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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柳兰

基于“自下而上的共生”而形成的联系网络

1、前言

基于“自下而上的共生”而形成的联系网络

一以移居到泰国的云南穆斯林为例

王柳兰仰'ANG Liulan)* 

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多元文化混杂的现代社会，有关共生的学术性研究价值不断提高。本文所

论及的多元文化共生、多元文化主义，并非国家及制度层面的，而是以移民为中心，着眼于在异乡

扎根时移民之间的相互作用。移民社会在这时是处于开放状态，移民通过接触异文化，包容抑或与

他者共生。尤其，笔者将从少数派人的内在主体性思维以及由此产生的“自下而上的共生”的观点，

就越境者由内而外自发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进行相关论述。

近年，从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及流散（ diaspora）研究等可知，以移民为主体进行

的能动性对话所产生的人际网络以及文化创造性等，在学界不断受到关注（参照：王 2011、王编

2014）。然而，这些研究都未能就移民所形成的包容异质性的人际关系进行充分考察。在与移民研

究有很大关联的族群论中，拥有单一民族背景的群体，他们的文化、民族性实践以及作为整体的一

面及表象往往受到关注。例如作为移民生存所必要的社会关系资本，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稳固联系多

被指出。然而，我们也不应忽视移民生活各方面与非自己接触的过程，这种异文化的要素和社会关

系与移民社会的构建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在分析移民社会时，我们应将多种文化要素混杂、并存

的侧面放在思考范围内。在以上问题意识下，笔者将在下文中兼顾同质性与异质性，通过云南穆斯

林移民社会的事例，考察移民在异乡扎根的过程。

2. 泰国北部的云南穆斯林 多层次化的移居史

云南穆斯林，在至中华民国时代结束前被称为回民，之后由中国的民族政策改称为回族。作为

中国国内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之一，云南穆斯林拥有独特的历史和宗教背景（中田 1971)。泰国北

部的云南穆斯林是自 19 世纪末期至 20 世纪后半期，通过不同的移民浪潮分阶段形成自己的共同体

的。以下笔者将按时间顺序就云南穆斯林定居泰国北部的主要契机进行概述 1 0 

云南出身的穆斯林对泰国社会产生很大影响是在中国与东南亚之间正式缔结地区贸易的 19 世

纪之后。以英法列强将缅甸和印度支那纳入殖民地为契机，作为通往中国的近道，云南的交通路线

受到关注。云南穆斯林组成驴马商队，在境内外运送中国、缅甸、老挝、泰国的交易品。在交易中

积聚了财富的云南穆斯林有部分人开始定居泰国，其结果形成了 19 世纪末期萌芽性的共同体， 1917

年泰国的清迈市诞生了以云南穆斯林为主体运营，并担任住持的清真寺一一王和清真寺。由此，通

过连接云南与泰国的境内外交易，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前半叶出现了在泰国北部定居的云南穆斯林。

笔者将这一时期的移居称为第 1 类型。

与第一波的移居潮几乎同一时期，云南大理的回族杜文秀在 1872 年对清斗争中失败，其军队

＊京都大学白眉中心，地域研究综合信息中心，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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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后裔逃离到缅甸，在 19 世纪末期形成了共同体。这批人在缅甸虽然也通过交易积累了财富，但

圄于英国对缅甸的殖民以及日军进占，最终村落解体，村民流落四方。有意思的是，这些人除了自

称是穆斯林外，还不忘缅甸时的定居地，称自己为彬龙（Panglong）人。他们的后裔散居于缅甸，

也有部分迁徙到台湾、泰国北部等。从缅甸迁往至泰国的移居潮还可细分为几个时期，此不赘述，

笔者将先定居缅甸再移居至泰国的人称为第 2 移居类型。

第 3 移居类型发生在 20 世纪中期以后。第 1 第 2 移居类型的云南穆斯林还是少数，第 3 移居

类型在人数上则大量出现。移居理由最多的是出于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出现的混乱以

及政治不安。这导致大量难民从中国移居到了台湾和东南亚。这之中也包括了云南穆斯林，并且其

中一部分定居到了泰国北部。其结果，泰国北部及缅甸国境附近形成了多个难民村，云南穆斯林在

那里构筑了自己的生活据点。

就这样，云南穆斯林根据不同的移居原因分阶段定居到了泰国北部。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构

