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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会 资 源 与 家 族 化 进 程

) ) ) 以明清青州穆斯林家族为例¹

丁 慧 倩

(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北京  100081)

摘  要: 本文以明清以来山东青州地区的两个回回家族 ) ) ) 杨、赵两氏为例, 探讨这两个家族组织得以组建、发展所依靠

的不同社会资源, 以及对这些社会资源的发掘、创造与利用的历史过程。杨氏家族走正统的仕进之路, 积极参与地方事务; 而

赵氏家族则依托其宗教背景,通过世袭本地清真寺的宗教权力维持家族利益。其间, 杨氏家族曾一度趋附于赵氏的祖先世系,

但从清中期开始又回归士绅家族的道路,两个家族在各自的发展道路上都取得了成功 ,可以视为是其宗教生活、群体组织及其

内在运行机制本土化的具体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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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宗族 (家族 )制度的研究历来是中国社会史研究的重

要课题, 是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一把钥匙。从目前掌握的情

况看, 自元代以来定居于中原的回回人及其后裔也同样有宗

族 (家族 )组织存在的痕迹, 尤其是在明代后期至清代, 各种

证据十分丰富。尽管宗法观念和宗族制度与伊斯兰教的宗

教信仰存在某些相互抵触的内容,但由于域外迁入的回回早

已融入了本土的社会生活,在宗教信仰与本土文化中寻求平

衡也已成为他们的生存之道。随着宋明以来近世宗族制度

的发展, 回回宗族 (家族 )也成为地方宗族的成员之一。如果

我们不甘于仅将回回人的宗族 (家族 )组织看做是对汉文化

的学习和模仿, 而力图追寻其自身的发展逻辑的话, 那么从

宗族组织的形态、家谱的修撰以及各项活动入手, 剖析回回

宗族 (家族 )的结构、内容和运行机制, 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地

理解回回群体的社会生活。

本文选取山东青州的回回家族来初步涉足这个问题。

青州回民对自己历史的确切记述开始于明代, 在方志、家谱、

文集、武职选簿等形式的历史资料中, 我们可以看到回回人

自明代以来在本地生活的身影。这种社会生活的连贯性为

我们考察一个较为固定的人群在明清两朝所经历的历史变

迁提供了条件。文中,我们以青州城内外回回人明清以来的

生活历程为个案, 主要通过对家族文献细枝末节的分析, 考

察本地两个势力较为强大的回回家族自明代以来不同的家

族化过程,以及这一过程在清代中后期受内外因素的影响所

呈现的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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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典赤的后裔:同祖不同系的杨、赵两氏

益都杨、赵两氏是本地的两个回回望族, 尽管二者姓氏

不同, 但他们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最明显的一点,

莫过于他们有着一位共同的祖先。

益都杨氏在青州的历史可以追述到元代, 据该家族族谱

记载其祖上在元代时曾有 /官益都路总管 0和 /临朐中尉0

者, 并 /遗有田宅于青0。元明鼎革之际, 杨氏祖先莫苏曾居

住在元大都一个叫羊市角头的地方, 故而以杨为其汉姓, /至

大明洪武元年, 兵取大都,大将军令都人南迁, 六世祖遂携苏

及二女奔青州0,杨氏遂在青州定居。

杨氏落居青州之后 ,于正德六年 ( 1511年 )有杨应奎 (号

渑谷 )考中进士,历任仁和县知县、兵部主事、礼部员外郎、临

洮府知府和南阳府知府, 后被免职归乡。回乡后, 杨应奎于

嘉靖十九年 ( 1540年 )开始编修家谱, 这是杨氏家族第一次

修谱。

杨应奎在接受了儒家思想的教育之后,以 /学士大夫不

忘其先0为己任追述祖先历史, 在家谱序言里对自己家族的

来源和远祖的身份进行了如下梳理:

自周衰, 五宗九两废二族不聚, 比庐井田坏而民不生, 学

士大夫不忘其先者, 于是有氏族谱焉。自南北争战, 人多转

徙, 谱牒可考者亦无几矣。汉晋以来, 四夷来归者辄居中土,

而氏族难以悉数。隋开皇间, 西域天方国来贡,而穆速麻 º 始

入中国, 所谓回回也,史册载之。至宋宁宗开禧二年丙寅, 元

太祖即位于兀难河之源, 遂征西域, 兵至印度。赛典赤赡思

丁, 别庵伯尔 » 之裔也。率千骑以文豹白鹤迎降, 命入宿卫,

从征伐, 以赛典赤呼之而不名。赛典赤华言贵族也。累官太

师、上柱国、咸阳王。子五人, 长纳速剌丁, 亦至中书左丞相,

延安王。子十三人, 长伯颜察儿, 官至中书平章政事, 佩金

符, 尚公主,赠太师、奉元王。终元世, 子孙贵显繁衍者皆赛

典赤之裔也 ¼。

从杨应奎的记述看, 杨氏祖先并非华夏之裔, 而是蒙元

时期归附成吉思汗并随之东迁的布哈拉人赛典赤 # 赡思丁

的后裔。作为元代色目人的后代子孙, 杨应奎将其祖先东迁

的经历看做是 /汉晋以来, 四夷来归者辄居中土 0过程的延

续, 在这期间, 伊斯兰教的信仰者以贡使的身份于隋朝 (实

误, 应为唐朝 ) ) ) 编者注 )即已进入 /中国0, 杨应奎将他们称

为 /回回0,这显然是元明以来对西域穆斯林的普遍称呼。

杨应奎将其家族祖先追述到赛典赤# 赡思丁, 杨氏一脉

系赛典赤长孙伯颜察儿的后裔。对杨应奎的说法, 清道光二

十四年 ( 1844年 )杨氏后裔重修家谱时, 编撰者十二世杨岎、

杨岫、杨峒利用元明史料进行了一番考证。杨应奎对赛典

赤# 赡思丁及其长子纳速剌丁的描述与5元史# 赛典赤赡思

丁传6 ½一致,但将纳速剌丁长子认定为伯颜察儿与 5元史6

记载不符。道光家谱的编撰者对此提出了质疑, 5元史 # 赛

典赤赡思丁传6记载纳速剌丁 /子十二人,伯颜, 中书平章政

事; 乌马儿,江浙行省平章政事; 劄法儿, 荆湖宣慰使; 忽先,

云南行省平章政事; 沙的, 云南行省左丞; 阿容, 太常礼仪院

使;伯颜察儿, 中书平章政事, 佩金虎符 ,赠太师、开府仪同三

司、上柱国、中书左丞相、奉元王, 谥忠宪0¾, 可见纳速剌丁的

长子是伯颜。他们据此记载,提出杨应奎 /以伯颜察儿为延

安王长子,误矣0 ¿。

在杨应奎生活的年代,他对祖先的追忆只能上达自己的

七世祖先,而知道确定姓名的从自己的五世祖莫苏开始。在

七世祖与伯颜察儿之间,则 /世代邈远,不知其几何0,因而一

笔带过,只能笼统地说 /终元世, 子孙贵显繁衍者, 皆赛典赤

之裔也0¼。杨应奎已经不知道七世祖和六世祖的名讳, 只知

道七世祖 /官益都路总管0,六世祖为 /临朐中尉 0, 他们 /遗

有田宅于青0。从这一点看, 杨氏在明代落居青州之前, 其祖

上可能就有在青州居住的经历。

事实上,杨应奎生活的年代距元朝末年已经有 100多年

了,他对远祖赛典赤的认识到底来源于家族内部的口耳相传

还是受到了5元史6等文本资料的影响, 这个我们不易分辨。

不过从他的记述看,从赛典赤到纳速剌丁再到伯颜察儿三代

的传承关系很明确,这种传承关系在当时的许多文本中均有

记述。杨应奎对伯颜察儿以后的代系继承所知甚少,而这也

正是众多文本对赛典赤后代情况记述的特点,明代大多数常

见的文本对赛典赤后代的记录大多截至赛典赤的孙辈或重

孙辈。这样看来,杨应奎对祖先世系的记忆在前三代和后七

代之间出现断裂,他对前三代的追忆可能确实掺杂了家族的

口头传说和文本资料的记述,而对后七代的记载则主要依靠

家族内部的口承记忆以及当时可见的家族墓地等各方面信

息。如他在家谱序言里提到:

闻之先人尝曰,吾姻亲中闫彪母者 ,成化间八十余, 杨氏

甥也,亦自北南迁者, 云: /吾舅家金牌驸马家也, 今到此不敢

复言矣。0考之元史,为驸马者非勋臣世族及封国之君莫得尚

公主。其回回在元世惟赛典赤封王、佩金符、尚公主, 为驸

马也。

透过杨应奎的记述,我们可以看到杨氏家族至迟在明中

期即已认定自己是赛典赤的后裔。杨应奎对其祖先历史简

单的追述为整个家族的过去奠定了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

个历史文本。

清末法伟堂在5益都县图志6里记载了青州地区的 3座

清真寺, /清真寺在城东门内迤南 ,明国子监司业马之骥建;

一在东关教场街,汉中兵备道刘瓒建, 嘉靖十三年 ( 1534年 )

重修;一在金岭镇。0 [1] ( P123)其中东关真教寺相传建于元代,

据该寺清康熙二十三年 ( 1684年 )碑文记载: /青州府正南隅

有古刹,清真回回礼拜寺, 自大元大德陆年元相伯颜后裔所

立。0 À这块碑是后世确定真教寺创建年代的主要材料, 碑中

将真教寺创建的时间确定在元成宗大德六年, 即 1302年, 创

建者是 /元相伯颜0的后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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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颜0这个名字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青州另一大族赵氏

也自称是赛典赤的后裔 ,以赛典赤之孙伯颜为其祖先。

现存 5青郡赵氏宗谱 6编修于清康熙二十四年 ( 1685

年 ) ,重修于乾隆十六年 ( 1751年 )。赵庆臻在康熙二十四年

撰写的序言里说:

赵氏始姓赛氏者, 以先世天房国人。在唐贞观年, 鼻祖

别庵伯尔之裔, 名赛一忒 Á。别庵伯尔, 即今吾教贵圣人谟罕

默德也, 乃西方大圣人, ,传一十九世而生云中郡公可嘛喇

丁, 谥孝敏公。, ,生一子, 赛典赤赡思丁。其云赛典赤者,

犹华言贵族也。, ,公生五子,长子纳速剌丁, ,纳速剌丁

生十二子, 长子伯颜, ,卒年五十九岁, 赠宣忠佐命开济功

臣、开府仪同三司, 追封淮王, 谥忠武, ,伯颜长子明高, 授

奉议大夫、卫辉路同知。, ,乃明太祖混一中夏, 时换朝移,

本帙散乱, 或还西域, 或徙北平, 或迁河右。明高、明方相继

死节, 惟明远蒙明太祖深嘉其讳, 敕谕同始祖母诰封一品夫

人马氏, 改迁山东青州府益都县南柳社下户为民 Â。

从家谱记载看, 赵氏亦出自赛典赤赡思丁的长子纳速剌

丁, 只不过赵氏认为纳速剌丁的长子是伯颜, 也是其青州始

祖赵明远的父亲。

事实上, 赵氏宗伯颜为祖在明代即有记载。据明万历五

年 ( 1577年 ) 5赵氏先茔6碑称 :

