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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成吉思汗 天力论 思想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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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成吉思汗利用蒙古社会传统的 长生天 思想,形成其独特的 天力论 :汗权天授; 代行天职;恭行

天罚; 得天赞助;忠诚得天佑护。 天力论 思想是直接为忠君思想服务的。虽然它在哲学上属于唯心主义理

论, 但包含着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法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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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是世界历史名人。有关成吉思汗的研究

已经超越历史时空,冲破民族和国家的界限,成为世界

性热门话题。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而

且他一生的言行包含、贯穿和体现着丰富的哲学思想,

如 天力论 。蒙古人最早触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是从关于天与人关系的思考开始的。人们从复杂的自

然现象当中抽象出所谓 天 的理念,实际上是把自己

和自然分开。这一论证的最初形式里不仅包括人与自

然的对立、肉体与灵魂的对立,而且与宗教意识形成一

体。这一认识由自发到自觉的转移过程经历了漫长时

期,随着人们的生产实践和智慧的发展,天人关系已经

超越纯粹人与自然的界限,成熟为成吉思汗的 天力

论 思想,也称为 长生天力论 。

一、天力论 的思想来源与历史背景

古代蒙古社会心理和道德观念,崇天崇祖,对于腾

格里(天) # # # 怀有崇敬的心情。成吉思汗的时代正当

蒙古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历史大变革时

期。由于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再加上连年的战争和

社会动乱,人们对天灾人祸得不到正确认识和科学的

解释,于是就把一切恐惧、不安和不解之谜,以及对未

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统统寄托在神秘的天意上。这在

!蒙古秘史∀和其他史籍中,都有很多记载。

!蒙古秘史∀中所记载的大大小小的战争以及各个

时期的历史事件和各类人物的举止言谈等,无一不和

长生天 联系在一起。天和天意几乎成了人们解释一
切现象的最高原则。因此,传统的 长生天 思想在当

时十分盛行。成吉思汗顺应历史潮流,统一了蒙古各

部,完成了蒙古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变化,从而解

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蒙古族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

展。因此,成吉思汗自然也就成了当时蒙古族人民心

目中的神 # # # 长生天 派到人间的代表,是受命于天

的 天子 。
为了说明成吉思汗是受命于天的 神的使者 ,首

先把他的祖先说成是受天的委托降生到人间的,并增

加了许多神秘的色彩。比如,在!蒙古秘史∀开篇便写
到: 成吉思可汗之根源。奉天命而生孛尔贴赤那

∃∃ [ 1] ( P1)还说成吉思汗的第 12代祖先不忽合答吉、

不合秃撒勒只、孛端察儿蒙合黑三人是其母阿阑豁阿

感光 而生的非凡人等,因而成吉思汗的出世当然也

是天意所至, 奉天命而生 的了。所以他生下来时候

也和凡人不同, 右手捏血块大如髀石 。[ 1] ( P6)不仅生时

古怪,且其相貌也长得非凡,诸如说他 面如白玉,龙眼

凤眉,鼻端耳大,唇红齿白,腰长胸阔, 英勇威武,有人

君之度 [ 2]。更有甚者,把他的发怒叫作 神的盛怒 ,把

他的死叫作 升天 。[ 1] ( P355)从成吉思汗降生到死亡都予

以神化,不同凡人。

人们心目中有一种思想,即成吉思汗是 长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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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的天神)在人间的代表, 上天注定他是蒙古的帝

