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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开封一赐乐业寺的更名及其文化适应
民族研究院 刘金成
摘

要：犹太教作为犹太人的民族宗教，随着犹太人的来华而传入中国。历史上

在华的犹太人从整体上保持自身信仰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与汉语文化发生接
触，出现了诸多吸取、适应与融合的文化现象。明代开封的一赐乐业寺是犹太人
在华宗教活动的重要场所。根据有关碑文记载，开封一赐乐业寺在明代出现了更
名现象，由“清真寺”更名为了“尊崇道经寺”。更名现象的出现不单是为了与
伊斯兰教相区别，更为关键的是，明代犹太教在华的文化适应与当时伊斯兰教的
“儒化”倾向在策略和方式上存在着高度一致，从而考虑一赐乐业寺的更名现象
与当时伊斯兰教的“儒化”倾向有关。本文聚焦于碑铭所见之明代开封一赐乐业
寺的更名现象并展开讨论，从而了解其文化适应之一隅。
一、前

言

即便现今认为 1948 年以色列国的建立是一种世俗民族主义的结果，①但是犹
太教作为维系着犹太人自立性的重要纽带、在犹太人生活具有的凝聚作用无疑是
不可忽视的。从犹太教的教义来看，以色列是与神缔结立约的选民，因而犹太教
也就是犹太人的民族宗教。②犹太人的来华历史，从某种程度上也就可以看作是，
犹太教在华活动的历史。犹太教自域外来华后，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其礼仪传统
并保持许多独特习俗，置身于汉语为语言基础的文化场景中，犹太教在华的活动
①
②

[美]迈克尔·沃尔泽编：
《犹太政治传统》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22 页。
赵复三：
《犹太教》
，载《世界十大宗教》
，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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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发展不可能绝对地与外隔绝，其在华的活动不可避免地要与汉语文化进行交
涉，也就包含着极为复杂的文化的适应、吸收以及融合的问题。明代开封一赐乐
业寺 ③作为犹太教信仰的神圣场所，是其维护信仰生活的空间载体，在犹太人的
宗教生活中有着极为重要的位置。下文就聚焦于明代开封一赐乐业寺的更名现象
并展开讨论，探究其变化期以呈现犹太教在华所进行的复杂的文化适应之一隅。
二、碑铭所见的更名现象
众所周知，研究古代中国犹太教的历史文献材料严重匮乏，碑铭石刻则是其
中尤为值得关注的重要材料。若要了解古代中国犹太教的教义阐述、礼仪规程、
具体活动等情况，特别是想要对犹太教在华进行文化适应的问题展开考察大抵都
绕不过四通碑文：明弘治二年（1489）
《重建清真寺记》碑、明正德七年（1512）
《尊崇道经寺记》碑、清康熙二年（1663）《重建清真寺记》碑以及清康熙十八
年（1679）
《祠堂述古碑记》碑（亦即<赵氏建坊并开基源流序>碑）。④这些碑铭
文献都对近世以来开封一赐乐业寺的修复、重建等情况进行了的详细记载。对前
三通碑铭的研究，西班牙籍耶稣会士管宜穆（Jerorme Tobar）率先于 1912 年发
表的《开封犹太教碑题》一文中对三碑进行了辑录，⑤陈垣也在 1920 年发表的《开
封一赐乐业教考》之卷首进行了介绍， ⑥而《祠堂述古记》碑文漫漶、今已难见
全貌。除康熙二年《重建清真寺记》碑原石今已失落，其余三碑现今俱藏于开封
市博物馆。 ⑦其中特别是明代的弘治、正德二碑记载了开封一赐乐业寺自宋代隆
兴年间始建以来直至明代数百年间重修、重建的诸多情况。 ⑧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明代的两通碑文上出现了一个尤为引人思索的变化现
象，即明代开封一赐乐业寺的名字出现了更名。弘治二年碑的碑题即为“重建清
真寺记”，是碑所题所记之“清真寺”就是一赐乐业寺。正德七年碑的碑题则为
“尊崇道经寺记”，碑文有记 “其寺古刹也，以为尊崇是经之所”，⑨而并没提涉