建的移民社会通过不断与他民族接触，使移居史出现了多层次化。

首先，就第 1 期而言，云南穆斯林在 19 世纪末期定居泰国时，印度和巴基斯坦穆斯林早己在

那里定居。印巴穆斯林在同一时期，以商人身份在泰国北部展开了布业和肉业生意。云南穆斯林在

初期曾萌芽式地与印巴穆斯林进行了宗教性的联系。有关这点可以从两者在 19 世纪末就己在泰国

北部的某一场所共同建设清真寺看出（王 2014 ）。

第 2 期云南穆斯林的移居与他民族之间的关系体现在定居缅甸时与缅甸北部低族之间的民族关

系。 19 世纪末期，云南穆斯林离开大理，重新定居到缅甸。然而那片土地原本在低族的控制下，云

南穆斯林在与低族不断纷争的同时，也战略性地与低族缔结了婚姻关系（Forbes 1988 ）。泰国北部

云南穆斯林的谱系中就包含了与低族通婚后生下的亲族。由此可见，在分析云南穆斯林移居的展开

过程时，若将他们的移居史仅封闭在本民族内部，忽视他们与低族的关系，是无法得到很好的理解

的。

第 3 期是因 1949 年前后中国内战和社会不安而出现的难民性质的移居浪潮。 1949 年中国共产

党在内战中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前后，中国本土因内战导致国土荒芜，社会形势趋于

不安定。惧于这一形势的民众由陆路避难到缅甸等地。当时从云南离境的，除穆斯林外还有很多其

他民族。汉人、山岳火耕民族的拉枯族、保傣族、哈尼族、瑶族、孟族等都对云南穆斯林的越境和

定居产生了影响。其结果，包括云南汉人和穆斯林两者的难民村就有 90 多处。

3. 自下而上的共生 (1) 民族性的维持

就这样，云南穆斯林为在异乡发展自己的移民社会，保持了与其他各民族接触的机会。笔者想

着重指出的是，在这种多元文化的环境下，云南穆斯林以其灵活且多方面的人际网络，不仅强化了

本民族间的协助关系，还与他者在宗教上取得了共生。

首先，就民族内关系的强化而言。民族间的关系网络表现得最为明显的是在清真寺的重建和新

建时。以清迈县为例， 20 世纪前半期只有 3 座清真寺，其中以云南穆斯林为主体运营的仅前述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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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寺。 20 世纪后半期难民式的移居者不断增加， 王和清真寺的穆斯林人口进入饱和状态。为应对

这一情况，云南穆斯林的资产家以及领头人纷纷出资， 1966 年重建了清真寺。原本的木质建筑在经

过改建后化身为一座以白色为基调，两层结构的美丽混凝土建筑。

就这样，位于中心地区的清迈市的清真寺云南穆斯林新移居者不断增加，同时难民村也逐渐开

始新建清真寺。 1988 年清迈全县共有 13 处的清真寺进行了登记。云南穆斯林的清真寺及成立年份

如表 1 2 。 这之中包含缅甸及泰国国境地区难民村的 5 处教区。即Tha Ton （萨通）教区 0974 年成

立）、 Fang （范）教区 0975 年）、 Hua Huai （华怀）教区 0985 年）、 Ban Yang （班杨）教区 0970 1980 

年间）、 Ang Khang （安康）教区（ 1987 年）。此外，邻接的清莱县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新移居至

难民村的云南穆斯林建设了自己的清真寺。 比如，住在清莱县难民村的云南穆斯林在 1960 年修建

了茅草房顶的清真寺。之后， 随着穆斯林在泰国定居化的发展趋势，清真寺重修的呼声也不断高涨，

1989 年终于改建成了一座崭新的两层水泥建筑。建筑的预算总额约 200 万泰妹，都是由村里有势的

云南穆斯林军人和其他村的云南穆斯林捐赠的。由此可见，在移至泰国的初期，云南穆斯林还处于

难民的状况，但随着穆斯林共同体人口的增加，围绕修建清真寺协助关系不断得到强化。

表 1 清迈县内的清真寺
民族区分 行政地区（郡、市）

1 云南 夜爱（Mae Ai) 

2 五南 范（Fang)

3 云南 同上
4 云南 同上
5 五南 同上
6 五南 清迈市（Chiang Mai) 

