们

并不把萨满教视为民间教派， 只是将其视为其统治治理的一种障碍， 他们更

加倾向于培植佛教势力以作为日韩合并的思想文化要素。 就在日本对朝鲜半

岛的殖民压迫日趋沉重的时候， 一些朝鲜半岛知识分子开始思考韩民族的身

份认同问题， 并逐渐以一种积极态度看待他们自身的历史和文化。 在这个过

程中， 萨满教开始显现不同的光芒。 这种趋势最早可以追溯到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

代， 当时朝鲜刚刚对外开埠， 而外国势力的到来开始让朝鲜人有了一种本能

的本土主义的回应， 这在东学运动中可见一斑。 朝鲜人开始将萨满教和朝鲜

的起源神话即檀君朝鲜联系起来， 做出了新的民族主义式的解读。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开始很多出版物开始对萨满教产生了新的兴趣。 著名文学

家崔南善②在其文章中就提出了檀君既是古朝鲜的立国之君又是一个萨满的观

点。 檀君的形象被抬高到一个民族—国家象征的高度， 这个时代的学者们对

萨满教的看法已经大不同于从前。 崔南善通过对萨满教和民俗故事的研究，
试图强化韩国人的自我意识。 日本殖民政府总督为了寻求日本文化和朝鲜文

化之间的相似性， 指定崔南善对朝鲜的传统风俗和信仰进行研究。 但崔南善

的研究却另有目的， 他试图证明韩国人的历史和日本没有太多密切关系， 而

不是日本人所希望看到的那样。 他指出， 韩民族萨满教更多的是和东北亚以

及西伯利亚萨满教有关， 而跟日本全无关系。 因此， 在被日本占领的黑暗年

代， 部分学者对萨满教开始表现出积极的态度。 １９４５ 年朝鲜从日本殖民统治

下解放， 但局势的改变并没改变萨满教的境况。 社会对它们的排斥仍然强烈，
警察也经常干扰它们的仪式活动。 萨满活动被很多人认为是可耻的， 进行跳

神仪式的人家也都对外讳莫如深。 １９７１ 年韩国政府发起新村运动， 为的是加

速农村发展， 缩小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差距。 这项运动意在实现韩民族自我发

展现代化， 提倡理性、 科学和市场经济。 此时， 不仅萨满教仪式也包括儒教

９９中国通古斯诸族和韩民族萨满教的历史境遇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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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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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８ Ｐ ３４３．
崔南善 （１８９０ ～１９５７）， 朝鲜著名文学家、 诗人， 是朝鲜近现代文学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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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很多旧习俗， 都被认为与现代化是相悖的、 非理性的。 但随着运动的

发展， 朴正熙总统在新村运动中逐渐意识到需要通过韩民族文化遗产来加强

韩国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和自信， 有必要为了强调韩国自身的精神文化进

行相关研究。 而除了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以外， 更多的学者也开始自发关注这

些问题。
如今， 韩国无论政府、 学界还是社会普通民众， 对萨满教的评价相对而

言还是很积极的。 虽然对萨满教否定的观点依旧存在， 但是随着跟外面世界

的接触， 萨满教促使韩国人产生了一种民族主义的反应， 一种在纷繁世界中

寻找自身认同的尝试。 今天的韩国人普遍认为韩民族身份认同的核心， 即民

族之根可以在萨满教中找到这一说法， 他们相信萨满教是重要的历史文化遗

产， 而萨满也被看作古朝鲜文化的保存者。 在韩国政府以及民族主义学者、
知识分子们对萨满教形式进行重构的过程中， 萨满教不再被视为迷信， 而更

多地成为一种增加民族的自信心的抽象概念， 以满足韩民族对民族—国家认

同的需要， 增强其民族的凝聚力和自豪感。 汉城大学的赵兴胤教授指出， “在
韩国文化边缘， 这些萨满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但在主流文化中寻找他们的踪

迹却不是易事。 这就是韩国萨满教今天存在的基本状况”①。

四　 通—韩萨满教与其他宗教的历史互动

萨满教是生命力极强的一种宗教， 任何外来宗教传入萨满教流行地区

后多少都会吸收萨满教的元素， 所以， 萨满教在一个地区的历史发展中，
也越来越表现出复合性特点。 而萨满教对外来宗教的影响， 在中国萨满教

中也是普遍存在的。 比如萨满教或苯教对藏传佛教的影响， 使藏传佛教在

发展过程中具备了萨满所使用的狂醉、 神灵附体和治病的所有能力。 这种

现象， 色音在 《中国萨满文化研究》 中称之为 “侵入性复合”。 他认为萨

满教与其他宗教互动的过程可以有两种复合形式： “从总体而言， 萨满教和

其他宗教的复合大体可分为吸取性复合和侵入性复合两大类型。 吸取性复

合是指萨满教的内在基本结构和特征没有大的影响， 只是对一些神名、 用

语等外在形式发生了微小的影响。 侵入性复合是指萨满教的要素侵入外来

００１ 　 北冰洋研究 （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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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中， 部分的渗透或内化于外来宗教的整体结构中。 从萨满教的角度来