③

本文之所以使用“一赐乐业寺”对古代中国犹太教在开封的宗教活动场所进行称呼：一是遵循了前贤陈
垣在《开封一赐乐业教考》中的说法；二是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犹太会堂而融入了中国传统寺院的诸多
元素；三是虽其曾以“清真寺”命名但与伊斯兰教清真寺有别，且后又出现了更名的现象。
④
刘铭恕：
《有感于开封犹太四碑之变迁》
，载《中原文物》1992 年第 1 期，第 109 页。
⑤
（法）荣振华、
（澳）李渡南：《中国的犹太人》
，大象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25 页。
⑥
陈 垣：
《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
》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56—269 页。
⑦
王一沙：
《中国古代犹太人的历史文化遗产》
，载《同济大学学报》1994 年第 2 期，第 112 页。
⑧
刘百陆：
《开封犹太人清真寺规模与格局变迁》
，载《河南大学学报》2013 年第 3 期，第 93 页。
⑨
陈 垣：
《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
》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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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真寺”这一名称。将弘治二年碑与正德七年碑相比较就会明显发现有所不同，
明正德七年《尊崇道经寺记》碑并没有使用之前的明弘治二年碑所题刻的“清真
寺”寺名而改用了“尊崇道经寺”。简而言之，开封一赐乐业寺的名字在明代出
现了由清真寺变更为尊崇道经寺的现象。
对于这一不使用清真寺旧名的突出现象，陈垣既已明确地指出：“此碑有特
应研究者：不用清真寺旧名，而改为尊崇道经寺”，并作出了简明的解释：
“至此
削去清真二字不用，而单列为古刹，其排斥清真二字，至为明显。盖是时回教寺
亦名清真寺，故左唐特易为尊崇道经寺，以别于回教也。”⑩可以看出，陈垣指出
一赐乐业人寺更名的目的是为了同伊斯兰教进行区别。之后关于更名现象的许多
讨论几乎都延续了陈垣的这一看法，认为意在将犹太教从具有伊斯兰教色彩的表
述中区分开来，诸如“不提清真二字，力避与回教相混”⑪、
“似有意和伊斯兰教
“将一赐乐业教明确地从清
区别开来，将一赐乐业教清真寺改为尊崇道经寺”⑫、
真古教中区分开来” ⑬，等等即是遵从了避免与伊斯兰教相混的说法。
当然，对于碑题出现的变化现象近来也有认为其并不构成“尊崇道经寺”之
于“清真寺”一名的更名，“尊崇道经寺”并不是一赐乐业寺的确切名称，所以
更名现象也就是一种误解。⑭然而值得考虑的是，
“尊崇道经寺”诸字并非出自犹
太教教外人之言，而就是出自犹太人对开封一赐乐业寺的说法，对此碑文上的人
物题名就已经给出了有力的证据。据考证，明弘治二年碑的撰文者金钟与明正德
七年碑的撰文者左唐皆是犹太人。根据陈垣的看法，他肯定“金钟为一赐乐业教
人” ⑮，也对左唐的信仰问题提出了“撰者左唐是否为一赐乐业人”的疑虑，但
在后文也坐实了“左之为一赐乐业苗裔”，⑯即肯定了左唐对犹太教的信仰。后来
的学者也还对左唐的身份进行了进一步论证，也都认为“左唐为犹太人绝无疑
问”。⑰因而，鉴于犹太会堂于宗教生活之重要性，无论是金钟还是左唐，作为犹
太人的二人于碑文之撰作恐不会依据教外人对会堂的异名他称来加以参考。换言
之，明正德年间开封一赐乐业寺名为“尊崇道经寺”无疑，故而更名一事应是确
⑩
⑪
⑫
⑬
⑭
⑮
⑯
⑰

