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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成吉思汗祭奠是蒙古族祖先祭祀的流转与发展,本文在梳理成吉思汗祭奠历史脉络的基础上, 探讨了该文化现象延续

至今的主要原因    黄金家族后裔历史记忆使然。纵观成吉思汗祭奠八个世纪的历史, 它在人们追寻历史记忆目的下被推延,并在

不同朝代赋予不同的记忆内容,直至形成为鄂尔多斯地区的祭祀风俗。

[关键词] 成吉思汗祭奠;正统观念; 历史记忆

[中图分类号] K2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3492( 2006) 03- 0038- 04

作者简介:乌云格日勒, 女,蒙古族, 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

成吉思汗祭奠的历史变迁, 与蒙古汗庭变迁史密切相关。

古代蒙古族信仰萨满教, 成吉思汗祭奠的形成建立在萨满教灵

魂不灭和万物有灵观念之上。蒙元时期, 成吉思汗祭奠作为祖

先祭祀被推广,成为全体蒙古族共同祭拜的 #总神祗∃。元朝灭

亡,元王朝的统治成为一种记忆, 元朝后裔恢复前朝统治的愿望

和挫败异姓人争权的雄心,使他们强化了成吉思汗    忽必烈

系#黄金家族∃后裔这一概念, 并认为这一系才是正统。在此正

统观念的推动下, 忽必烈后裔重组并完善了成吉思汗祭奠,逐渐

形成为#成吉思汗八白宫∃。明朝灭亡, 清朝确立了统治地位, 元

朝残余政权解体, 持续四百多年之久的蒙古汗廷统治结束,成吉

思汗及其后裔的汗权统治成为一种记忆。成吉思汗祭奠始终在

一种历史记忆的追寻中被人们推行和延续, 逐渐地形成了鄂尔

多斯地区的祭祀风俗。

一、成吉思汗祭奠的形成

成吉思汗祭奠是自成吉思汗去世后所形成的文化现象。

1227年 ,成吉思汗在征服西夏途中病逝, 后人对其施行了秘葬。

成吉思汗的出现彻底改变了蒙古社会和蒙古人的命运。他于

1206 年建立大蒙古国,结束了蒙古高原部落间无休止的征战, 创

立了蒙古文字, 将族属不同、社会发展不平衡、方言各异的部众

统一在一个汗权之下, 形成了具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

同语言和共同心理素质的民族共同体。可想而知, 这样一个特

殊人物的去世,为当初的蒙古社会带来何等的震撼。#您像黄鹰

一样飞去了吗? 我的主上呵! 您竟成为辚辚舆车的载荷而去了

吗? 我的主上呵! 您果真撇下后妃子嗣而去了吗? 我的主上

呵! 您果真抛下属众臣民而去了吗? 我的主上呵! %%您为使

九色人众幸福安乐, 而在六十六岁升天逝去了吗? 我的主上

呵! ∃
[ 1]
这是&蒙古源流∋所记载的护送成吉思汗灵车时随行人员

哭颂的一段话。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 蒙古民众对成吉思

汗之死的痛惜与悲哀。这一切源于成吉思汗的伟大业绩, 人们

将巨大的痛苦与哀悼寄托于对成吉思汗的祭奠之中。古代蒙古

族信仰萨满教 人们以蒙古族特有的 #鄂尔多∃ (元代译为斡耳

朵)祭祀方式祭奠这位特殊人物。
(
在广大民众心中, 成吉思汗

不只是一般的君主,他被传说, 被建构, 他不灭的灵魂成为古代

蒙古人名副其实的佑护神而被人们祭祀。

成吉思汗祭奠是在其生前四大鄂尔多基础上形成并逐渐完

善的。拉施特在&史集∋中记载了成吉思汗去世后, 遵照其遗言

秘不发丧, 平定西夏后在四大鄂尔多为他举行哀悼, 后妃、诸王

连续三个月从四面八方赶来哀悼祭奠的情形。
[ 2]
四大鄂尔多是

成吉思汗生前居住和议定重大事项之地, 有严格的护卫制度, 分

别处于成吉思汗四大妃子驻地。成吉思汗去世后按照蒙古族幼

子继承父亲家业的习俗, 拖雷继承了四大鄂尔多。成吉思汗汗

权继承人选定之前拖雷任监国, 根据成吉思汗遗言及属众愿望,

拖雷发布了成吉思汗去世消息并组织后妃、诸王进行祭奠。拖

雷是成吉思汗祭奠的发起人和最早管理者, 四大鄂尔多祭祀是

成吉思汗祭奠的最初形式。古代蒙古人认为, 成吉思汗居住过

的鄂尔多和他所用过的遗物,都吸收和依附着他的灵魂。因此,

蒙古族灵魂观念基础上形成的鄂尔多祭祀, 根本区别于中原汉

地帝王陵墓祭奠。成吉思汗葬地, 对外严格保密,周围由特派的

一千户兀良罕人守护, 是禁止人们进入的大禁地, 人们无法在他

的葬地举行祭祀,成吉思汗祭奠在四大鄂尔多进行。

二、成吉思汗祭奠的历史变迁

成吉思汗祭奠与一个名词    #鄂尔多∃密不可分。#鄂尔

多∃即可移动的毡帐, 是蒙古语#宫殿∃之意。四大鄂尔多祭祀经

蒙古帝国窝阔台、贵由、蒙哥等几任汗廷的继承, 到元代忽必烈

时期进一步完善,北元 (明代)形成了包括成吉思汗四大妃子灵

宫、成吉思汗遗物等在内的八个鄂尔多    #成吉思汗八白宫∃。

成吉思汗祭奠创始人拖雷死后, 他的正妻唆鲁禾帖尼接管

了包括封地和军队在内的家族权力。唆鲁禾帖尼生蒙哥、忽必

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四子。母亲去世后, 幼子阿里不哥继承了

拖雷的家业,在与忽必烈的汗位争夺中失败后请降, 1266 年病

死。

忽必烈时期是元朝发展的鼎盛时期 他统 南北中国 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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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今天疆域的基础,举农桑、扩屯田、修水利, 使社会经济得到发