始祖伯颜 t 西域人也。仕元, 赐姓赵, 出将入相五十余

年, 忠绩班班,可 t 臣, 实录载 t �lv。

万历碑上明确以 /伯颜0为始祖, 对他在元代的身份也作

了概述, 虽然只用了二三十个字, 但一个来自西域、供职于元

朝、地位显赫的 /伯颜0跃然纸上。不过, 有一点我们应该注

意, 万历碑上并没有将伯颜与赛典赤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作

为一个蒙古常见的人名, 在没有相关证据的情况下, 此伯颜

是否就是元史上赛典赤的后裔伯颜,我们无法判断。

有意思的是, 将赵氏的伯颜与赛典赤联系在一起的唯一

资料出现在道光年间重修的5益都杨氏世谱6中。杨峒兄弟

在重修杨氏家谱时在凡例里提到 /青州赵氏相传以为与杨氏

同出自赛典赤, 其族人撰谱者遂以元世祖朝平宋之伯颜为赛

典赤孙云, 即赵氏始祖0 �lw, 九世杨珻在修谱时曾取赵氏家谱

世系的前一图编入谱中。杨珻生活在明清之际, 大约在明万

历至清康熙年间。由此推测, 赵氏家族至迟在明后期就已将

自己的始祖伯颜认定为赛典赤的后裔了。

诗书传家与掌教家族:明代杨、赵两氏的生存策略

明代的杨、赵两氏身处相同的社会环境当中, 但走着不

同的发展道路, 这与两个家族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各异有直接

的关系。

杨氏祖先以元代遗民身份落居青州,他们在元代的显赫

家世对其处于明代初年的后人来说, 是份不小的负担。杨应

奎称其祖先在迁居青州以后 /不敢显言仕宦宗族0,并 /戒子

姓读书作官0。他还引用了姻亲闫彪母的话: /吾舅家金牌驸

马家也,今到此不敢复言矣0 �lw。杨应奎的高祖杨钦、曾祖杨

全都 /目不知书, 率皆朴实守分, 纳粮当差0, 祖父杨瑄 /始稍

稍识字,然亦不多0。直到其父杨鸾时,祖母 /始令读书0。据

5益都县图志6记载: 杨鸾 /字世亨, 府学生,幼颖悟,日诵数千

言,试辄冠其曹, 督学陈镐奇其文, 友视之。性纯孝, 居丧哀

毁过礼,居乡周急扶困, 惟恐不及。累应举不第, 益刻厉博

览,为古文词, 工诗,善飞白书, 以诸生终, 赠礼部员外郎。0杨

鸾一生追求举子业, 杨应奎回忆说: /先是父自试者屡矣, 愚

与父同试者三,愚谬举进士后, 父自试者又一, 其志可知0�lw。

杨鸾累举不第,但他亲自教导的儿子杨应奎于正德五年考中

举人,正德六年考中进士, 成为杨氏家族第一个学有所成

之人。

杨应奎考中进士后, 首授浙江仁和县知县, 后升兵部主

事。5明武宗实录6对杨应奎在兵部任职期间的情况有一条

记载,正德十年 ( 1515年 )九月甲午 /遣兵部主事杨应奎以银

五万两市马于河南陕西各千匹, 太仆寺官选保定等府寄养马

三千匹送陕西军前听用 0�lx。杨应奎从兵部主事转为礼部主

事员外郎,嘉靖5青州府志 6中记载杨应奎在礼部任职期间,

逢嘉靖帝以藩王身份入继大统, 他曾 /迎今上于汤阴, 进5仪

注6,赐御膳0 [ 2]。对于这段历史, 史籍中有不同记载, 据5徐

襄阳西园杂记6所记: /今上自湖藩入承大统,驾至良乡, 礼部

具仪注,差主事杨应奎进呈云: -驾至,自东华门入, 直至文华

殿,如藩王礼。文武百官三疏劝进, 始登极。. 上览之, 即变

色,曰: -遗诏即日遣官迎即皇帝位, 如何又以藩王待我? . 四

月二十一日,驾至张掖门外 ,止宿。次日, 由大明门入, 即位。

礼官忤意,已基于此矣。岂待称号而始然哉! 0�ly此后,杨应奎

从礼部主事员外郎出任临洮知府,期间他 /刻5祖训6以励俗,

甘肃驿站久疲,奎极力调处, 民皆复业, 引洮水灌田转硙, 民

利之,有去思碑0 [ 2] (P35)。继而, 又从临洮知府转任南阳知府,

顺治5南阳府志# 官师6记载杨应奎于嘉靖初年任南阳知府。

在任期间 /值岁荒, 设法赈济,活数万人, 又正陂堰以灌民田,

郡民感德,为立生祠祀之0 [ 2] ( P35)。杨应奎在南阳知府任满后

被罢职,具体原因不见于嘉靖 5青州府志6的杨应奎传记, 光

绪5益都县图志6杨应奎传记说其 /以诖误免官0。对于被罢

官,杨应奎在自撰的家族序言里也没有交代原因, 仅说 /以无

妄罢官0。不过5益都县图志 6曾转引杨延嗣 (杨应奎的曾

孙 ) 5乾州知州杨桐传6对杨应奎罢官之事记载: /桐, 渑谷公

养子汉所生也,字高冈。渑谷公守南阳, 任满, 谒选。为贝锦

中伤,属三司勘问。以刑不上士大夫, 重鞫汉, 汉不服, 卒得

直。0 [ 1] (P496)这是目前所知对杨应奎罢官原因的唯一记述, 由

于此前不见于其他著述, 图志的作者也 /未知其审0, 记录以

备考。杨延嗣的记载是否确有其事, 也许可以从杨氏家谱的

序言里得到一些侧面的信息。对于自己的人生际遇,杨应奎

这样写道: /历中外二十余年, 良由祖宗积德深厚, 父母教育

之笃,而存心制行、居官为政, 动以圣贤君子为法, 虽所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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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然于身心无愧,而天理之未定者, 容有待也。0 ¼杨应奎被

罢官的时间也不见于上述诸书中, 杨应奎子杨铭在5陶情令

# 陶情令识6中记其父事时有 /辛卯罢郡0之语, 可见杨应奎

在嘉靖十年 ( 1531年 )被罢官。杨应奎卒于嘉靖二十一年

( 1542年 ) ,从罢官归里到去世之前, 他一直居住在青州,他在

本地的声望也是在这 11年中积累起来的。

杨应奎罢职归乡后 ,寄情山水, 同当地缙绅广泛交游, 其

子杨铭在5陶情令识6里描述了杨应奎回乡之后的生活:

先大夫别号蹇翁, 自辛卯罢郡以来, 阔略世故, 徜徉林

泉, 每于风晨月夕雅歌投壶, 维唯不能酒, 而终日对宾人, 不

厌其不酒也。尝与三五乡达结洋溪吟社, 陶写胸中所有, 以

畅志怡神, 复有一二玄友,讲究内外丹,宦情盖漠如也 �lz。

嘉靖十四年 ( 1535年 ), 杨应奎与致仕闲赋的临朐冯裕、

益都石存礼、益都黄卿、寿光刘澄甫以及丁忧归里的礼部侍

郎益都陈经, 除名闲居的即墨蓝田、刘澄甫之弟刘渊甫等八

人结吟社于北郭禅林寺。诗社订有 /社约 0, 按其规定, 诗社

每月集会一次, 轮流召集。每次集会, 社员必须拟赋题一首,

古今诗十首。诗社活动持续了近三年。唱和之诗由冯裕四

世孙冯琦编为5海岱会集6 12卷。此集后收入5四库全书6。

作为地方有名望的文人, 杨应奎参与地方事务也很积

极, 我们通过现存的方志、碑刻等材料可窥见一二。嘉靖十

六年, 时任青州兵备佥事的康天爵以 /富公祠 �l{故址湮没, 移

建于阳水北岸晏公庙 �l|内0 [3] ,杨应奎撰5富公祠记6 �l}以彰其

事。嘉靖十七年 ( 1538年 )夏, 青州发生旱灾, 杨应奎撰 5上

签宪康天爵祈雨书6 [ 4]。

明宪宗成化末年, 宪宗第七子朱祐樘受封于青州, 为第

一代衡王,衡藩共传七王, 受封郡王 29位, 直至明亡, 历 160

年。衡王府的建立, 使明代的青州社会又出现了一支不容忽

视的政治力量, 王府在地方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

色。曾任青州兵备的王世贞是衡王府的座上客,留有5衡王

雪中赐筵6一诗;怪才隐士雪簔也经常出入王府, 至今民间还

流传着雪簔祝寿戏衡王的故事。杨应奎是青州有名的书法

家, 尤精于草书。安致远在5跋杨渑谷先生草书贴6中记录了

一件他从杨应奎的后人那里听来的杨公轶事:

衡藩王最爱公 (指杨应奎 ) ) ) 笔者注 )书,遣司医赵柳南

往求。值公挥颖作书, 墨沈淋漓, 纵横几案, 间笑曰: /王席尊

处, 优讵辨钟、王、虞、褚笔意耶? 0不答。而退。柳南乃攫其

案上长帧短幅, 满袖双笼而去。归, 以公语白王, 王更喜甚,

以公书装璜成帙, 而更索公序。公赏其高致,为叙其帖, 而与

王相得甚欢会。王建某殿成, 公乃为书 /麒麟门0三字, 圆阔

丈余, 以金泥濡毫,擘窠大书, 有龙跳虎卧之势, 掀髯狂呼, 无

异米南宫, 殿庭叫奇,绝时也 �l~。

在这个故事里, 衡王因喜爱书法而主动结交杨应奎, 不

管二人结交的过程是否如传说的那样, 杨应奎与藩王府的交

际应该是有的。杨应奎与衡王府发生关联的另一件事也与

书法有关, 嘉靖中衡王府礼官李大纶和道士杨永钦重修驼山

道教昊天宫, 于嘉靖十八年 ( 1539年 )完工, 嘉靖二十一年

( 1542年 )五月,由冯裕撰额、杨应奎书丹、陈经撰文的 5重修

驼山昊天宫记6石碑立于昊天宫内 [ 5]。

杨应奎死后入祭青州府乡贤祠。其子孙均习儒业, 出仕

为官。杨应奎有三子,长子铭, 字子新,万历中以岁贡为山西

襄垣县训导;次子金, 字子声, 嘉靖中为岁贡生, 任北直隶任

丘县县丞,河南睢阳卫经历, 两淮都转运盐使司运判; 三子

汉。杨铭子汝卜,字伯言, 岁贡生, 巨野县训导, 长山县教谕;