王。当成吉思汗登上汗权宝座时,有萨满教主帖卜%腾

格里为他祈祷,是 长生天 的旨意让他管教百姓,即

汗权天授 ,靠 长生天 的保佑,成吉思汗才统一了蒙

古诸部。总之,以!蒙古秘史∀为主的史料对成吉思汗

及其家族的描述,从降生、长相、霸业到死亡都给神话

了。而这种神话的目的,显然是要在人们心目中牢牢

地树立这样一种思想,即成吉思汗是 长生天 在人间
的代表,命中注定要成为蒙古民族的帝王,人间的圣

主;他的意志就是 长生天 的意志, 任何人不得违抗。

这就是 天力论 # # # 是当时时代精神的精华。

二、天力论 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宗教唯心主义盛行和 自影外无其友,尾外无其

婴 [ 1] ( P38)
的极度孤苦困迫的逆境中成长起来的成吉思

汗,是 天力论 的信奉者。但是,他并没有简单地因循

前人关于 长生天 的思想。因为,他深知用武力统一

长期分裂、相互仇视和混战的各部之后,要巩固自己的

权力和地位,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还必须用一种精神

力量来统一和控制人们的思想, 笼络人们的感情。于

是,他利用蒙古社会传统的 长生天 思想,赋予了其新

的内容,并形成了独特的 天力论 思想。
(一)汗权天授。这是成吉思汗 天力论 的核心内

容,是其阶级实质在 天力论 中的集中表现。在他称

汗之前,从不放过任何机会向其部众宣扬 汗权天授 

的思想,为自立为汗大造舆论。在称汗的过程中,他利

用帖卜%腾格里转达天意的手法宣扬 汗权天授 的思

想,直接为自已称汗服务。!蒙古秘史∀里有这样一段

记载,在成吉思汗与札木合分离时,扎木合的同母异父

兄弟豁儿赤(萨满教主 # # # 帖卜%腾格里)出来转达天

意说: 俺本不离扎木合者。然神来告余,使目睹之矣

∃∃无角黄犍牛,高擎大房下桩,驾之,曳之,自铁木真

后,依大车路吼之,吼之来也,此天地相商,令铁木真为

国主之意,载国而来也。神使我目睹而告焉 [ 1] ( P84)。

由于无角黄犍牛弃札木合并高擎他的大房下桩,载国

而来投奔成吉思汗, 许多部落首领也纷纷投奔成吉思

汗,使他获得大汗的桂冠。在封汗的时候,为了突出和

强调他的汗权是 天授 的, 宣称 成吉思汗 这个封号

也是 长生天 直接授予的。例如,成吉思汗完成统一

蒙古大业,在成立蒙古大帝国的庆典上,有卜者阔阔出

郑重进议说: 具有古儿或大汗等号之封主既已败亡,

不直采用此有反迹之同一称号, 今奉天命为成吉思

汗 [ 2]。为了增加神圣的色彩,有的史书在描写封号的

仪式时,说帖卜%腾格里在严寒中,赤身露体走进荒野,

回来后宣称: 天神跟我谈过话, 他说: &我已把整个地
面赐给铁木真及其子孙,名他为成吉思汗,教他如此这

般实施仁政∋  [ 3] ( P40)。于是就尊称铁木真这位蒙古大

帝国的皇帝为成吉思汗。以此来使自己的臣民们慑服

恭顺,树立皇权不可动摇的信念。从以上几例不难看

出,成吉思汗 汗权天授 的思想有些虽然是通过宗教

仪式和神话传说表达,但是从当时所发挥的作用和产

生的社会效果来看,它的价值并不亚于董仲舒 君权神

授 的理论和柏拉图的 理想国 理论。

(二)代天行职,恭行天罚。这一内容是和 汗权天

授 的思想密切相关的。如果说 汗权天授 是成吉思

汗政治目的和阶级实质在 天力论 中的集中表现,那

么, 代天行职, 恭行天罚 则是为实现其政治目的,维

护其权威,推行其意志而采取的一切行动的借口,或者

叫作理论根据。既然成吉思汗是 长生天 派到人间的
圣主,是体现天意主宰万民的帝王,那么,他的权力就

是神圣的和至高无上的,谁违抗了他的意志,他就要以

神的盛怒 对其 恭行天罚 。例如,!蒙古秘史∀里有这

样一段记载:为成吉思汗立过大功的通天巫阔阔出因

侮辱和离间成吉思汗的兄弟而被杀死,成吉思汗却说:

故不得天的帮助, 将其性命身躯而去矣。 [ 1] (P279)这说

明尽管他是能转达天意的通天神,只要触动成吉思汗

的权力和尊严, 就免不了受 天 的惩罚。成吉思汗俨

然以 长生天 的化身自居,绝不允许任何人违背他的

意志,伤害他的利益,否则,他就要以 神的盛怒 去惩

罚。在讨伐违背他的意志, 伤害他的利益的敌国时进

行战前动员, 表明这是代天行职, 恭行天罚。对他来

说,胜利是天经地义的;对于敌国来说,失败也是命中

注定的。纵观成吉思汗的一生,不论是与族内政治势

力的斗争,还是对异族的征伐,每次战争的胜利都被说

成 赖天地之赞力 ,在 长生天的佑护 下取得的。 天

力论 思想还表现在大蒙古国的法典(成吉思汗为健全

政权, 800年前立了闻名于世的大法典 # # # !大札撒∀)

里面。!大札撒∀法典第一条写到: 蒙古国达来(即海

# # # 笔者)可汗依照长生天的力量下发的命令传到百

姓,百姓一定要尊崇,一定要惧怕。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

各部落建立的蒙古国的国家玉玺也刻有 苍天力量 几
个字。这说明当时蒙古人认识世界的能力已经达到较

高的水准。成吉思汗把在萨满教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祭天活动,提升为 长生天的力量 的概念。 长生天的
力量 指的是天命苍天的规律和茫茫宇宙中存在的巨