看前者是内向型复合， 后者是外向型复合。 萨满教同外来宗教的复合是不

同宗教相互让步、 相互妥协的必然产物。”① 韩国萨满教相比通古斯萨满教，
更接近于侵入性的复合形态。 这在韩国佛教的七星崇拜以及儒巫杂糅的洞祭、
家宅祭祀、 城隍祭等仪式中都可以看到， 甚至基督教这种近代以来才得以在

韩国发展而且颇具排他性的宗教形式中， 也渗进了很多萨满教元素， 使韩国

基督教别具一格。
韩国基督教融入了韩国主要的宗教观， 特别是位于韩国人宗教文化核心

的萨满教， 得以确保这一外来宗教更好地生长于韩国土壤之中。 萨满教是韩

国宗教文化核心， 是内化于韩国人精神深处的基本信仰观念， 对韩国人的心

理和行为有重要影响， 为便于增进韩国民众的接受度， 韩国基督教通过萨满

教化的本色化是必需的也是必然的。
在韩国萨满教的诸多神灵中， 最高位的神是天神 （ｈａｎａｎｉｍ）， 这个

名词是土生土长的韩国神祇的称呼。 佛教在进入韩国和发展的过程中， 吸收

了萨满教 这个名称并来指代宇宙中最高统治者。 在基督教进入韩国的过

程中也将这个名称借用， 并用于指称圣经中以色列人的神。 在韩国基督徒的

意识中， 是唯一真神， 因为其不仅和其所创造的宇宙完全分离， 而且完

全独立于其所有神灵魔鬼系统之外。 对 的崇拜大概是在高丽王朝时期

（１０ ～１４ 世纪） 开始， 这个词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朝鲜王朝时期。 本义指天

空， 这个词由 和 组成， 是对人尊称的黏着语， 可以意为尊敬的、
主等， 意味着 “天上的主”， 显然是自然崇拜的产物。 在今天的韩国，

几乎已经成为基督教的专有词语， 很少有人会首先想到其真正来源是韩

国的萨满教。 在萨满教的自然神灵中， 天神居于中心位置， 这在其他教文化

中也可以见到。
基督教传入韩国后， 韩国基督徒将对 的神性和 《圣经·旧约》 里

耶和华的形象联系在一起。 为了在新的环境里能够对以色列的神进行崇拜和

祷告， 这个既没有神学教义也没有经典文本的神的名称填补了韩国人对

基督教 ＧＯＤ 翻译的空白。 于是， 传教士和韩国基督徒们赋予了 全新的

含义。 因此， 可以说， 在萨满教的 这一名称的帮助下， 韩国人更容易接

受基督教。 因此， 超越了萨满教的意义， 受洗而重生了。

１０１中国通古斯诸族和韩民族萨满教的历史境遇比较研究　

① 色音： 《中国萨满文化研究》， 民族出版社， ２０１１， 第 ２９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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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基督教世俗化倾向严重， 也源自于基督教对萨满教实用主义特点的