7 云南 同上
8 云南和印巴 同上
9 印巴 同上

10 ? 同上

11 ? 土井萨基特（ Doi

12 云南和印巴 三 千字 ( Sam 

13 印巴 沙拉巫（Saraphi)

出典在王（2011 ）的基础上进行了部分修正

六印巴指的是印度、巴基斯坦穆斯林。

清真寺名 中文名 设立年份

Tha Ton 慈惠 1974 
Fang 信德 1975 
Hua Hua i 吉庆 1985 
Ang Khang 极远 1987 
Ban Yang 善美 1970-1980 年

Ban Ho 王和 1917 、 1966 年再建

Sampakhoi 敬真 1970 
Chiang Phuak 1877 
Chiang Khl ang 1870 
Chiang Mai ? 

Doi Saket 1972 
Sam Kampheng ? 

Non Beng 1950 

值得注意的是，清真寺对于穆斯林移民来说，不仅作为栖身之处拥有空间土的重要性，作为继

承云南穆斯林民族性的场所也发挥着作用。这一点可以从他们使用的语言看出。云南穆斯林在日常

会话中会使用他们的母语一一云南方言，在书写语言方面，特别是在以清真寺为中心的宗教场合，

则保留了汉字。 这种倾向在第 1 代移民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3 。 第 1 代移民所创建的清真寺不仅有泰

语和阿拉伯语名，还有中文名（表 1 ）。清真寺在泰语中称为“Surau ” 。 例如，清迈市的王和清真寺，

泰语名为“Surau Ban H。”，阿拉伯语名为“Masjid hidaya al Islam ”。 “ Ban H。”在泰语中是

“Ho村”的意思。“H。”是泰国人对云南穆斯林的另一种称呼。 而阿拉伯语的意思则是“指引伊斯

兰的礼拜所” 4。 此外，对于移民的第 1 代而言， 他们在清真寺内习惯用中文名相互称呼对方，在各

种仪式上进行施舍时也多用中文名。然而，在清真寺最为重视的周五的集体礼拜时，诵经时会同时

使用泰语和中文，因为云南穆斯林的 2 代以及更年轻辈的人日常中只使用泰语，没有泰语说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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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根本无法理解经文的内容。 而 1 代则倾向于使用中文。 因此，为兼顾 1 代跟 2 代乃至 3 代的需求，

清真寺通常会穿插进行中文和泰语的诵经。 如此，在扎根于泰国社会时， 清真寺不仅在持续穆斯林

的伊斯兰性格上，在维持他们的中国要素上也下了功夫。

除了语言的使用之外，被云南穆斯林牢牢继承的还有饮食文化。 随着云南穆斯林的本土化，吃

泰国料理的机会绝不在少数。 但对于绝大多数是佛教徒的泰国人来说，他们的饮食习惯与穆斯林所

必须遵守的规范并不一致。 穆斯林在饮食习惯中强调与伊斯兰教法的整合性。 即穆斯林应摄取的是

伊斯兰教法规定的“Halal食品”。 在阿拉伯语中，“Halal”是与“Hram”相对的概念。 伊斯兰教法

将人类所有的行为分为 5 种法律规范。 即义务、推荐、禁止、禁忌、允许。 这之中，“Hram”是指

被禁止的行为。 所谓禁止的行为，就是神命令人不得进行的行为。 而“Halal ＂则是“Hram”的反

义词，即被允许的意思 5 。 对于信仰神和末世的穆斯林来说，他们被要求应谨慎“Hram”，而努力进

行被“Halal ＂的行为。

关于“Halal ”，穆斯林不食猪肉的戒律是耳熟能详的。 然而事实上，各种戒律和认可的基准是

根据地域的不同，由穆斯林自己决定的 6 。 云南穆斯林在家庭和共同体层面被继承的清真食品中，

尤其具有乡土特色的是牛干巴（牛肉熏制之后保存的食物）、油香（由面粉制成的类似于饼干的点

心）、巴巴线（面类） 等。 这些都深受云南穆斯林的喜爱，在家庭和清真寺等众人共同进食的宗教

节日时多被制作 70

清真寺在维系穆斯林的民族性机能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它是一个孕育人与人联系的场所。