展。这为继承祖先祭祀提供了物质、政治、经济保障。因此 , 蒙

古人祖先祭祀在忽必烈时期得到前所未有的完善。1292 年忽必

烈封嫡孙甘麻剌
)
为晋王, 成吉思汗四大鄂尔多归甘麻剌管辖。

此后形成大汗坐镇大都 ,晋王镇守蒙古本土的惯例, 成吉思汗祭

奠管理被纳入朝政大事。可见忽必烈对漠北本土祖先祭祀的重

视程度。忽必烈与汉地交往多,受汉文化影响大,参照汉地习俗

在大都建立太庙, 分八室供奉了也速该、成吉思汗、窝阔台、术

赤、察合台、拖雷、贵由、蒙哥等人及其妃子。根据&元史 祭祀

志∋,祭祀以上四世祖先时由太祝(萨满)从也速该开始呼祖先名

号、报祭祀时间、数献祭祭品,最后将剩余祭品向外抛洒。从这

些记载来看 ,忽必烈在祭祀方式上完全遵循了蒙古族传统。忽

必烈称汗于开平, 1272 年定都大都后开平升为上都。他在每年

夏季离开大都到上都避暑,按民族习俗祭奠祖先圣灵,完全以祖

先传统方式 #洒马乳祭祀天地∃, 其隆重程度可在&元史 祭祀

志∋、&十善福白史∋等蒙汉文史籍和外国游客的游记中得到证

实。作为深受汉文化影响的皇帝为什么如此重视并亲临上都隆

重举行#洒马乳∃形式的天祭? 古代蒙古族信奉萨满教, 朴素的

萨满教信仰视自然万物均有灵魂, 在野外进行洒祭是他们# 讨

好∃自然神灵的最直接方式。然而当阶级出现以后, 自然神灵出

现了等级,天神#腾格里∃成为人们至高无上的神, #汗权天授∃观

念开始进入人们的头脑。如同&蒙古秘史∋的建构, 成吉思汗先

祖孛儿帖赤那#奉上天承运而生∃, 把祖先和永恒不灭的腾格里

联系到一起,这样成吉思汗后代汗权继承的合法性问题得到解

决。可想而知,在一个深受萨满教影响的世界, 神威巨大的腾格

里天神面前任何普通人的力量都是渺小的。只有那些 #上天子

孙∃们不断向自己的先祖#天父∃洒祭、献祭, 不能违背天意的普

通人们跟随这些#天之后代∃而顺应天意, 逐渐地这种祭祀方式

走入百姓的祭祀和信仰生活,成为蒙元帝国时期最大、最普遍的

祭祀方式而被中外史书记录下来。成吉思汗本人是个笃信萨满

教的信徒, 他对天崇拜的境地之高可从一些蒙汉史籍当中窥见。

忽必烈的童年在祖辈和父辈萨满教信仰的熏染中度过, 对他来

说遵循祖规是天经地义之事, 何况祖上留下来的这一#法宝∃对

于维护他的汗权统治具有绝对说服力。视天为#父∃的蒙古族腾

格里崇拜观念与祖先祭祀结合在一起, 成为影响成吉思汗祭奠

的最重要因素。

在忽必烈以后的整个元朝,统治者遵循其旨意,继承了他的

祭祖方式与思想。忽必烈时期形成的大汗驻守大都、晋王坐镇

蒙古本土并管理成吉思汗四大鄂尔多祭祀的惯例, 贯穿了元王

朝。当元朝末代皇帝脱欢帖睦尔被迫离开大都时, 大都、上都的

祭祖思想和祭祖方式被传至蒙古高原。大举推行佛教, 奉行政

教并行的忽必烈固然受佛教影响很大, 但当时的佛教传播仅限

于皇室贵族之中,漠北作为成吉思汗出生地和威震东西方的发

家之地,是萨满教信仰根深蒂固之地。上都、大都的祭祖思想与

当地对成吉思汗的特有情感结合一起, 很快得到进一步发展。

净化,为形成真正的蒙古族鄂尔多祭祀打下坚实的基础。显然,

在四鄂尔多基础上形成的八白宫#八∃之数字, 和大都太庙八室

之#八∃不无关联。

元朝被推翻,明廷为彻底消灭北元蒙古的残存力量, 曾一度