杨金子振奇, 字纯素, 县学生员; 杨汉子桐, 嘉靖三十一年

( 1552年 )乡试第二名, 官至陕西乾州知州 �mu。

据青州博物馆藏 /皇明衡藩平度恭懿王继妃杨氏圹志 0

记载: /妃杨氏 ,山东青州府益都县两淮运判杨金之女, 万历

十八年九月册封为平度王继妃。0 [ 6]此处的两淮运判杨金, 当

为杨应奎之子、官至两淮都转运盐使司运判杨金。5益都县

图志# 烈女传6上记载了另一位嫁入藩府的杨氏女, 该女是

杨金之孙杨尔素 (字襄霞 )的女儿, 嫁于邵陵封国将军朱常渐

为妻, /崇祯甲申之变,常渐携子南奔, 遂依母家。常渐卒, 氏

终日涕泣不食,欲自经, 家人守之。月余,得闲, 卒缢死。0 [ 7]

生活于明清之际的杨金之子杨珽也是青州有名的文人。

杨珽与明末清初的古文大家张贞颇有交往, 张贞应杨珽子杨

延嗣之请为杨珽撰写的墓志铭中勾勒了一位儒士的形象。

现节选一段如下:

有明庆历间,郡中多逸民宿老, 皆知崇尚翰墨, 如洋溪吟

社,海岱文会诸遗事, 搢珽犹得闻其厓略, 抵掌谭说先正风

流,娓娓可听。至书法名画, 沿讨尤详, 赏鉴收藏, 其源流统

绪,如指一二。又尝冬日诣余, 著华阳巾, 批鹤氅裘, 其子撰

杖后从,端拱而过青都之市, 市人皆愕眙指顾, 君乃从颂曳

履,游行自如。余揖之入室, 时宾客盈坐, 余偶有所激, 与客

放言极论,遂相诙笑, 为已甚之辞。搢珽从座上默听,以为诚

然也。他日相见, 搢珽更究前说, 叩其颠末, 余愧无以应, 自

是向人不敢复作谐语,于此乎, 吾于搢珽有取也 �mv。

有关杨珽生平事迹的记载同样收录在青州地方志中, 清

康熙十一年 ( 1672年 )知县陈食花 /奉上檄修辑志书0, 请杨

珽等人 /为之扬确前闻, 参稽时宪0 �mw, 编成 5益都县志6。光

绪5益都县图志6中杨珽别有传记, 其主要内容多采自张贞的

5益都杨君搢珽墓志并铭6。

杨珽,字搢珽, 应奎曾孙。父振奇, 生员。珽八岁向学,

能自刻苦,补府学生员。世家争延致, 以训其子弟。为人厚

重,外如其中, 不作訾謷之言, 不宿睚眦之怨, 不尚矫激之行,

不为隙、亦不修人之隙。甲申乙酉间, 盗贼蜂起, 珽独处荒

村,坦腹高卧, 有贼以剑击其门,其渠叱之曰: /何惊善士?0珽

生前明万历中,又家世儒学, 习闻郡中遗事。每友朋高会, 抵

掌说先正流风,娓娓不倦。康熙5旧志6纂修 ,多出其手, 当时

推为文献所寄。尝冬日着华阳巾, 披鹤氅裘, 其子撰杖从, 端

拱过市。市人愕眙指顾, 珽曳履游行自如, 不为动也。康熙

二十年卒,年八十二。子延嗣, 字緌綝, 初名演新,字梦受, 县

学生,性嗜学, 不谐于俗。著有5青嵎集6。

诚然,出自张贞这样的知识分子之手的墓志铭自然会使

被铭记者也充满了知识分子的气质, 不过张贞对杨珽的描述

以二人的交往为基础,故而杨珽的各种表现应确如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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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杨氏家谱所提供的资料,我们将杨氏家族成员明代

的功名和官职列表 (表 1)之后不难发现, 杨应奎的后世子孙

秉承了诗书传家的传统, 始终保持着一个士大夫家族的

形象。

与杨氏家族资料宣扬其诗书传家的传统不同, 明代赵氏

家族的宗教信仰十分清楚,上引的万历五年5赵氏先茔6碑明

确申明了该家族的信仰和习俗 , /吾教不信邪道, 不用棺椁,

示后世子孙,永为遵守 0�lv。这里所说的 /教0指的是伊斯兰

教,其信徒在中国的墓葬形式始终不用棺椁, 遵循近土的丧

葬原则。赵氏在祖先坟茔碑上的这段话, 向我们声明了该家

族在明代依然保有其祖先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

表 1  益都杨氏成员明代功名、官职统计表

姓名 世次 功名 任职 恩荣

杨  鸾 五 廪生 $
赠承德郎礼

部仪制司主事

杨应奎 六 正德庚午举人、辛未进士
浙江仁和县知县、兵部武选司主事、礼部仪制司员外郎事、

祠祭司郎中、陕西临洮府知府、河南南阳府知府
从祀乡贤祠

杨应璧 六 $ 七品散官 $

杨应和 六 生员 $ $

杨应时 六 生员 $ $

杨应祥 六 生员 $ $

杨  铭 七 岁贡生 山西襄垣县训导

杨  金 七 岁贡生
北直隶任丘县县丞、河南睢阳卫经历、

两淮都转运盐使司运判
$

杨  鉴 七 例贡 江西浮梁县主簿、郑府兴仪 $

杨  钧 七 生员 $ $

杨东皋 七 儒官 $ $

杨汝直 八 生员 $ $

杨汝卜 八 岁贡生 巨野县训导、长山县教谕 $

杨汝伸 八 生员 $ $

杨汝贞 八 $ 太医院吏目 $

杨振奇 八 县学生员 $ $

杨  桐 八 嘉靖壬子乡试第二名 陕西乾州知州 $

杨耿光 八 生员 $ $

杨州郡 八 生员 $ $

杨容光 八 生员 $ $

杨真光 八 生员 $ $

杨近光 八 生员 $ $

杨  李 八 府学生员 $ $

杨  寀 八 府学生员 $ $

杨  爱 八 崇祯庚午举人 登州福山县教谕、福建泉州江南宁国府推官 $

杨  舜 八 奉祀生 $ $

杨  爵 八 府学生员 $ $

杨  鹏 九 庠生 $ $

杨  练 九 府学生员

杨  珽 九 府学生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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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  珻 九 县学武生

杨逢盛 九 府学生员 $ $

  资料来源: 5益都杨氏世谱6。

赵氏家族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密切联系还出现在其明代

一些家族成员的身份上。翻开赵氏家族的族谱, 我们发现该

家族曾经出现过多位清真寺 /掌教 0。目前可知的是在乾隆

十六年 ( 1751年 )续修赵氏家谱时, 赵氏家族共出了 12位掌

教, 他们分别出自赵氏家族的三个支派。赵氏家谱以赵明远

为一世祖, 明远生四子,长子剪、次子得林、三子哈木、四子四

罕; 剪生三子, 长子宁、次子通、三子英。系谱以剪、得林、哈

木、四罕为上四枝, 以宁、英、通为下三枝。赵氏家族在英、

通、哈木三个支派上都出现过拥有掌教身份的人。其中赵通

系下的掌教, 有: 四世赵信, 通第七子, 本城掌教; 六世赵价,

副掌教; 七世赵纳言, 三掌教; 八世赵懋德, 掌教; 九世赵璜,

青州在城掌教。由于九世赵璜的名字出现在青州真教寺康

熙二十三年 ( 1684年 )的一块碑文中,即 /康熙二十三年岁次

甲子, 掌教赵璜率众捐资重建内外两寺0, 因而可以断定赵璜

的各位 /掌教0祖先主要生活于明代。

如果我们只是孤立地看待赵氏家族在宗教信仰上的虔

诚、创建清真寺以及在清真寺内担任掌教这些有点支离破碎

的信息的话, 我们很难理解赵氏家族发展道路的特殊之处,

即该家族的发展历程与宗教信仰以及由信仰而产生的各种

社会资源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要真正了解赵氏家族在发

展道路上与同为回回人的杨氏家族的区别, 我们需要从明代

清真寺与回回家族之间的关系入手,弄清二者的内在联系。

元明以来, 伊斯兰教宗教知识始终在父子之间、家族亲

属之间传承, 直至明清之际经堂教育的出现方有所改观 �mx。

这种传承方式在客观上导致以艰深的阿拉伯语、波斯语为载

体的伊斯兰教宗教知识和礼仪始终掌握在特定的人群手中,

从而为这群人继承清真寺宗教职务创造了条件。明代各地

的清真寺普遍使用三掌教的管理体制, 很可能从元代就逐渐

形成了 �my。到了明代,在教职定型的过程中,教职也开始以父

子世袭的方式传承。此外, 明代各地清真寺的宗教管理体系

日趋一致的现象, 固然与清真寺自身管理体系的发展进程相

关, 同时也不能忽视明朝将清真寺视为宗教寺院对其施行一

定的管理, 以官方的身份固定了清真寺的教务管理体系, 推

动了清真寺教职在更大范围内的 /标准化0。进而为那些固

有的或新兴的宗教职业者世袭掌握清真寺的宗教权利提供

了带有官方色彩的资源保障,一些专门以宗教活动为业的家

庭或更大的家族应运而生 �mz。

青州真教寺创建于元代, 由于材料的匮乏, 我们对元代

真教寺内教务管理系统的情况一无所知。不过据前文所引

康熙年间碑文追述, 青州真教寺于元大德六年由元相伯颜后

裔所立 �m{。伯颜的后代赵氏在青州多个清真寺都拥有世袭教

职, 这种家族性的教职可能与元代家族祖先在清真寺内的地

位或职务有关。青州的真教寺可能是赵氏祖先创建的, 或者

至少参与了创建; 该家族在明代始终坚守自己的宗教信仰,

尤其是他们在丧葬习俗上的坚定与同邑杨氏家族的某些成

员改变丧葬习俗产生了强烈的对比 �m| ; 该家族的成员在明代

以世袭的方式传承着本地另一座清真寺 ) ) ) 城里清真寺的

掌教职务。如果将这些信息放置在元明以来清真寺的创建

与内部宗教管理体系的发展及其与本地回回家族之间的互

动关系中,我们也许可以大胆假设, 回回赵氏借助自身与元

代清真寺和伊斯兰教的惯有关系在明代以宗教权力为资源

逐步形成家族组织, 通过这种家族组织形式传承宗教职务、

维护宗教权力,并进一步掌控该地的各种宗教资源。我们把

以上述形式发展起来的赵氏家族称为掌教家族, 以此明确其

家族化途径的特殊性。

/圣裔 0:赵氏家族的发展道路

赵氏家族在明代彰显宗教特色的传统被其清代的后裔

所继承,在编修于清中期的5青郡赵氏宗谱6中, 我们不仅感

受到这个家族拥有丰富的宗教资源, 而且在新的历史情境

下,他们对这些资源又进行了重新挖掘、整合和发挥,将家族

掌握的宗教资源以祖先故事、家族谱系等形式加以强化, 从

而造就出一个 /圣裔0赵氏的全新社会形象。

赵氏万历祖先茔碑对始祖伯颜的身份只有寥寥数字的

介绍, /仕元, 赐姓赵,出将入相五十余年, 忠绩班班, 可 t 臣,

实录载 t 0�lv。当伯颜被认为是赛典赤之后裔伯颜时,关于伯

颜的身世就有了较多的记载。

赵庆臻在5青郡赵氏宗谱 6序言中对始祖伯颜在元代为

官的政绩作了较为详细的记录:

(伯颜 )录军国重事, 深略善断, 下江南将二十万众如将

一人,诸帅仰之若神明。芟群雄, 靖中原, 总制两淮, 经略七

省,灭河北难灭之师, 绝南渡蔓延不绝之祚。甲子兴兵, 甲午

定业,事毕还朝, 归装惟有衣衾。史臣赞曰: 担头不挑江南

物,惟有梅花三两枝。

世祖崩,伯颜总已听。帝即位于上都,亲王有遗言, 伯颜

握剑立殿, 陈祖训, 宣雇 (顾 )命, 述所以立帝之意。词色俱

厉,诸王股栗趋拜, 位至是。卒年五十九岁, 赠宣忠佐命开济

功臣,开府仪同三司, 追封淮王, 谥忠武, 至正四年加赠宣忠

佐命翊戴功臣。元史称为一代良将, 今从祠武庙, 列于

十哲 �m}。

这段文字与5元史6列传中对蒙古八邻部伯颜传记的一

些内容趋同 [ 8] ( P3115)。5元史6对赛典赤之孙伯颜的记载只有

寥寥几笔: /伯颜,中书平章政事。0 [ 9] ( P3067)

除上述记载外,赵庆臻还用单独的篇幅记录了始祖伯颜

攻打南宋的种种功绩。其主要情节仍与 5元史# 伯颜传6相

仿。应该说明的是, 5元史6上记载了元代多位名叫伯颜的人

的事迹,其中攻打南宋的伯颜不是赛典赤的后裔, 据5元史#

伯颜传6记载: /伯颜 , 蒙古八邻部人。曾祖述律哥图, 事太

祖,为八邻部左千户。祖阿剌, 袭父职, 兼断事官, 平忽禅有

#29#



功, 得食其地。父晓古台世其官, 从宗王旭烈兀开西域, 伯颜

长于西域。0 [8] ( P3009) 5青郡赵氏宗谱6里关于祖先伯颜攻伐南

宋、拥立成祖、受封淮安王等诸多事迹, 大多发生在蒙古八邻

部伯颜的身上。赵庆臻在伯颜传记的结尾写到:

至元元年甲子伯颜出仕而开基, 至元三十一年甲午创业

成功而还朝。通鉴史臣断曰: 伯颜深略善断, 将二十万众若

将一人, 诸将仰之若神明, 事毕还朝, 归装惟有衣衾而已, 未

尝言功, 可谓古今之良相也。长子买的耐, 后改赵明高。太

后因其父有功, 以买的耐虽小封为签书枢密院事, 后封崇

里侯。

伯颜闲居林下, 因古北口乱, 命以兵守古北口, 加太保知

枢密院事。皇太子即位, 以伯颜为中书左丞相, 弟马札儿台

为上都留守, 至顺元年庚午进枢密院, 录军国重事。

上面这些总结性的话里记录的仍然是蒙古八邻部伯颜

的事迹, 连对赵明高的描述也与蒙古伯颜的儿子极为相似,

5元史# 伯颜传6载: / (伯颜 )子买的, 佥枢密院事; 囊加歹,

枢密副使。0 [10] ( P3116)不过最后几句对所谓伯颜弟马札儿台的

描述又与元代另一位伯颜的家世有几分相近。据5元史 6记

载, 马札儿台是蔑儿吉氏伯颜的弟弟, 于元顺帝至元元年十

一月知枢密院事 [ 11] ( P829)。

目前, 我们对赛典赤伯颜的了解来自于 13世纪伊利汗

国宰相波斯人拉施特的5史集6。在这部中世纪重要的古文

献中, 有两段文字记载了赛典赤伯颜的家世和事迹, 即 /记忽

必烈合罕的宰相不花剌人赛典赤及其孙伯颜平章0和 /记忽

必烈合罕的宰相, 被授以伯颜平章之号的赛典赤0。拉施特

写到:

不花剌人赛典赤的孙子是在牙剌洼赤以后的至尊忽必

烈合罕的宰相, 合罕把哈剌章地区赐予了他。

, ,他去世时, 被号称为阿札勒 [即极荣耀者 ]。 [其子 ]

纳昔剌丁则照旧为哈剌章的长官, [没有 ]来向合罕行 /帖克

失迷失0,他在这 [最近的 ]五、六年中去世, 被埋葬在汉八里

城他自己的花园里。还在此之前, 纳昔剌丁的一个儿子, 名

阿不 ) 别克儿, 现称为伯颜平章者, 就已被派去当了刺桐城

的长官。, ,

) ) ) 出自 /记忽必烈合罕的宰相不花剌人赛典赤及其孙

伯颜平章0 [ 12] ( P340)

已故的赛典赤的孙子之中, 有 [一个 ]名叫阿不 ) 别克

儿, 被合罕赐以伯颜平章之号, ,

就在那一天, [铁穆耳 ]合罕的母亲阔阔真召了他去, 说

道: /因为你获得了这样一些奖赏,而且合罕又把国事委托给

了你, 请你去问一问: -真金的宝座被封存九年了, 你对此有

何吩咐? . 0而当时, [铁穆耳 ]合罕正在征讨海都和都哇的军

队。伯颜平章把这话禀过了 [合罕 ]。合罕由于过分高兴, 从

病床上起来, 召来异密们说道: /你们说这个撒儿塔兀勒是个

坏人, 然而他却出于怜悯而作了有关臣民的报告, 他谈到了

宝座和大位, 他关心到了我的子女, 为的是在我身后他们之

间不致发生纷争! 0于是, 他又一次奖赏了伯颜平章,并以其

祖父的崇高的名字赛典赤来称呼他。, ,

) ) ) 出自 /记忽必烈合罕的宰相, 被授以伯颜平章之号

的赛典赤0 [ 12] (P354- 355)

5史集6的记载明确了关于赛典赤伯颜的几件事。其一,

伯颜本名阿不 ) 别克儿,是赛典赤之孙, 纳速剌丁之子 (译本

写作纳昔剌丁 ) ) ) 笔者注 ); 其二, 赛典赤为不花剌人, 这与

5咸阳王抚滇功绩6和马注5清真指南6记载相同 [ 13] ( P220- 222);

其三,忽必烈称伯颜为 /撒儿塔兀勒0,这个词在 5蒙古秘史6、

5至元译语6等文献中被对译为 /回回0。这三点足以证明赛

典赤伯颜是个穆斯林,与蒙古伯颜同名而不同人。此外, 5史

集6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些汉文史料中缺少的赛典赤伯颜的事

迹,这些事情也与蒙古伯颜的经历有异。清代的赵庆臻当然

看不到5史集6里对其祖先伯颜的记载。很明显, 清代赵氏家

族在编纂家谱的过程中,并没有太多对自己家族历史的记忆

可资利用,而是主要参照了诸如 5元史 6这样既有的历史文

献,在明代 /始祖伯颜 0简单经历的框架下 ,将元代多位伯颜

的经历融入其中, 塑造出一个经历丰富、地位尊贵的新形

象 ) ) ) /元相伯颜0。

赵氏家族对自身宗教资源的利用并没有止步于明中后

期形成的赛典赤后裔的说法。赛典赤这个名字本身就蕴含

着丰富的宗教内涵。赵庆臻在5青郡赵氏宗谱6康熙二十四

年 ( 1685年 )撰写的序言里说:

赵氏始姓赛氏者, 以先世天房国人。在唐贞观年, 鼻祖

别庵伯尔之裔,名赛一忒 Á。别庵伯尔 ,即今吾教贵圣人谟罕

默德也,乃西方大圣人, 生而圣德 ,睿知难以言传。能辨草木

寒温之性,禽兽往来之迹。或问曰: 公之圣, 月可破乎? 曰:

可。遂举手挥指而月已分矣。人皆钦服, 尊之为圣、为帝, 传

一十九世而生云中郡公可嘛喇丁, 谥孝敏公。为人端谨谆

朴,慈祥温至, 循循然吉德君子也。生一子, 赛典赤赡思丁。

其云赛典赤者,犹华言贵族也 �m}。

赵庆臻的这段话不仅说明自己的祖先是赛典赤 # 赡思

丁,而且进一步明晰了赛典赤的身世, 即赛典赤为穆罕默德

的后裔,赛典赤的父亲可嘛喇丁是穆罕默德的第十九世孙,

也就是说,赛典赤是穆罕默德的第二十世子孙。更有意思的

是,赵庆臻声称其赵氏最初姓赛, 即取赛典赤的第一个字。

赛姓回回人在青州所见不多, 该家族为济南回回大族。

据5咸阳族谱6 �m~记载, 济南赛氏为赛典赤# 赡思丁后裔。济

南赛氏的宗支,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赛典赤 # 赡思丁十

五世孙、云南马注于康熙二十六年 ( 1687年 )撰写的 5咸阳王

赛典赤赡思丁公茔碑总序6中认为: /有居于直隶、松江、济

南、利州者, 是伯颜察儿的之后0 [ 14] ( P636)。但从 5咸阳族谱 6

的记载看,济南赛氏更倾向于认为自己是纳速剌丁次子乌马

儿的四子沙不丁之后。自沙不丁下一代开始改为单姓汉名,

家族谱系延续至今 �nu。

赛氏家谱序言里对赛典赤的身世这样描述:

守仁佐运安远济美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

忠惠咸阳王赛典赤赡斯丁公, 姓赛名典赤, 幼名乌马儿, 字赡

思丁。宣命正书曰赛典黑, 而遣其字无之, 取书或误为赛天

赤。公回回人也, 初祖别庵伯尔皇帝, 字赛一的, 名马哈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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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大圣人也。生而有圣德, 智慧不可明言。能辩草本寒温

之性, 灵兽来去之迹。或有问于公曰: 公神, 月可破乎? 曰:

可。即举手指挥, 而月已分。众皆欢服, 遂推立为帝。历一

十九世可嘛剌丁, 丁端发纯朴, 仁慈温至, 敬老慈幼, 重义轻

财, 人皆扬服。生一子赡思丁。0 �nv

看得出来, 赵庆臻序言的开头与上面所引的赛氏家谱序

言在描述赛典赤远祖穆罕默德的神迹方面内容相同, 对二者

之间的世代关系也记载一致。圣人神迹的故事同样出现在

赛氏家谱的波斯文记述中, 翻译成中文即为 /他 (指穆罕默

德 )是有圣迹的钦差, 他可凭借真主的大能而炸开天上的月

亮0 �nw。

这两个家族家谱对赛典赤生平的描述还有另一个极为

相似的地方, 就是赛典赤在云南的政绩。5圣裔赵氏家乘序6

记载:

省云南时萝槃甸叛, 往征之, 忧形于色, 从者询其故, 赡

思丁曰: /吾非忧出征也, 忧汝曹冒敌, 不幸以无辜而死; 又忧

汝曹劫掳平民, 使民不聊生,及民叛, 则又从而征之耳。0师次

萝槃城, 三日不降, 诸将请攻之, 赡思丁曰: /不可, 当以理谕

之。0萝槃主曰: /谨奉命。0越三日又不降。俄而士卒有乘城

进攻者, 赡思丁大怒,鸣金止之, 召士卒叱责之曰: /天子命我

安抚云南, 未尝命以杀戮也。无主命, 将而擅攻, 于军法当

诛。0命左右缚之, 诸将叩首, 俟城下之日从事。主闻之曰:

/平章宽仁如此, 敢拒命乎? 0乃举国出降。将卒亦释不诛。

由是西南诸夷翕然叹服。居云南六年, 卒年六十九岁, 谥

忠惠 Â。

同样的故事也出现在5咸阳族谱 6中 �nx。如果我们将两

部家谱的记述与5元史# 赛典赤赡思丁传6的相关内容对比

的话, 就会发现 3个文本不仅故事情节一致, 连使用的词句

也出入不大, 可以说如出一辙 [ 9] ( P3066)。

在这 3个文本中, 5元史# 赛典赤赡思丁传6记述的情节

最为详尽, 赛氏和赵氏家谱的记述很像是元史版本的删减,

而后两个版本中又以赛氏的版本更接近元史的记述。5咸阳

族谱6中这段记载出自5明永乐序御制为善阴骘所载思丁宽

仁6之中,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明永乐序, 实际上是摘自明永

乐十三年 ( 1415年 )官撰颁行的5为善阴骘 6。该书中有明成

祖自制序文, 因而称为 /御制 0。 5咸阳族谱6以其记述赛典

赤# 赡思丁的事迹而收入谱中。5元史6的成书时间早于5为

善阴骘6,后者可能参照了5元史# 赛典赤赡思丁传6的内容

而稍有删减, 然后被5咸阳族谱6收录。赵氏家谱里的记述形

成于康熙二十四年 ( 1685年 ), 修撰者赵庆臻及其后裔又居

住在济南, 种种迹象表明, 赵氏家谱在编纂过程中参照了赛

氏家谱的一些表述, 从祖先事迹到家族远祖谱系都有一致之

处, 两者之间关系密切。

对于赛典赤归附元朝的过程,赵氏家谱与杨氏家谱的表

述没有差别, 均与5元史6记载一致。赵氏家谱对赛典赤子孙

在元代的身份和发展状况比杨氏家谱记述得更加详细, 列举

出赵氏祖先们的种种官职,一个元代显宦家族的面貌便跃然

纸上 �m}。元明鼎革改变了这个家族的命运, 由于受恩于前朝,

于是在元朝末年伯颜后裔相继死节, /合门率死王事0也就顺

理成章了,这样才会引出后来赵明远在兄长尽忠前朝之后奉

母不仕而旨迁青州的故事,而明晰赛典赤与穆罕默德之间的

世系关系也为 /圣裔0赵氏的产生准备了丰富的宗教资源。

相比之下,在追述祖先身份的道路上赵氏家族的努力比

杨氏家族更为积极, 他们沿着赛典赤的身份一路追寻下去,

最终将赵氏家族与伊斯兰教的始传人穆罕默德连在了一起。

对于这段关系的最早记录产生于清康熙年间。康乾以来的

赵氏家族资料均强调其祖先从穆罕默德到赛典赤再到伯颜

之间的世系关系,以及伯颜平宋的种种功绩。赵庆臻在康熙

二十四年 ( 1685年 )的5圣裔赵氏家乘序6里用了大量的笔墨

渲染赛典赤和伯颜的显赫身世,立于康熙四十七年 ( 1708年 )

的5圣裔赵氏碑记6对祖先的身份作了一个简要的概述:

我赵氏始祖伯颜,乃赛一忒,西方大圣人之称, 谟罕默德

贵圣裔也。始居西域, 天方国人。方元太祖西征时, 以币帛

聘伯颜曾祖讳可麻剌丁, 封云中郡公。伯颜祖讳赡思丁, 中

书平章,封咸阳王。伯颜父讳纳速剌丁, 中书平章, 封延安

王。至伯颜,受中书平章, 独理国事, 封淮王, 为大元帅, 总制

两淮,深谋善断, 元世祖称为一代良将, 而以赵姓赐之。虽属

奖功盛典,而我赵氏始基于此 �ny。

赵庆臻的谱序和康熙赵氏碑记都使用了 /圣裔0这个词,

此后立于乾隆二十六年 ( 1761年 )的5重修祖茔碑记 6中也有

/吾族入青郡, 四百余年矣, 而其始则天方国人, 贵圣嫡派

也0�ny的表述, 这是此前的文献材料中不曾见到的新情况。赵

氏所说的 /圣裔0就是家谱上所说的 /别庵伯尔之裔0, 即穆罕

默德的后裔。赛典赤被称为 /别庵伯尔之裔0出现在5元史#

赛典赤赡思丁传6中, 受5元史6影响颇深的赵氏家谱对于这

一点应该并不陌生,将穆罕默德和赛典赤联系在一起不存在

问题,更何况在重视穆罕默德和赛典赤之间关系这一点上,

其他宗赛典赤为始祖的回回人家族也存在着将祖先上溯到

穆罕默德的情况, 如前文屡次提到的济南赛氏家族就是这

样。在青州的这个区域里, /圣裔0问题的关键在于杨氏和赵

氏同为赛典赤的后裔,而仅有赵氏家族张扬自己 /圣裔0的身

份,杨氏谱牒从未提及。那么, 赵氏又是凭借什么样的资源、

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而这样做呢?

赵氏家族与青州地区 3座清真寺都有较深的渊源。前

文提到的赵氏家族共出现 12位掌教, 他们分别出自赵氏家

族英、通、哈木三个支派上。

英系:十一世赵亮, 字景明,青州东关三掌教

通系:四世赵信, 通第七子,本城掌教

    六世赵价,副掌教

    七世赵纳言,三掌教

    八世赵懋德,掌教

    九世赵璜,青州在城掌教

哈木系:九世赵希真, 金岭镇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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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世赵得真, 在城掌教

    十世赵养辉, 希真子,袭父掌教

    十世赵养善, 得真子,袭父掌教

    十一世赵永泰 ,字歧颜, 养辉子,袭父掌教

    十二世赵文彬 ,永泰子, 金岭镇掌教

一个穆斯林家族里出现从事宗教职业的人 ) ) ) 历史上

有阿洪、阿衡等称呼,青州碑刻上多用阿轰, 现在已统一为阿

洪 ) ) ) 是不足为奇的事情, 但赵氏家谱所记的这 12位阿洪

均不是普通的念经人, 他们在当地清真寺的教务组织结构里

居于比较重要的地位。

赵氏家族的掌教地位和身份具有明显的世袭性。这种

世袭除了包含宗教职务的父子相继式的直接继承外, 也包括

宗教资源在家族内部的共享和利用。掌教的职务在赵氏哈

木系下的赵希真、赵养辉、赵永泰、赵文彬祖孙四人和赵得

真、赵养善父子之间有明确的继承过程, 赵希真是金岭镇掌

教, 指的是金岭镇的清真寺;赵得真是在城掌教, 指的是青州

城里清真寺。通系下的掌教之职在赵信的子孙中传承, 虽然

不是严格的父子相继, 也基本保持了同宗代际之间的传递。

无论是 /掌教0、/副掌教0还是 /三掌教0, 赵信的后裔在城里

清真寺里拥有一定的宗教地位和权利是毋庸置疑的。家谱

里记载了九世赵璜在城里清真寺担任过掌教的经历, 而东关

真教寺里的康熙二十三年 ( 1684年 )碑又是以掌教赵璜的名

义立的, 看来赵璜在这两座清真寺里都担任过教职。有意思

的是在城里清真寺里, 当赵信一支结束掌教生涯的时候, 赵

得真父子接续上了, 赵氏家族的这一份宗教权利仍被保留在

赵氏家族手中。

赵氏家族通过对家族祖先身份与移民故事的创作和强

化, 在清前期以 /圣裔0的面目示人,这与该家族长期掌握 (或

曾经掌握着 )本地 3座清真寺的宗教权利密不可分。赵氏在

清真寺里的地位与其彰显 /圣裔0身份的活动互为表里,从四

世到十二世, 赵氏族人一直担任掌教职务, 为家族的发展积

累了丰富的宗教资源, 借助这份资源, 赵氏宣扬其 /圣裔 0的

身份正可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宗教威望,巩固家族拥有的清

真寺职务。透过赵氏后裔对其祖先 /圣裔0身份的不断强化

和自我彰显, 我们看到一个在清代更充分、更张扬, 也更具宗

教气质的赵氏家族。

趋同与分歧:杨氏家族在清中期的变化

杨、赵两个家族的发展历程, 代表了青州地区回回家族

两种完全不同的发展取向。赵氏家族在青州握有宗教权利,

这一传统成为该家族在当地发展的社会资源, 尽管这种资源

比较局限在宗教信仰者的群体生活之内,但它仍然给赵氏提

供了比较大的发展空间。杨氏家族在科举取士方面在明代

中叶就有所成就, 杨应奎考中进士后为官多年, 罢官归乡后

与同时代的其他地方文人交从甚密,结诗社, 相唱和,颇有声

望。他着手编纂家谱, 记录家族渊源, 并在家谱序言中表达

了对后世子孙建设家族的期望:

愚幼有志,思欲建功立业, 以效先达范文正公之志, 扁其

堂曰 /后乐0,而庄曰 /后乐园0,厅事曰 /师范0, 盖为义田说

也。今自罢郡以来家无余财, 躬耕一年尚不足为儿女糊口

用。视昔之赡族人着竟付诸空言, 而扁书之意亦空名而已,

宁不为浩叹乎! 为吾子孙不知果能成吾志否邪? �lw

杨应奎对自己家族组织建设方面的努力和期望符合一

个知识分子的人生理想,他本人在青州地方文人群体中的地

位及对后世的影响,为家族在更为广阔的空间中生存留下了

丰富的遗产。杨应奎的子孙在科举取士的道路上一直不懈

地努力,尽管再没有人取得过杨应奎那样的成绩, 但地方士

绅的传统被保留下来,成为该家族有别于赵氏家族最显著的

特色。

与赵氏家族一以贯之地发展发掘宗教特色不同,杨氏家

族在士绅家族与宗教资源这两方面都有发展的条件和机会。

在杨应奎初编家谱之后,该家族的家谱又经过多次填补和重

修,在这个过程中, 后世对家族的祖先故事曾经试图进行

修改。

据十二世杨岎、杨岫、杨峒兄弟大约于乾隆年间编纂的

杨氏家谱凡例记载, 在杨应奎之后, 曾有多人对家谱的内容

进行过增补, /吾宗谱牒肇于渑谷太守, 而浴斋、学博、竹溪、

恒菴、茂才复相继纂述, 家有文献 ,盖祖宗实凭之矣。自是以

来多历年所流传散轶, 整顿无人, 惟叔父芬佩家藏曾叔祖符

见续订钞本,又以其闻见所及粘签补入, 比旧加详 0�lw。到杨

峒兄弟整理家谱时, 便以 /恒菴元谱, 参以符见钞本, 复请芬

佩叔祖与一二尊属搜访各派稿, 凡再易, 始克成编 0�lw。九世

杨珽 (号恒菴 )与杨珻 (后改名蕴韬, 字符见 )为同族兄弟, 都

生活在明清之际,杨珻的曾祖杨应宾是杨应奎的弟弟。杨珽

所修家谱不存于世,不过从杨峒等人重修家谱中对该谱的引

用,我们大概能看出杨珽的5远祖行略6主要是在杨应奎谱的

基础上丰富了历代祖先的事迹。杨峒等人以恒菴谱为元谱

而仅以符见谱为参考是因为符见谱曾试图以赵氏家谱为本

修改杨氏家谱的世系。杨峒等人对符见谱的批评集中在两

个问题上,一是杨珻相信并引用了赵氏族谱关于其为伯颜后

裔的记载;二是为与赵氏谱系相和而对杨应奎所记谱系进行

的修改。

青州赵氏相传以为与杨氏同出自赛典赤,其族人撰谱者

遂以元世祖朝平宋之伯颜为赛典赤孙, 云即赵氏始祖。符见

不察颠末,误取其前一图编入谱内, 殊不知元臣名伯颜者九

人,彼果何据而宗第一伯颜乎? 5元史# 赛典赤赡思丁传6自

有伯颜为纳速剌丁子; 平宋之伯颜乃晓古台子, 本蒙古巴邻

部人,非回鹘也, 岂可强为牵合 ? 且世次以益都总管与伯颜

察儿为兄弟行,又伪传名爵, 显与渑谷元序不符, 考其年代亦

复自相矛盾,此好事者凿空为之耳 �lw。

杨、赵两氏均宗赛典赤为祖先, 这为联宗创造了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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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赵氏家谱的早先版本早已不存于世, 但至少在明

万历年间, 赵氏就有墓碑明确说明自己的始祖为伯颜, 而从

对上文的分析看, 赵氏家族在明代应修有家谱, 其始祖伯颜

为赛典赤后裔的祖先故事也已成型。目前, 我们很难说清赵

氏将自己的始祖伯颜认定为赛典赤之孙是否是受到了杨氏

的影响, 至少杨应奎的著述早于赵氏的文献资料, 而杨峒等

人的口吻中也有认为赵氏附会自己祖先故事的含义。不管

怎么说, 赵氏在明中后期形成的祖先故事还是很有影响力

的, 九世杨珻在修杨氏家谱时, 便参照了赵氏家族的谱系,

/取其前一图编入谱内 0。由于没有同时代的赵氏家谱为参

照, 我们不能确定所取的这 /前一图0的具体内容, 如果参考

康乾本5青郡赵氏宗谱6的话, /前一图0可能是指从赛典赤

到伯颜之间的世系。事实上, 要将杨氏和赵氏两家的世系联

系在一起是有困难的。据杨应奎的记载,杨氏谱系在莫苏以

上多有缺漏, 在伯颜察儿到益都总管之间世次不明, 而赵氏

谱系从赛典赤到其一世祖明远之间的世次是非常明确的, 两

相比较就会发现两家的世次很难相符。

杨氏: 赛典赤 ) 纳速剌丁 ) 伯颜察儿 ) 益都路总管 ) 临

朐中尉 ) 莫苏

赵氏: 赛典赤 ) 纳速剌丁 ) 伯颜 ) 明远

根据两家家谱的记载, 从赛典赤到伯颜察儿和伯颜, 这

三代世系是相同的, 这与5元史6上对伯颜和伯颜察儿为兄弟

的记载相合 �nz ,而莫苏和明远都是在明初迁居青州, 他们分别

是两个家族在青州定居的一世祖先。这样一来, 从赛典赤到

青州一世祖, 杨氏家谱的世系明显比赵氏家族的多很多, 两

份记载很难对读。因此, 符见谱在联缀两个家谱的早先谱系

时, 必须对自己家族不甚明确的世次作某些调整, 这样才能

与赵氏家谱相配合。这些调整应该就是杨峒所说的 /世次以

益都总管与伯颜察儿为兄弟行, 又伪传名爵, 显与渑谷元序

不符, 考其年代亦复自相矛盾0。可以想见, 杨珻把从伯颜察

儿到莫苏之间的世次简化了, 他根据杨应奎 /六世祖遂携苏

及二女奔青州0的记载把临朐中尉作为迁移青州的第一代,

与赵氏明远并列, 然后将伯颜察儿和益都总管改为兄弟关

系, 由此缩短了杨氏从伯颜察儿到莫苏之间的世次, 进而与

赵氏谱系相契合。符见谱的内容表明杨氏在杨应奎之后的

一段时间里确实受同邑赵氏的影响对其祖先世系进行过重

新整理。另有一材料可以窥见杨氏族谱在明末清初的面貌。

前文提到明清之际的古文大家张贞与杨珽为友, 杨珽编纂

5杨氏族谱6时曾请张贞作序, 谱未完成, 杨珽先逝, 杨珽子杨

延嗣请张贞为其父撰写墓志铭, 该文收录在张贞的5渠亭山

人半部稿6中。张贞在墓志铭里追述了杨珽的家世,他写到:

/搢珽讳珽,始祖赛典赤, 至自默德那国,为元佐命。居宛平,

累世皆袭王爵。迨伯颜察儿复以淮王尚公主,佩金虎符。入

明, 有莫苏者奔益都家焉。以尝居羊市, 易姓为羊, 复更为

杨, 自是始称杨氏。0 �n{张贞的记述说明在明末清初时, 杨珽谱

在其祖先赛典赤的身份上仍然没有超出杨应奎谱的表述内

容。张贞所说的 /默德那国 0在明代被认为是回回人的祖宗

所居之国, 即 /回回祖国 0, 见于天顺五年 ( 1461年 )写定的

5大明一统志6, 此后明代各种著述均使用此说法, 清初编撰

的5明史6也沿用此说。与杨应奎的记载不同的是,伯颜察儿

的身份由 /奉元王0变成了 /淮王0, 即杨峒等人所说的 /伪传

名爵0,而 /淮王0正是赵氏对始祖伯颜的身份认定。张贞的

记述从一个侧面说明赵氏家族的祖先故事在青州地区确有

一定影响。

对比杨氏家族在明代的几份家谱资料的内容, 我们发现

杨氏家族的祖先世系明显存在向赵氏靠拢的过程。作为一

个在科举上颇有收获的士绅家族, 杨氏为什么要趋同于赵氏

的祖先故事,改变自己原有的历史记忆呢?

杨氏在科举取士上有所斩获这是不争的事实, 家族成员

也确实存在变俗的情况。不过,从杨应奎参与修建清真寺到

杨氏家族的姻亲绝大多数均是本邑的其他回回家族, 如丁

氏、沙氏、赵氏等,我们有理由相信杨氏家族的绝大多数成员

仍坚守 /祖教0, 保持伊斯兰教的信仰。

作为有着共同信仰的、生活在同一个区域内的两个家

族,杨、赵两氏的家族化过程发端于各自的需求, 并使用了截

然不同的资源,杨氏的家族化过程主要出自杨应奎对宋明理

学的宗族实践,赵氏家族的家族化则出自对自身宗教资源的

维护和利用。相比之下,赵氏家族的家族化过程有较为现实

的社会根基,动机很明确, 家族化的结果使本家族的宗教声

望进一步加强;而杨应奎对家族建设的美好理想则存在因经

济实力不足或后世子孙无法接续而流于空谈的危险。当然,

以明代杨氏家族后裔在读书、做官方面的成就看, 其士绅家

族的传统一直延续,至少在杨应奎的直系子孙身上这一传统

有较大的影响。不过,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杨氏家族在明中

后期出现以赵氏为蓝本修改自己世系的倾向。赵氏家族对

宗教知识的传承及其宗教权力的固有惯性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其成员家族化的过程。赵氏家族作为本地宗教权力的掌

控者,他的祖先故事在信仰者群体内部具有权威性。杨氏家

族后裔修改祖先历史记忆的行为说明这个家族始终处于伊

斯兰教信仰群体之中。除了杨应奎一系因其士绅传统而较

为坚决地维持家族历史的原始文本外,家族内的另一些成员

受赵氏家族祖先历史的影响而试图有所结附,表明以宗教为

依托的各种社会资源对回回人群体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如前文所述,赵氏家族如火如荼地宣扬他们 /圣裔0身份

的过程历经明清两代, 到清中期达到高潮。此时, 曾经在明

中后期向赵氏家族谱系靠拢的杨氏家族, 却在清乾隆年间经

历了一场去赵氏影响的内部变革。

从杨氏家谱的记载看, 杨氏在儒业和出仕上的成果, 从

明中后期开始就远逊于前,不过士绅家族的文化传统一直延

续了下来。杨珽之子杨延嗣, /字緌綝, 初名演新, 字梦受, 县

学生,性嗜学, 不谐于俗0 [ 15] ( P536), 他汇集杨应奎的书帖、诗

文,请安致远题跋、作序, 以求传世。安致远称赞杨延嗣 /贤

而有文,以百余年之遗墨残编宝而勿失, 兢兢然惧以泯没先

泽为虑,则吾青文献之家, 其所以克传其先人者, 非緌綝吾谁

与归?0 �n|

杨氏在清代出现的最有名望的文人是杨峒。据杨滇5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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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辈纪略6记载,杨峒生于乾隆九年 ( 1744年 ) , 14岁入邑庠,