在云南穆斯林的清真寺中，以故地云南为地缘的连接纽带显得相当明显。 中国历史上称云南为“滇”，

以省会昆明为中心，昆明及其近郊称为滇中，此外地区按方位再分为滇东南、滇东北、滇西、滇西

北、滇南。 这种地域的划分在第 1 代移民中多为使用 。 例如表 2 是在王和清真寺登记的教区成员的

出身地。 根据 1998 年清远县伊斯兰委员会的内部统计， 王和清真寺教区成员共有 955 人 。 同时，

根据王和清真寺内部所保存的记录，户主 150 人的个人申报的出生地也可以从表中得知 。 出生地分

为云南、广东、清迈以及不明 。 其中最多的数云南。 再从云南的具体地区来看，出生于滇中的人最

多， 150 人中有 73 人，约占 48. 67% 。 滇东南和滇西人数相当，分别为 13 人和 12 人 。 此外，大理

所在的滇西北和普泪所在的滇南分别有 4 人和 1 人。

由以上分析可知， 20 世纪后半期云南穆斯林在越境的过程中虽聚散离合，但血缘和地缘的联系

增进了信徒间的社会性结合。 在这里，伊斯兰特性与中国要素、进而包括泰国文化的要素相互融合，

可见在异文化的环境中为保持自己的民族性，云南穆斯林运用了灵活多变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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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清迈市王和清真寺教区成员户主出身地

云南省 地名（市、川、｜） 地名（市、 县级以下） （人）

滇中 昆明市 昆明（市） 3 

玉溪市 玉溪（市） 10 

通海（县） 15 

通海县河西镇 4 

同上 大回村 1 

峨山彝族自治（县） 15 

峨山彝族自治县小街镇 文明村 11 

同上 大白邑村 7 

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 1 

楚雄市 楚雄（市） 6 
··－一－··－··－一－··－··－一－··－一－··－··－··－··－··－一－··－··－－－…－··－－－ … －··－－－··－··－－－··－ － －－－·· － －－－－·· － －－ － －··－··－一－··－··－一－－ －··－一－··－··－一－··－ －

小计 73 

滇东南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文山市

个旧市

市
一市

县
一（

一（
镇
县

自

一山
一旧
甸
水

蒙
一文
一个
沙

建

2

7
土

2
5
2

if旦旦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 J＿！虫也L一一－一一一一一 | 
小计 ｜ i3 

滇西 临沧市

保山市

凤庆县

保山（市）

1
i

－
A

哇

昌宁县 | 
腾冲县 | 
施甸县 | 

龙棱县 | 
小计 ｜ 12 

大理白族自治川、｜ ｜ 大理（市） | 

｜ 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 | 
小计 ｜ 4 

｜ 滇南 ｜ 普附 ｜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

｜｜ 「奉东国省 ｜ 梅州市 ｜ 梅县

清迈市

不明 40 

合计 150 （人）

4. 自下而上的共生（2) 通过施舍而来的关联

由上文的分析可知，云南穆斯林以清真寺为中心，维系了作为中国人的民族性。 然而，在这里

笔者想强调的是，他们还通过伊斯兰的实践，与其他民族接触，形成了一个吸收他者的磁场。这特

别体现在斋月和开斋节的活动中，穆斯林的施舍（ sadaqah ） 精神不仅强化了自民族的民族性，也

提供了与他民族新建联系的场所 8 。

斋月在阿拉伯语中称为“Ramadan”。在伊斯兰教历里，斋月是第 9 个月。在斋月中，依照伊斯

兰教的教规，清晨与傍晚 2 次可以进食。 这期间，云南穆斯林会在清真寺持续 1 个月一起吃饭。 日

落后，云南穆斯林带着家人和朋友来到清真寺。出席并非强制，但这期间的共同饮食是大家每天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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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开心时刻，清真寺内充满了人，很热闹。此外，斋月中云南穆斯林所具有的独特之处是，每天