逼近漠北都城和林。蒙古贵族与明朝廷抗衡的结果, 削弱了自

己的力量,却助长了异族封建主的迅速崛起。此时蒙古政权处

于明廷和异姓强权的夹缝之中, 极度困难, 有关成吉思汗祭奠及

其鄂尔多的消息被完全封锁, 14 世纪末期到 15 世纪初期的几十

年中几乎看不到相关记载。
[ 3]
显然, 蒙古汗庭采取的是借助鄂尔

多的可移动优势, 以秘密、移动的祭祀方式,在逆境中顽强保存

并延续着成吉思汗祭奠。

蒙古政权的后退, 为重组成吉思汗祭奠及八白宫的形成创

造了条件。以下几点可以说明, 北元前期是八白宫形成的关键

时期: 第一,根据&元史∋和&史集∋等记载, 元代祭祀成吉思汗的

地点有三个, 即上面提到的大都太庙、上都和蒙古本部漠北四鄂

尔多。蒙古政权蒙古本土, 是这三地各要素相互融合的合理时

机。根据笔者田野调查,现今成吉思汗祭奠中的萨满教残留和

在祭祀仪式中的具体做法, 说明八白宫的形成建立在三者融合

基础之上。第二, 出现在拉施特笔下和明朝所修&元史∋当中的

成吉思汗四鄂尔多和相关祭祀线索 , 此后很长时间没有出现。

这正如达尔扈特人颂读的祭词和他们自己的解释,
∗
称成吉思

汗八白宫是#不出现于书本记载的绝密∃。能够出现在异族人笔

下的鄂尔多,为什么成为蒙文史书都不可记录的 #绝密∃? 这和

蒙古族祖先祭祀的#保密∃传统密不可分,
+
但同时也与一个重

要原因不无关联:当时北元政权的势力不足以保证成吉思汗祭

奠的绝对安全,但前朝 (元朝)历代汗廷倍加重视的成吉思汗祭

奠也不可能就此消失, 显然他们对祖先祭祀采取了新的措施。

这些新的举措对外当然要严格保密 ,自然也就不会出现于书籍

记载了。第三,退回漠北的北元汗廷并没有放弃重振祖业的决

心,相反他们每时每刻都想着恢复大元汗权。在明朝时期的蒙

古大汗称汗号、建年号时多采用#元∃或#大元∃二字, 这正说明了

退居蒙古本土的元王室后裔始终坚持自己是元王朝合法继承人

的思想传统。
[ 4]
这时完善祖先祭祀, 利用漠北萨满教阵地和先祖

成吉思汗在蒙古人当中不可磨灭的威信, 是他们证明自己正统

性的最有利的精神 #武器∃。此时完善成吉思汗祭奠, 具有 #天

时、地利、人和∃之优势。第四, 蒙古族游牧文化的鄂尔多、灵魂、

翁衮偶像崇拜优势,
,
为长期身处大都深受汉文化影响的元裔

子孙,提供了结合漠北四大鄂尔多祭祀,完善成吉思汗祭奠的借

鉴经验。鄂尔多祭祀既适合游牧文化特征, 更有利于随时应变

人为因素对祖先祭祀的破坏, 能够保证祖灵香火不断。第五,

#鄂尔多斯∃一词在明代汉籍中的出现, 说明八白宫的形成早于

此词出现之时。#鄂尔多斯∃即鄂尔多的复数形式, 是诸多鄂尔

多之意,以管理八白宫的人众为主逐渐形成部落, 鄂尔多斯成为

部落名。
[ 1]
鄂尔多斯在&明实录∋、&九边考∋等汉籍中以#阿尔秃

斯∃、#阿尔秃厮∃等形式出现,清代以后译为#鄂尔多斯∃。据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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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合法代表集团,该如何重振祖业? #过去的形象一般会使现