大能量。这个能量能够调节人类的一切活动。以苍天

力量或宇宙规律作为忠诚的标准,才能够指定民富国

强、百姓安居乐业的政策、法令和命令。
[ 4] ( P338~ 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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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得天赞助。这也是成吉思汗 天力论 的一个
主要内容。既然成吉思汗的一切行动都是代天行职,

恭行天罚,那么, 他必然时时都能得到 长生天的佑

护 ,事事都能获得 天地之赞助 。首先,他把战争的

胜利归之为 得天赞助 的结果。成吉思汗因得到皇天

和厚土的赞助,所以,总是常胜不败。而被征服者的失

败,则是 上天震怒了。 [ 1] (P184~ 185)其次,成吉思汗遇到

危难时能逢凶化吉,化险为夷,以为是 得天赞助 。例
如,有的史书上说,成吉思汗早年三次遇难,都是因为

得天赞助而安然度过。[ 2]成吉思汗一生的戎马生涯,遇

到的危难自然是很多的,因此,这类记载也很多。这些

记载,其用意无非是想说明,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

登上皇位,是由于 长生天 佑护和赞助的结果。最后,

成吉思汗治理军国大事也能 得天赞助 。作为一位卓

越的政治家,他懂得要取得战争的胜利以及治理军国

等大事,没有人才是不行的,但他把人才的获得说成是

天赐 的。例如,成吉思汗曾得意地指着耶律楚材对

太宗(窝阔台 # # # 成吉思汗的三子)说: 此人天赐我

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 [ 5] ( P480)

(四)忠诚得天佑护。这是成吉思汗提出的思想教

化手段,也是他的 天力论 的又一重要内容。其目的

在于利用天威来树立汗威,以使分裂的蒙古民族各部

达到团结和统一。成吉思汗利用当时社会上普遍畏

天、敬天的思想,首先提出和强调了忠于 长生天 的思

想,宣称只有以诚配天才能得天佑护。求得 长生天 

的佑护去击败敌人。为了使部众也像对天忠诚那样忠

于自己, 成吉思汗总是率先表示对天忠诚。例如,一

次,蔑儿乞部的部分人袭击成吉思汗,成吉思汗逃入不

儿罕山躲过了这场灾难。下山时,他捶胸向天发誓:

我命蒙不儿罕山遮护, 此后我与子孙永祀不忘。 告

毕,解腰带挂项上,脱帽挂手上,九拜∃∃[ 6] ( P29)为了强

调忠诚得天佑护,他常常对部众宣称: 不是靠我的强

壮, 而是靠伟大的上天的仁爱, 我才当上了可

汗 [ 7] ( P117)。他要求其部众做到: 其在背处也,仍如在

俺眼前,其在远处也, 仍如在俺近边。如此思之,则汝

将获上天之佑护乎! [ 1] ( P209)不仅如此,他还把这种不可

动摇的忠诚作为一项选贤任能的重要标准: 诚言者

也,将委以大任乎! [ 1] (P203)这些无非是把人们对天的忠

诚引导到对 可汗 的忠诚上来,利用天威来树立汗威。

此外,成吉思汗发现自己的部属有不忠、违命或奉行不

力者,包括自己的儿女无不严加惩处,为树立忠君思想

不惜一切代价。因为忠君是为封建极权统治服务的,

对于刚刚建立蒙古封建大帝国的成吉思汗来说,尤其

需要用 汗权天授 的思想来证明其汗权的至高无上

性,以巩固自己的权力,推行自己的意志。在这些忠诚

得天佑护思想的教化下,成吉思汗在自己的臣民中,牢

固地树立起了忠君思想。这一点,甚至连当时的一些

国外人士都称: 无论任何民族无论任何国家之内,从

无忠诚服从其国君,有如蒙人者,统军大将,虽距离成

吉思汗远在千里之外,对于经由一普通使者所下达之

命令,甚至处死刑之谕旨,均恪遵无违 [ 8]。

三、天力论 思想的重要特点

据史书(如!蒙古秘史∀、!多桑蒙古史∀等) , 蒙古

人很早以前就有恐惧天崇拜天的心理和行为。虽然

近代蒙古语里 天 是指自然的天, 但最初的意思是

指人化的 超人间的力量 。如果不存在超自然的、

超人间的关于天神的理念, 宗教崇拜就无法存在。

对天神的崇拜是宗教意识的核心。最初的哲学思想

也是在宗教意识当中胚胎的。所以要认识掌握宗教

的本质、发展规律及其中的哲学思想,除了以天神主

义为轴心去研究外别无它法。

蒙古社会发展到氏族社会末期,军事战争部落

联盟的形成, 巩固了部落联盟首领的地位和权威。

部落氏族之间经常打仗对立, 报仇屠杀。在这种历

史条件下,蒙古人的关于 天 的理念经过了一次变
革。原先互相分散、互为独立的众多天神,逐渐有秩

序、有种类, 并分别归属于东方 44天神和西方 55天

神。而且这东西方两类天神是对立的。这是宗教学

常说的 二元天理念 或 二元天神理念 。但是, 由

于成吉思汗统一蒙古众多部落, 结束草原分散局面,

建立高度统一的社会制度, 才形成了众多天神(包括

东西方的99个天神)之首 # # # 长生天 。这就是用
长生天 来统一和概括了一切, 一切都是受 长生

天 的控制和支配。这正如恩格斯所说: 没有统一

的帝王就不可能出现统一的天神 。

成吉思汗的 天力论 # # # 长生天 思想是唯心
主义的,但在长期残酷的战争生涯中,成吉思汗养成

了一种 一事之决,必广询博征 、注重实际,看重行

动的作风。他在战斗中逐渐认识到, 要取得战争的

胜利,光有宗教的力量,而没有物质基础是不行的;

只凭 天力论 的说教, 而不了解敌我双方力量的对

比,缺乏周密的作战计划和有效的战略战术,也是不

能取得战争的胜利的。在他看来,这一问题的解决,

还得靠勇气和实践。他认为,敌国是个有机的整体,

必须利用各种途径了解它的各种情况,包括兵力、编

制、指挥、装备、给养、地理、风俗、宗教以及内外矛盾

等,方能了解敌国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弱点,选择有利



时机,采取正确的战略战术,确保战争的胜利。为了

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他十分重视敌情的侦察,并在

长期的实践中, 掌握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侦察方法

和手段,组织了完善的管理侦察机构。他侦察敌情

的渠道是各种各样的, 担任侦察的人员, 或为派驻

外国之使臣 , 或为商队内的商人 , 并于各国, 备

用各该国之人民, 供其使用 。[ 8] 总之, 广询博征 ,

注重实际, 从调查中制定有效的作战方案, 重视人

为,讲求勇敢和实力, 以达战争的胜利。 成吉思汗

在用兵上,强与弱、攻与守、快与慢、进与退、多与少、

质与量、战与和、战斗与后勤、官与兵、以及选用人

才、严明奖惩等等方面都充满着辩证的统一观点, 能

够考虑到矛盾双方互为前提、互相联系、互为制约、

相互转化的关系。 [ 9] ( P125)这就是他的朴素唯物主义

思想和辩证法思想的表现。

总之,成吉思汗的 天力论 # # # 长生天 思想

是比较系统的。其中 汗权天授 是整个 天力论 的

本旨,是其封建极权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其阶级实

质的集中表现, 它是为论证成吉思汗统治的合理性

和至上性服务的。而 代天行职 和 得天赞助 , 是

其 天力论 的基本内容, 也是 汗权天授 思想的进

一步引证和补充。它旨在说明成吉思汗是 永恒的

青天奇迹般的生下来 的圣人, 是神圣的天使的大

汗 , 他的所作所为就是代天行职, 他对敌人的讨伐,

就是恭行天罚。至于 忠诚得天佑护 , 则是其 天力

论 思想的教化手段, 它旨在向人们说明, 成吉思汗

之所以能够得到 长生天 的赞助, 是因为他对天忠

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成吉思汗的 天力论 显

然是直接为忠君思想服务的。虽然它在哲学上属于

唯心主义理论,但还包含有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思

想和辩证法思想。 天力论 思想在成吉思汗统一蒙

古各部, 以及在建立和维护蒙古大帝国的封建统治

的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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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Genghis Khan∋ s Theory of God∋ s Domination

MENGHE Bao- yin, NAREN Qi qi- ge

( Department of Public Theory and Management, Library, Baotou Teachers College; Baotou 014030)

Abstract: Genghis Khan formed his unique theory of God∋ s dominat ion by using the traditional immortal God of

the Mongolian society. The theory is as follows: Emperors∋ power is granted by the God; Emperors perform God∋ s obliga

tion and carry out his punishment ; Emperors get help and blessing from the God through loyalty to him. This theory is

aimed at being loyal to emperors. Although it belongs to idealism, this theory still contains rich materialist ideas and di

alect ical 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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