陈 垣：
《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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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文汉：
《中国古代基督教及开封犹太人》
，知识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73 页。
王一沙：
《开封一赐乐业教的贵重历史文物》
，载《中原文物》1992 年第 1 期，第 111 页。
徐亦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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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 年第 3 期，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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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犹太人碑文研究》
，河南大学 2006 年硕士论文，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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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
》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69 页。
陈 垣：
《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
》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71 页。
羽离子：
《明代左唐和中国犹太教》
，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89 年第 6 期，第 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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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实。
三、更名背后的文化适应
诚然，陈垣等人已就更名现象予以了初步讨论，然而仅以同清真寺相区别的
说法来理解更名问题，或许只是对更名的动机做出了简单回答。对于更名现象的
出现应该不仅需要了解其更名的直接目的，即为了突出犹太教的主体性而进行的
区别行为；同时还需要值得思索的是，有必要联系其他域外宗教在华传播的相关
经验作为背景资以参照，观察犹太教的文化处境、社会位置的变化，尽可能理解
其文化心理的能动样态，从而解析出其背后的来龙去脉，如是方能有助于更为周
全地理解明代在华犹太教的文化适应问题。
一如早先弘治碑铭文所镌，开封一赐乐业寺在早先的多次重建皆以“清真寺”
为名，可见“元至元十六已卯五思达重建古刹清真寺”、
“永乐十九年奉周府定王
传令赐香重建清真寺”诸句。 ⑱之所以一赐乐业寺早先要使用“清真寺”一名，
与汉语“清真”本义洁净质朴有关，正如许多域外宗教也曾有过的经历，除犹太
教、伊斯兰教外，就连佛教、景教以及摩尼教等等也都曾用过“清真”二字。⑲不
仅如此，犹太教使用“清真”也与其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渊源有关。且不说世俗之
人往往混淆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界限，甚至还出现了“时人常将回回与犹太人相
混，也把犹太教堂称作清真寺”的说法。 ⑳实际上，犹太教与伊斯兰教都同宗于
亚伯拉罕而被归属于亚伯拉罕宗教。 21在教义思想、教规禁忌以及礼仪活动上，
二者都有肖似之处。22特别是聚焦于宗教场所上，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与犹太会堂
相同，祈祷时有人领祷、信众应答的形式也有所相同。自近世以来，犹太人定居
中原，犹太教也与其他域外宗教的处境一样，入境随俗必然要适应汉语文化。面
对中国信仰多样化的宗教生态，诸如儒释道三教在近世的并举，伊斯兰教的迅速
发展等等，无论从哪方面看，犹太教都处于相对劣势的境地。因而，犹太教早先
利用“清真寺”来标识自身、同与之有深切渊源的伊斯兰教相联系就显得尤为必
要。

⑱

陈 垣：
《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
》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58 页。
金宜久：
《伊斯兰教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 页。
⑳
牟钟鉴、张践：
《中国宗教通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745 页。
21
（德）汉斯·昆：
《世界宗教寻踪》
，三联书店 2007 年版，第 336 页。
22
赵复三：
《犹太教》
，载《世界十大宗教》
，东方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258 页。
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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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尽管在族群认同上犹太人与回回民族完全是两回事，23然而古代中国
犹太人却是常常被唤作“蓝帽回回”。在元代社会，犹太人被朝廷认可和接纳并
且极为可能是与回回民族同属“色目人”的治内民众，具有较高的社会位置，享
有较高的政治待遇。 24教虽有别、宗派不一，但是基于社会地位较高的一致性，
犹太人与回回民族穆斯林共用“清真寺”一名也有标志其社会位置之可能。
前已述及，“清真”一词已于有明一代被伊斯兰教正式固定下来，所以犹太
教也就不便使用，更名的原因也确如陈垣所言出于区别之需。从表面上看，与伊
斯兰教相区别作为更名的直接动机是无疑值得肯定的，而且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
过。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即便犹太教与伊斯兰教渊源极深并有试图与之发生联
系的需要，但是犹太教试图与伊斯兰教进行话语上的区分的在当时是极为迫切
的。与元代“色目人”享有的优待有所区别，明代回回民族受到了民族同化政策
的影响，社会地位显然大不如前。虽有明代上层穆斯林受到朝廷之褒扬，但穆斯
林群体的境遇难堪时常受到政治歧视。 25 及至明代，同为“色目人”的犹太人
为了谋求社会生存空间，为了尽可能地不受民族宗教政策的限制，就相当有必要
摆脱前代所划定的“色目人”身份。因而犹太人便试图在宗教话语上采取与回回
民族穆斯林所信仰的伊斯兰教相区隔，以谋取社会发展空间、争夺公共资源利益，
也就是文化适应的动力所在。应该说明的是，这并不是意味着犹太人将信仰作为
利益盘算的工具，至少在碑文上可以看出犹太人对信仰是相当虔诚的。这里还需
再次强调，明代犹太教试图与伊斯兰教的区分仅是语言文字表面上的区别，是出
于消除政治敏感的话语需要，因为实际上明代犹太教与伊斯兰教之间仍有所往来
无疑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万历年间犹太人从回回穆斯林处购买经卷即是一证。26
至于犹太人于正德年间何以选择并确定以“尊崇道经寺”诸字来更替旧名，
要想理解这一具体操作可从碑文中寻得一二关键线索以直接说明。正德碑所记
“其寺古刹也，以为尊崇是经之所”、
“凡在天下，业是教者靡不尊是经而崇是道
也”、
“然教是经文字，虽与儒书字异，而揆厥其理，亦有长行之道，以其同也”。27
从碑文内容来看，一赐乐业寺是“尊崇是经”的地方并以“尊经”、
“崇道”为宗
23