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这是一条暗示的规则: 任何社会秩序下

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 10]元裔为使自己的利益

合法性得到承认,必须寻找这种#过去的形象∃,而这种过去的形

象便是成吉思汗的伟大业绩,忽必烈的伟大业绩, 元裔必须让人

们具有这个#共同记忆∃。此时完善成吉思汗祭奠, 能够在事隔

三个世纪后唤起人们对伟大圣主的再次记忆, 而在八白宫中添

加忽必烈母亲的祭祀成分, 能区分出所有成吉思汗子孙中的一

个特殊群体, 即成吉思汗    忽必烈黄金家族后裔。元裔不仅

需要鼓自己的勇气, 而且须在更大范围内团结和凝聚更多蒙古

人重振祖业。成吉思汗祭奠的完善把人们引向统治者旗帜下的

共同记忆, 这种记忆对他们证明自己的正统性带来无形的力量。

为此,元裔及其追随者们煞费苦心: 八白宫定居鄂尔多斯后, 为

确保八白宫能被永远控制在鄂尔多斯, 不惜虚构 #古儿别勒只哈

屯∃之人而建构出#成吉思汗八白宫不过黄河∃的传说;
−
不惜制

造#历史∃, 创造出成吉思汗安葬鄂尔多斯的传说 (衣冠冢安葬传

说) ;为增加成吉思汗战纛的威力与神秘性, 传说黑纛是天降神

物;
.
伴随成吉思汗祭奠产生的传说在鄂尔多斯还有很多。

八白宫曾是汗位继承人合法性的标志,是历代大汗的争夺

对象。据记载, 阿台汗、答言汗都在八白宫前即了位, 甚至异姓

封建主脱欢、也先也是在八白宫前即的位。
[ 1]
在蒙古人的观念

中,八白宫神圣不可侵犯, 根据出自达延汗后裔萨冈之手的&蒙

古源流∋记载, 由于脱欢在八白宫前说了冒犯之话, 受到成吉思

汗在天之灵#报应∃而死。 显然, 这一建构代表了众多成吉思汗

   忽必烈系黄金家族后裔的立场, 在他们看来只有忽必烈系

具有继承汗权的正统性, 异姓人当权定要受到成吉思汗灵魂的

惩罚。#保持记忆成为可能的那种联想,与其说是相似联想或接

近联想, 不如说是兴趣和思想的一致性。这并不是因为思想相

同,所以我们能够唤起它们, 而是因为这个群体对这些记忆感兴

趣, 从而能够唤起它们, 所以它们在我们的脑子里聚集在一

起。∃[ 10]在北元政权范围内, 统治者控制着绝对话语权, 可以通

过任何方式达到他们所#感兴趣∃的集体记忆。巴秃猛可是蒙古

历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他收服右翼、统一蒙古本部、分封子嗣,

剥夺了异族异系封建主对部落的控制权, 重新恢复了大汗在全

蒙古的统治。巴秃猛可即位后封汗号为#达延∃。#达延∃即汉语

#大元∃之蒙古语音译,经过元音顺同化调整后形成。
[ 4]
达延汗统

一蒙古是众蒙古的人心所向,直接将#大元∃冠为自己的汗号, 可

见明代蒙古人对前王朝的深刻记忆和黄金家族正统观念的根深

蒂固。只靠观念意识的记忆, 当然不足以延续成吉思汗祭奠八

个世纪之久。保罗 康纳顿在谈到社会记忆的时候注意到,任何

社会成员都会有一个建立在肢体性仪式上的共同记忆, 他说:

#有关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 是在(或多或少是

仪式的)操演中传送和保持的。∃#但是, 纪念仪式只有在它们是

操演的时候 ,它们才能被证明是纪念性的。没有一个有关习惯

的概念 操演性是不可思议的; 没有一个有关肢体自动化的观

念,习惯是不可思议的。∃[ 10]清朝,失去汗权后的蒙古贵族,在清

王朝允许的范围内完善了成吉思汗祭奠, 祭祀仪式、祭规等进一

步规范化、制度化。由于济农权限的缩小, 以济农为代表的蒙古

贵族只能在祭祀祖先的仪式操演中寻求从前的记忆, 从某种意

义上成吉思汗祭奠更加完善了。成吉思汗祭奠有一套完整的祭

祀仪式, 是在历次完善中逐渐形成的, 仪式分龙年大祭、虎年大

祭、年祭、四时大祭 (季祭)、月祭、日祭。几百年来, 人们在追寻

祖先记忆的观念基础上,参与仪式,思维观念和肢体仪式共存互

生,通过仪式的反复操演, 成吉思汗祭奠得以绵延。直至这种延

续形成为鄂尔多斯地区的风俗,鄂尔多斯人带着这种#地方性知

识∃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建国后, 经过几十年的维修与扩建,

现今的成吉思汗陵以崭新的面貌迎接着世界游人的到来。

[收稿日期] 2005- 11- 19

注 释

(乌云格日勒.成吉思汗祭奠的萨满教根基 [ 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学报. 2005, 6.

)甘麻剌是忽必烈所立太子真金之子.

∗达尔扈特人是为成吉思汗守灵并专司祭祀的人们,在田野调查中曾听

达尔扈特们说,成吉思汗八白宫是不可对外公开的秘密。一些仪式中达

尔扈特们至今仍坚持这一传统,因而笔者在调查中受到一定限制。

+古代蒙古族祭祖时往往商讨和决定族内大事,因此形成了祭祖对外严

格保密的习俗。

,笔者在&成吉思汗祭奠的萨满教根基∋一文中对翁衮崇拜略有探讨。

/当初的河套地区包括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在内的广阔地域。

0#济农∃这一封号在达延汗以后就出现了滥用现象,不少非巴尔斯博罗

特后裔中也有称# 济农∃的人,这说明蒙古大汗已失去对各部的控制。

1成吉思汗陵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霍洛苏木境

内,当地人简称# 成陵∃。

−传说大意:成吉思汗征服西夏后, 杀西夏王夺其妃古儿别勒只哈屯。

古儿别勒只哈屯不从,跳入黄河自杀。为此,成吉思汗极为懊悔,发誓再

不过黄河。后人遵循其旨意,形成八白宫不过黄河的习俗。

.传说大意:一次战争中成吉思汗损失惨重, 于是向天祈祷,结果# 天父∃

开恩降下神纛哈日苏鲁锭(黑纛)。从此成吉思汗战时高举黑纛,百战百

胜、所向披靡。

&蒙古源流∋第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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