吸收。 萨满教的神灵概念包括祖先、 自然物、 韩国历史上的帝王、 将领等，
他们有能力转变个体的命运， 而且这些神灵必须通过萨满仪式对他们祝祷才

得以显灵。 于是萨满教信徒们通过固特仪式来祈求神灵显灵， 通常用精美的

食物、 表演萨满舞蹈和音乐作为奉神的形式， 来实现他们的物质性祈福， 比

如长寿、 健康、 生育男婴和得到财富等。 这种民间宗教最显著的特点是其仪

式中的入神状态和仪式后强调物质祈求的实现， 极具世俗主义和物质主义的

特点。 在本色化的过程中， 韩国基督教逐渐采用了萨满教强调的祝祷或与神

交通而达到物质愿望的实现这一要素， 将基督教本色化表现得更为贴切。 今

天无论我们走进韩国哪一派教会， 对教会的礼拜奉献进行观察， 大多会看到

很多基督徒将奉献的目的和世俗的祝福联系在一起的奉献形式， 即 “所望奉

献”。 这种将金钱和所书写的愿望清单放在一个信封中的奉献方式是新教教会

中最常见的形式。 另外还有一种 “感谢奉献” 也很有特点， 对于包括天主教

徒和新教徒在内的很多韩国基督徒来说， 他们贡献金钱给他们的教会， 都是

在试着对神表达他们的感谢并确保神能给他们不断的祝福， 有着极强的功利

主义色彩和世俗化倾向。
在基督教随着近代殖民主义扩张而传播的过程中， 通古斯萨满教受其影

响并不大， 更大的冲击来自社会经济形态的改变。 中国通古斯诸族世代生活

在黑龙江流域广阔的地域里， 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使得其主要的经济

活动围绕狩猎、 捕鱼、 采集并非农耕而展开。 之所以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在通

古斯人那里寻找到较为典型的萨满教现象， 首要原因是渔猎经济下的原初形

态并未发生改变。 但是， 能始终留守在大兴安岭深山中的人毕竟是少数， 这

些族群的流动和迁徙， 必然带来经济运作模式的变化， 所以， 通古斯诸族萨

满教整体上呈现衰退状态。 当然， 外来宗教的影响也在发生着作用， 比如，
使鹿鄂温克族在婚俗仪式上耶稣像的使用， 牧区鄂温克人在丧葬风俗中对 ７０
岁以上老人的死亡称为 “成佛”， 等等。 而韩国的情况是， 原始的萨满文化不

但经受着宗教的排斥， 也受到历史各时期当政者的打压， 近代以来更是受到

急速发展的现代化的冲击。 在不断被边缘化、 转入地下生存的过程中， 韩国

萨满教不仅融合了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的元素， 甚至还出现萨满教渗进儒家

文化和佛教文化、 基督教文化的现象， 从而使得这些建制宗教形态被贴上了

本土化、 土著化的标签， 因此， 在对待外部文化时， 韩国萨满教和其他建制

宗教产生的互动是非常积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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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活动可以增强一个族群集体的自我认知， 让每一个社会成员接受集

体的情感而强化其社会秩序， 并且在图腾崇拜的过程中， 增强他们对自我社

会统一体的意识。 宗教为社会集体的意识形态和社会集合提供着一种约束和

控制人们信仰和行为的内在模式。 涂尔干说过， “社会以宗教崇拜的方式， 崇

拜它伪装起来的自身形象。 在民族主义时代， 社会公然进行自身崇拜， 把伪

装抛在了一边”。① 那么， 宗教崇拜是社会自我认同的方式， 而在宗教思想衰

落的时代， 民族成了社会自我认同的最佳方式。 在 ２０ 世纪， 几乎所有民族国

家都普及了义务教育， 把国家和民族的认同加以普及。 韩国也是如此。 盖尔

纳认为， “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受到普遍存在的虚假意识的影响。 它的神话颠倒

了事实： 它声称捍卫民间文化， 而事实上， 却在构架一种高层次文化； 它声

称保护着一个古老的民间社会， 而事实上， 却在为建立一个没有个性特征的

大众社会推波助澜。”② 所以， 一个没有个性的大众社会， 民族就是其唯一个

性， 这也是民族主义发明民族的具体操作。 所以在盖尔纳那里， 民族具有辩

证性， 一方面是同质的， 一方面又与其他社会相区别。 在这个辩证的过程中，
民族国家一直在致力于强调实现文化疆界和政治疆界亦即地理疆界的重合。

在中国长城之外和朝鲜半岛广袤土地上的萨满教， 因为东北亚丰富的自

然资源和地理环境， 不同族群的萨满教表现出不同特点， 不同的历史境遇也

赋予不同族群萨满教各具特色的范式。 通过本篇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 韩国

萨满教区别于通古斯萨满教， 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即： 在其历史的

境遇中， 萨满教的包容性帮助外来文化与韩民族自身融合在一起。 对待儒教

如此， 对佛教如此， 对基督教更是如此。 通过萨满教对诸外来文化的改造，
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诸外来宗教在韩国土地上具备了能被广泛接受的基础， 在

不同时代促进着韩民族社会的自我认知， 更在近代以来能与民族主义潮流相

融合， 从宗教层面加强了韩国人的民族国家认同感。 这样的功能在通古斯诸

族萨满教中显然是缺乏的。

３０１中国通古斯诸族和韩民族萨满教的历史境遇比较研究　

①
②

〔英〕 厄内斯特·盖尔纳： 《民族与民族主义》， 韩红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０２， 第 ７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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