杨曼苏、肖宪：
《犹太人》
，载《世界知识》2005 年第 4 期，第 62 页。
张倩红、刘百陆：
《从遗存碑文看开封犹太社团的社会生活》，载《河南大学学报》2006 年第 6 期，第
97 页。
25
葛 壮:《明代社会中的伊斯兰教和穆斯林》
，载《世界宗教研究》2002 年第 1 期，第 113 页。
26
徐伯勇：
《开封犹太人的几个问题》
，载《同济大学学报》1991 年第 2 期，第 159 页。
27
陈 垣：
《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载《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
》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60 页。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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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传统，其教义甚至与儒门经典也是可相融通的。在狭义的古代汉语语境中，
“尊
经”、
“崇道”具有特定含义，是对儒家经典以及道理的尊敬与崇拜。可以说，出
现在正德碑的“尊崇道经”就是明代犹太教所进行的对儒家文化的借用，以适应
在汉语语境下的活动。明代犹太教“儒化”的特点是，顺应中国文化思想援引儒
家经典以解释犹太教。28这种现象在明朝初年即十五世纪已经肇始，在这样一个
漫长的渐进过程中，犹太人对儒家文化从局部适应到整体认同，犹太教的核心思
想逐渐被儒家所涵化，体现在宗教观念、宗教礼俗、宗教行为及宗教体验等方方
面面。29同时与儒家学说相沟通还可为犹太人在明代社会中求得贤达，如撰碑人
左唐的出仕即是证明。30可以说，明代开封一赐乐业寺更改寺名的“儒化”方式，
是古代中国犹太人借鉴儒家思想为进行适应性策略的具体操作之一，强调了犹太
教与儒教的可沟通性，呈现出犹太教在华进行文化适应的一个侧面。
实际上，犹太教从儒家借用语汇、与儒经相互沟通的做法也并非不无借鉴，
诸多域外入华的宗教为适应汉语语境的传播都有过类似的经验。“尊经”一词亦
如“清真”一样也被许多宗教所援用，早先唐代景教就有过尝试并以命名其仪礼
经典。31更应该加以重视的是，有明一代伊斯兰教与犹太教一样也出现了“儒化”
倾向，从而可以考虑一赐乐业寺的更名举措与当时伊斯兰教的“儒化”表现有关，
这也就有必要将犹太教与同时代伊斯兰教的转变情况加以对照参考。明代伊斯兰
教在传播进行中，也广泛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明代伊斯兰教的“儒化”
是以汉文译著出现为背景进行推动的。明代回族儒家学者用汉文翻译伊斯兰教典
籍，用汉文撰述伊斯兰教理论，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和中国穆斯林的心理与
素养，对伊斯兰教教义做出创造性的解释和发挥，使之适应中国的社会环境以解
决其中国化（很大程度上是儒化）的问题。32不难看出，无论伊斯兰教还是犹太
教，二者面对着以汉语为基础的强烈文化氛围，应对着一致的遭际与形势，并且
二者都与儒家学说进行沟通的文化适应也是相似的。
虽然从表面上看，明代开封一赐乐业寺更名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与伊斯兰教相
区别，但仅以直接目的似乎并不能完全解释“尊崇道经”四字的出现。从碑文来
28