29岁中第九名举人。杨峒博学强记, /尤专力诸经注疏及

5史记6、5汉书6诸书。得顾炎武 5日知录6, 好之, 遂肆力于

古学。继又读阎若璩、朱彝尊、万斯同、胡渭、江永、戴震诸儒

先书, 倾倒甚至。而于顾、戴两家, 尤所服膺然。无标榜扶

同、贪奇炫博之习,其讲论经史,析理辨物, 蕲至于精核而已。

故博极群书而不骋其辨, 参稽众说而不纷其心, 一时推为通

儒。0 [15] ( P539)杨峒在儒业上的成就使他得以结交名流、官宦。

杨滇称杨峒 /所交俱一时名士, 如桂未谷馥、罗台山有高, 尤

著者也。质疑辨难, 简牍往复者, 不绝如缕, 地方长吏来青者

无不下交。0�n}

杨峒曾与县令周嘉猷、名士李文藻等人 /为文会 0, 交从

甚密; 继知县周嘉猷之后与段松苓等人重刊5齐乘6, /诸人分

校, 峒总其成也0; 为县令周嘉猷 �n~、本县文人段松苓 �ou、李廓 �ov

等人撰写墓志; 为设在学宫内的忠义孝悌祠撰写过5碑记 6;

受命为直隶河间举人曹宅安妻烈妇毕氏撰写碑文; 为重修北

阳桥撰写过碑文。这些事情均收录在青州方志中。

杨氏族人在儒学方面的成就使这个家族在清代依然保

持士绅家族的风范。从杨峒这一代开始,杨氏逐渐扭转其祖

先世系向赵氏趋同的现象。杨岎、杨岫、杨峒等人对符见谱

的诸多修改非常反感, 他们对赵氏家谱的批评主要针对该家

谱所录远祖伯颜的事迹中混杂了同名人士的事迹, /其族人

撰谱者遂以元世祖朝平宋之伯颜为赛典赤孙, 云即赵氏始

祖。, ,殊不知元臣名伯颜者九人, 彼果何据而宗第一伯颜

乎? 5元史 # 赛典赤赡思丁传6自有伯颜为纳速剌丁子;平宋

之伯颜乃晓古台子, 本蒙古巴邻部人, 非回鹘也0�lw。由此, 杨

峒等人认为赵氏家谱的记载不可信, 有牵强附会之嫌, 不能

采纳, 杨珻的修改也毫无理由, 称 /符见不察颠末0, 是 /此好

事者凿空为之耳0。

此外, 杨峒在为同邑回回刘氏家族撰写谱序时, 不仅借

叙述刘氏的家族渊源之机申明了自己的家世, 同时还颇费笔

墨地指出 /同邑色目之族0对祖先追忆的史实性错误, 批评他

们牵强附会始祖身世。他说: /予亲见同邑色目之族以元伯

颜为始祖, 本谓赡思丁之孙, 5元史6有附传者也, 而其谱则萦

平宋之忠武王 �ow与脱脱伯父封秦王者合为一人,是不知-断自

可见之世 . ,而自出于不甚矣。0�ox这个以伯颜为始祖的 /色目

之族0很明显指的就是赵氏家族。

杨峒兄弟新修家谱的活动反映出两个问题, 一是杨氏家

族在此前曾发生过与赵氏连宗的活动, 这个活动发生的时间

最迟应在明末清初; 二是从杨峒等人极力 /纠正0这些错误的

举动看, 符见谱所产生的影响应该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问

题。杨峒等人在凡例的小注里说: /此之谬妄 (指符见谱对杨

氏谱系的增添和修改 ) ) ) 笔者注 ), 本不待言, 然愚者或误 t

之故, 不可不辨0。杨峒兄弟饱读诗书, 对5元史6记载的不同

伯颜的事迹很清楚, 他们既然能指出赵氏家谱中的错误, 在

对待自己家族的历史上, 自然可称为 /智者0, 而对应的 /愚

者0便是那些相信杨、赵两氏祖先密切关系的人。

杨珻和杨峒代表了杨氏家族创作家族祖先故事的两条

路径:与赵氏连宗, 便有机会在宗教方面获得家族发展的资

源;摒弃赵氏的影响, 则回归士绅家族的发展道路。

在杨峒等人的引导下, 杨氏家族朝着后一条道路发展。

为了 /正名0, 杨峒兄弟用新修家谱的方式维护杨氏家族最初

的祖先故事,具体的方法就是 /据渑谷旧序并5元史6别作小

引冠于世谱之前, 略叙履历, 明所祖莫苏之故 0, 对于杨应奎

家谱中不甚明确的地方则因 /人代绵邈, 不妨存疑, 若妄加附

会则遥遥华胄转增丑矣 0。杨峒等人对家族老谱的整理, 不

仅限于上述的对符见谱的修改, 各版本老谱中的其他文献资

料也被有目的地予以删减。

恒菴所辑家乘五卷及5青嵎集6续入一卷, 其中兼收杂

支,似与宗牒无所关涉, 即澹乐以下志状哀挽诸篇亦一家之

秘函,非合族之公物也。今自世谱而外 ,概未登录, 不惟数十

年来,并无官迹可述, 即有之,亦当别为专集, 何必赘附是篇。

六世从伯祖南阳府君 (指杨应奎 ) ) ) 笔者注 )于杨氏今

为大宗,官兵曹时丁艰归里, 首辑家谱,所著元序言先世事甚

详,且谆谆以世守清白垂训子孙, 盖公晚年笔也。兹故仍用

旧文以作弁首,无烦属序从系支言, 惟旁探 5元史6本传及恒

菴所撰行略诸篇附注于下,俾后之览者或可考焉 �oy。

杨峒兄弟此次修谱在多大程度上动用了整个家族的力

量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从凡例的前言看, 杨峒等人主要是

依据几个版本的老谱为主要材料, 在凡例的最后一个条目

里,修谱者说道: /本宗源远派分颇为繁盛, 考之不详,殊难明

晰,用是细心参访, 留意稽查, 如理棼丝 ,务令有绪, 今之裒然

成帙者,屡经修改, 问心已足, 自信矣。但以族中各营生业,

知书者罕,故是役也, 未具公启遍檄。0 �oy看起来, 这次修谱并

没有发动族人,主要是由杨峒兄弟操刀完成的。很明显, 杨

峒兄弟就是家族里的 /知书者0, 他们以自己对家族历史发展

和族谱编纂体例的理解重新整理了家族祖先的移民故事。

经过一番考辨与整合, 新的杨氏家谱摒弃了赵氏家谱的影

响,否定了与赵氏家族的亲缘关系, 家谱的内容重新回到杨

应奎原谱的轨道上来。杨峒兄弟用新修家谱的方式确定了

家族祖先身世与移民故事的标准表述, 到道光二十四年

( 1844年 )杨岎之孙杨洀在杨峒家谱的基础上再次续修时, 杨

峒等人框定的祖先移民故事遂被表述为:

益都杨氏派沿西方, 自蒙古太祖灭回回国, 远祖赛典赤

从之而东,历官云南平章, 再传至伯颜察儿,佩金符、尚公主,

世居宛平为衣冠旧族。后十三世祖以进士仕益都总管, 十二

世祖又为临朐中尉,皆有遗宅于青, 及明克大都, 中尉子莫苏

奔青,依两公旧第, 因在京师居羊市角头故以羊为姓,后更为

杨,盖于是始别为氏云 �oy。

在这个标准的祖先故事里,既没有穆罕默德也没有赵氏

同宗,杨氏谨守他们的元代 /华胄0身份, 不联系不发挥, 实践

了作为知识分子所追求的 /断自可见之世 0的修谱精神, 而在

这种精神背后,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家族的精英分子透过修谱

活动对本家族历史的框定和发展方向的干预。

杨、赵两氏家族的例子让我们看到回回人群体的家族化

进程既不是对汉族家族组织的简单模仿, 也不一定必然要依

#34#



托这个人群的某些特殊资源, 如伊斯兰教。杨、赵两氏皆以

赛典赤为始祖, 各执其一端。杨氏家族走的是正统的仕进之

路, 在地方主流社会中有一定的地位, 同时也积极参与地方

事务; 而赵氏家族则依托其宗教背景, 通过世袭本地清真寺

的宗教权力维持家族利益。杨、赵两氏家族所选择的不同发

展道路, 反映了元代回回人后裔在明代的生存境遇。走出明

初惊恐的回回人在明中期已经完全融入了新的王朝, 他们无

论是科举取士还是农商营生,均与周围的汉人无异。杨氏家

族在明中后期读书科举, 交游广泛, 其元代回回人后裔的身

份以及宗教信仰与习俗的特殊并未成为其发展的禁锢。而

赵氏家族宗教资源的获得也与明朝对各地清真寺的管理方

式直接相关。官方对清真寺的管理肯定了各地清真寺活动

的合法性, 同时也固定了清真寺内宗教事务管理者的地位,

为这一宗教权力的世袭性传承创造了条件。像赵氏家族这

样依托宗教权力而形成、发展的家族在其他地方也有出现。

杨氏在士绅家族的道路上有过摇摆,杨氏曾一度趋附于

赵氏的祖先世系, 某些家族成员可能注意到了其始祖赛典赤

的宗教意义, 也看到了同邑同为赛典赤后裔的赵氏在回族群

体中的地位, 故而想充分利用这一资源。但是杨氏从清中期

开始又回归士绅家族的发展道路。这一趋一离之间固然与

从杨应奎到杨珽再到杨峒一脉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走科举

取士的道路有密切的联系,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自清代以来中

央和各级地方官府基本上放弃了对伊斯兰教寺院的直接管

理,像赵氏这样传统的掌教家族逐渐失去了官府制度对其宗

教权力的认可和保障,而只能依靠家族力量和传统惯性延续

其宗教势力,原来被排斥在宗教权力之外的人们 (其中包括

像杨氏这样的家族 )有了更多的机会和方式触及清真寺的教

务、事务权力, 清真寺的管理权逐渐走向多元化, 于是, 像杨

氏这样的家族对自身宗教性的创建也就不那么迫不及待了。

清代中后期回民的生存环境远远逊于前代和清前期。

信仰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在不断增强的同时, 其外部对立性也

有所发展。赵氏选择坚守祖先遗留的宗教资源以应对环境

的变化,而杨应奎的后裔们也同样力图遵循祖先的道路, 在

新的社会环境中寻求更好的发展空间。这两条道路无所谓

好坏,也不一定泾渭分明, 都是面对现实的生活处境而作的

选择和调整。如果说晚明清初兴起的伊斯兰汉文译经活动

是伊斯兰宗教哲学中国化进程的代表的话, 那么本文所关注

的杨、赵两氏在明清以来的家族化进程, 则可看做是这种信

仰的承载者在具体时空中对宗教生活、群体组织及其内在运

行机制本土化的具体实践。

注释:

  ¹ 本文是 / 211工程0资助项目 /明清北方散杂居回族与

北方民族关系0的研究成果。

º 穆速麻, 是波斯语 M usulm an的音译, 源出阿拉伯语

M usilim,是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即穆斯林的意思。5元

史6中称木速蛮, 5长春真人西游记6中称铺速满, 5西

游录6中称谋速鲁蛮。刘迎胜指出在明代 5回回馆杂

字6与5回回馆译语6中 /地理门0作 /母苏里妈恩0, 意

为 /回回0。

» 赛典赤赡思丁 ( 1211) 1279), 全名赛典赤# 赡思丁 #

乌马儿。赛典赤意为荣耀的圣裔, 即穆罕默德的后

裔; 赡思丁意为宗教的太阳; 乌马儿意为长寿。均为

阿拉伯语。别庵伯尔, 波斯语, 意为使者、先知, 指先

知穆罕默德。

¼ (道光 ) 5益都杨氏世谱6, 杨应奎5序6, 明嘉靖十九年

( 1540年 )。

½ 5元史# 赛典赤赡思丁传6: /赛典赤赡思丁, 一名乌马

儿, 回回人,别庵伯尔之裔。其国言赛典赤, 犹华言贵

族也。太祖西征, 赡思丁率千骑以文豹白鹤迎降, 命

入宿卫, 从征伐, 以赛典赤呼之而不名。, ,纳速剌

丁, 累官中奉大夫、云南诸路宣慰使都元帅。赠推诚

佐理协德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中书左

丞相, 封延安王。0参见5元史6卷一二五, 5列传第一

二# 赛典赤赡思丁传6,中华书局, 1976年。

¾5元史6卷一二五5列传第一二# 赛典赤赡思丁传 6第

3067页, 北京:中华书局, 1976年。

¿ (道光 ) 5益都杨氏世谱6, 杨应奎 5序6批注, 清道光二

十四年 ( 1844年 )。

À 5建寺碑6 (本无碑名,此名为笔者所加 ), 康熙二十三

年 ( 1684年 ), 该碑现存青州东关真教寺。

Á赛一忒,赛典赤之异译, 今译作赛义德,转引自冯今源

的5三元集6第 300页,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2年。

Â 5青郡赵氏宗谱6, 康熙二十四年 ( 1685年 )赵庆臻重

修,乾隆十六年 ( 1751年 )赵银重修。

�lv赵潜主编: 5青州回族溯源6,赵氏先茔碑拓片照片, 重

庆出版社, 2004年。

�lw(道光 ) 5益都杨氏世谱6, 5凡例6。

�lx5明武宗实录6卷一二九,第 36册, 第 2568) 2569页。

�ly (明 )徐咸: 5徐襄阳西园杂记6卷二十三, 载5盐邑志

林6第 14、15册, 第 18(下 ) ) 第 19页 (上 )。

�lz (明 )杨应奎5陶情令6, 抄本。

�l{富公指北宋富弼,曾任青州知州。

�l|杨应奎文称: /晏公庙实南面对之。晏公出处无稽, 俗

传水神也。0

�l}该文在光绪5益都县图志6里又作5修富公祠碑6。

�l~ (清 )安致远 : 5纪城文稿6卷四, 5跋杨渑谷先生草书

帖6第 30页 (上、下 )。

�mu (光绪 ) 5乾州志稿6载: 知州 /杨桐,山东举人, 隆庆二

年任0, (光绪 ) 5乾州志稿6卷三 5职官表 6, 第 8页

(下 )。

�mv (清 )张贞: 5益都杨君搢珽墓志并铭 6, 载 5渠亭山人

#35#



半部稿6初刻5渠亭文稿6,第 77(下 ) ) 第 78页 (上 )。

�mw(康熙 ) 5益都县志6卷一, 5大略6, 第 1页 (下 )。

�mx所谓经堂教育, 即以开班授徒的方式传授伊斯兰教宗

教知识。

�my三掌教是指住持 (亦称为掌教、伊玛目 )、副教 (亦称为

协教、海推布 )、赞教 (亦称为鸣教、穆安津 )。清真寺

教务管理体系在元代的情况请参见王东平的5元代回

回人的宗教制度与伊斯兰教法6, 载5回族研究6 2002

年第 4期。

�mz关于明朝对清真寺的管理以及这套管理方式对清真

寺和回回家族发展过程的影响,将另撰专文讨论。

�m{ 5建寺碑6, 康熙二十三年 ( 1684年 ), 该碑现存青州东

关真教寺内。

�m| (咸丰 ) 5青州府志6杨峒传记中提到了他的丧葬 /用

儒礼0,也就是说他没有按照穆斯林的丧葬礼仪从事,

而是用汉人的习俗下葬。事实上, 杨氏家族用儒礼安

葬的人不止杨峒一个, 他的哥哥杨岎 /置棺木漆之以

待, 衣服北距,八十二终, 比葬遵礼经, 不用旧习0; 杨

岎之子杨绍基也 /遗命以棺衾葬0。参见 (咸丰 ) 5青

州府志# 人物传 6卷四十九,载5新修方志丛刊# 山东

方志之二6,台湾学生书局, 1968年,第 3414页。

�m} 5青郡赵氏宗谱6, (清 )赵庆臻5圣裔赵氏家乘序6, 康

熙二十四年 ( 1685年 )。

�m~济南赛氏5咸阳族谱6现收藏于山东省博物馆。该谱

内有至大三年满东明序、魏淡跋、冯溥赞诗、康熙玉珍

赞诗、光绪赛炳谱例等文献资料。

�nu参见 5济南回族家谱选辑 # 赛氏家谱 6第 409) 418

页, 济南市伊斯兰教协会, 2004年; 王绣: 5济南赛氏

3咸阳族谱 46第 43) 44页, 5文物天地6, 1996年第

1期。

�nv上面这段文字引自5咸阳家谱# 忠惠咸阳王赛氏家传

序6,该序结尾为 /时至大三年九月初九时, 东省儒学

提督举满东明序 0。5济南回族家谱选辑# 赛氏家谱6

第 375) 377页, 济南市伊斯兰教协会, 2004年。据

5元史# 赛典赤赡思丁传6记载, 赛典赤卒于元世祖至

元十六年 ( 1279), 而至大三年 ( 1226)比赛典赤去世的

时间早 53年。

�nw5济南回族家谱选辑# 赛氏家谱6第 388页, 济南市伊

斯兰教协会, 2004年。

�nx参见5济南回族家谱选辑# 赛氏家谱 6第 378页,济南

市伊斯兰教协会 , 2004年。

�ny5圣裔赵氏碑记6, 康熙四十七年, 载赵潜主编 : 5青州

回族溯源6碑文拓片照片,重庆出版社, 2004年。

�nz纳速剌丁 /子十二人:伯颜, 中书平章政事; 乌马儿, 江

浙行省平章政事; 劄法儿, 荆湖宣慰使; 忽先, 云南行

省平章政事; 沙的, 云南行省左丞; 阿容, 太常礼仪院

使;伯颜察儿, 中书平章政事, 佩金虎符, 赠太师、开府

仪同三司、上柱国、中书左丞相、奉元王, 谥忠宪。0参

见5元史6卷一二五, 5列传第一二 # 赛典赤赡思丁

传6,中华书局, 1976年。

�n{ (清 )张贞: 5益都杨君搢珽墓志并铭 6第 78页 (上、

下 ),载 5渠亭山人半部稿6初刻5渠亭文稿6。

�n| (清 )安致远: 5纪城文稿6卷一,第 31页 (上 )。

�n} (清 )杨滇: 5邑先辈纪略6,手抄本。

�n~ (清 )杨峒: 5周两塍先生行状一卷 6、5墓志铭6, 清劳

氏丹铅精舍抄本 ,清劳权校。光绪 5益都县图志 6载:

/周嘉猷, 浙江钱塘人, 进士。乾隆三十六年, 由青城

调繁益都县, 城久圮, 邑人请捐资以修, 工巨不克, 蒇

事。嘉猷言于大府, 请帑缮之。性好学, 博览群书, 常

与名士李文藻、杨峒辈为文会。著5南北朝世系6、5齐

乘考证6诸书, 刋行于世。卒于官。0

�ou光绪5益都县图志6载: /段松苓, 字劲伯 , 亦字赤亭。

, ,于举业颇不能屈就绳尺,故久困童试中。会钱唐

周嘉猷来知县事 , 覆试时, 发策问青州郡县、沿革、疆

域、古迹, 通场不能置对, 松苓条举件系, 缕数百千

言,试牍尽, 别以他纸续焉。周大叹。异录为榜首, 遂

以第一人入府学。, ,大兴翁方纲督学山东, 搜访石

刻,青州一府得之松苓者为多。仪征阮文达公元继

之,会太仓毕沅来为巡抚, 欲同撰山东金石志, 延偃师

武亿仁和朱文藻及松苓入督学幕中, 乃遍访碑于岱沂

诸山,西起济宁, 东至临朐, 探幽剔秘, 多欧、赵以来未

见之本。嘉庆改元, 署按察使、阳湖孙星衍将以孝廉

方正举, 力辞不就。五年, 卒, 年五十六。, ,著有

5益都金石记6、5赤亭金石跋6、5山左金志 6、5山左碑

目6、5益都诗纪补订6、5李文藻尧陵考6,凡若干卷。0

�ov光绪5益都县图志6载: /李廓, 字容生, 又字晓岩。崇

祀忠孝祠。汶上县训导, ,弱冠补府学生, 以优行贡

太学。乾隆五十九年, 举顺天乡试。, ,晚从潍县韩

梦周学,为刻其5理堂制义6续集。梦周尝目其文, 谓

-在晓楼已山之间 .云。嘉庆四年,卒,年四十八。0

�ow/忠武王0即指平宋的蒙古八邻部伯颜, 据5元史 # 伯

颜传6记载: /大德八年, 特赠宣忠佐命开济功臣、太

师、开府仪同三司, 追封淮安王, 谥忠武。至正四年,

加赠宣忠佐命开济翊戴功臣, 进封淮王, 余如故。0淮

安王的全称为淮安忠武王。

�ox5西赵河刘氏家谱6, 杨峒5青州支谱原序6, 乾隆四十

九年 ( 1784年 )。

�oy道光5益都杨氏世谱6, 5杨氏世谱卷上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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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Resources and LINeage-Building:

A Study onMuslim LINeage ofQ ingzhou inM ing and Q ing Dynasties
DING Hu-i q ian

( Inst itute o fH isto ry and Cu lture, The Centra lU niversity o fNat iona lities, Beijing 100081)

Abstract: This artic le focuses on tw o HuihuiM uslim LINeages o f Q ingzhou, Shandong prov ince inM ing and

Q ing Dynasties. W e d iscuss the d ifferentw ay to organ ize a LINeagew hich is based on different soc ia l resources and

discover how they use these socia l resources. In th is case, LINeage ofY ang paidmore attent ion on imperial exam-i

nation and Zhao had a grea t pow er of re lig ion. Even if the LIN eage-building act iv it ies upon the tw o fam iliesw ere not

the same, they w ere a ll succeed.

Key words: Huihu iM uslim; Social resources; L IN eage

责任编辑: 马金宝

#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