的晚饭都由一个主办者来提供。清真寺会在事前应征主办者。具体即清真寺的管理委员会在斋月开

始前在宣传栏上贴上一张大白纸，有意承办晚饭的人可以在 30 天中选择自己喜欢的日子，然后将

名字填入还空着的日子里。每年都有很多人争相承办晚饭，有的人是一天，也有的人则是几天。

人们如此热心的支持宗教活动，最大的理由是因为

大家相信伊斯兰教中施舍是神所规定的规范，善行的多

少与来世能否升上天国有直接关系。尤其斋月是最为神

圣的月份，在这时主办晚宴大行善道的话，得到的回报

也会比往常多出很多。这种由施舍产生的对来世的信

仰，如图 1 所示，是产生由宗教的觉醒到参加宗教活动，

再到推动相互之间联系的循环型网络的原动力。

云南穆斯林的斋月不仅依照施舍的精神促进了清

建改
、
建

建
新

新
的
‘.. 
的
校
咱

寺
学

真
教

清
宗

买卖
－」

、穆斯林同胞的
协助联系网络化

出典根据松本（2010）进行了部分修改

图 1 围绕云南穆斯林的循环型联系网络

真寺成员间的相互交流，对于其他宗教者而言，这一宗

教实践也具有开放性的特征。通常，不同民族的人们会在各自的清真寺内进行礼拜，而云南穆斯林

的斋月中则会出现移动现象。特别是贫穷的缅甸穆斯林和通常不会进出云南穆斯林清真寺的印巴穆

斯林们，他们会冲着云南穆斯林在斋月里准备的丰盛菜肴而来。此外，也有的贫穷佛教徒会在这一

时期伪装成穆斯林到清真寺来吃晚饭。有一位缅甸的女性佛教徒，在斋月开始的 4、 5 天前就从泰

国北部边境带着孩子移动到清远。在共同进食开始之前，她和孩子们会在清真寺的庭院或树荫下休

息，盖上头纱伪装成穆斯林，之后进入云南穆斯林的清真寺，跟大家共同进食。

为期一个月的斋戒结束的下一天是“开斋节”，这在阿拉伯语中称为“idal - fi仕”。这一天对

于穆斯林来说相当于新年，云南穆斯林尤其重视这一天。当天一早，云南穆斯林与家人完成进食和

祈祷后，就到清真寺来进行庆祝开斋的集体礼拜。与斋月一样，这一天也是最为鼓励进行施舍的日

子。为进行礼拜，云南穆斯林会一个接一个进入清真寺，大门外缅甸、印巴穆斯林如同乞丐一般排

成一队，等待施舍。他们中的大多数为贫穷者，有单身，也有带着孩子的，通常不在云南穆斯林的

清真寺进行礼拜。云南穆斯林只会在这一天拼命给他们施舍，在积极施舍的云南穆斯林周围聚满了

人。

如此，斋月以及开斋节等伊斯兰教的实践，不仅使云南穆斯林通过共同进食、集体仪礼等活动

维持了他们的民族性，也使他们依据施舍的精神，获得了与他民族自下而上共生的机会。即对于云

南穆斯林来说，斋月以及开斋节是他们积累善行的最好时机，通过实施善行，他们能从神那里得到

更多的回报。而另一方面，对于非云南穆斯林来说，斋月又拥有不同的意味。即斋月是日常生活中

交涉以及接触很少的印巴穆斯林一年一度能在 30 天内自由访问云南穆斯林清真寺的机会。能够吃

到平时吃不到的丰盛菜肴是促使他们来到云南穆斯林清真寺的生理性动机，而同时能拿到施舍则是

宗教性和经济性方面的诱因。这一年一度的宗教仪礼提供了云南穆斯林与他者互筑酬谢关系的社会

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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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稿以云南穆斯林为对象，对同时包含其民族性和异质性的“自下而上的共生”状态进行了相

关论述。首先，在本文开头，笔者论述到云南穆斯林在经历了与他者的相互作用以及聚散离合之后

形成了多层次的移民社会。在指出这一点后，笔者列举了云南穆斯林与民族内外相互作用的具体实

践活动。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有关清真寺的修建。云南穆斯林所修建的清真寺创造了云南同乡者

社会性结合的场所，它使得作为难民分散居住的穆斯林之间取得联系，使他们的伊斯兰意识得以觉

醒。这之中笔者特别指出清真寺以饮食和言语为媒介，对维持移民的民族性发挥了作用。而另一方

面，笔者从斋月以及开斋节的宗教实践论述了清真寺在提供与他者进行相互作用的场所方面发挥的

机能。在斋月期间，云南穆斯林不仅通过与他者共同进食，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了共享，还通过伊

斯兰的施舍精神，在保持两者异质性的同时，共同经历了相互酬谢的宗教仪礼。因此，在今后的研

究中也应将移民社会中“自下而上的共生”状态，与历时和共时中展开的与他者相互作用的动态以

及民族、宗教的视点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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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巫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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