刘五书：
《从犹太碑看开封犹太人的儒化过程》
，载《中原文物》1994 年第 2 期，第 112 页。
张倩红：
《从犹太教到儒教：开封犹太人同化的内在因素之研究》
，载《世界宗教研究》2007 年第 1 期，
第 114 页。
30
张 绥：
《犹太教与中国开封犹太人》
，上海三联书店 1990 年版，第 74 页。
31
朱谦之：
《中国景教》
，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3 页。
32
牟钟鉴、张践：
《中国宗教通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842-843 页。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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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明代犹太教的儒化倾向促使了其更名文字的具体确定。然而基于犹太教与伊
斯兰教的种种密切关系，甚至还有认为“明清期间，开封犹太人的文化曾已被认
同于中国伊斯兰文化”， 33不难发现明代犹太教之所以出现儒化倾向与伊斯兰教
在当时的适应汉语的种种调适是分不开的。可以说，犹太教与伊斯兰教的区分仅
仅是意图上的，而更名现象背后所体现的犹太教在华的文化适应是与明代伊斯兰
教的“儒化”倾向在策略和方式上是联系在一起的。
四、余 论
诚如肖宪教授早在 90 年代初指出的那样，
“中国对犹太人的了解和认识却开
始得很晚”，34可以说直到如今对犹太人，特别是古代中国的犹太人，也都还是相
当不充分的。虽然陈垣以《开封一赐乐业教考》对犹太教在华的历史情况进行了
基础性的论说，但是犹太教在华传教的历史问题也还有很多值得讨论之处。
对于犹太教与其他域外来华等诸多宗教在华展开适应、融合的必然现象，前
人时经训早有言之“凡宗教流传他国，必与是固有之宗教融合，方能存在。”35诸
如当前学界业已就“儒化”问题有过诸多研究，上文仅据开封一赐乐业寺在明代
的更名问题并联系了当时伊斯兰教的儒化倾向进行了讨论，期以补充犹太教在华
文化适应之一侧面。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对于犹太教在华文化适应的关注不只是
注意到其与儒教之间的交涉，而忽视犹太教与其他宗教传统在华进行交涉的事
实。清代开封一赐乐业寺有记为“云间沈荃敬书”之楹联即为证明，“自女娲嬗
化以来，西竺钟灵，求生天生地生人之本。由阿罗开宗而后，中华衍教，得学儒
学释学道之全。” 36 自下联就足以见得，古代犹太教在华的活动对儒道释三教都
有过汲取丰富的经验。不仅如此，除却与儒道释三教有所容受之外，更应该关注
到的是，研究古代中国犹太教不应该断然地遮蔽犹太教与其他来华宗教的相似境
遇，最值得注意的是其与伊斯兰教的关涉，或许才能更为深入地考察犹太教所要
面对汉语文化的处境及其文化适应的应对策略。从方法论上可以讲，在强调犹太
教区别于其他宗教的自立性之同时，更应该注意到其与他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或
许如此才能察识到前人未发之覆。一如宋立宏指出的那样，入华犹太人的研究要
33
34
35
36

徐亦亭：
《开封犹太人和中国古代民族文化》
，载《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 年第 3 期，第 46 页。
肖 宪：
《近代中国对犹太人的了解和态度》
，载《思想战线》1993 年第 6 期，第 80 页。
孔宪易：
《开封一赐乐业教钩沉》
，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 年第 3 期，第 69 页。
陈 垣：
《开封一赐乐业教考》
，
《陈垣学术论文集（第一集）》中华书局 1980 年版，第 2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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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中伊斯兰世界的背景多加留意，也许可以更充分地揭示出他们与多元化的中
国社会动态交往中的互动关系。37相信随着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一定能揭开历史
上犹太教与其他宗教在华交往的事实及其文化适应的更多面貌。

37

宋立宏：
《蓝帽回回与犹太门》，载《南京大学学报》2013 年第 4 期，第 1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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