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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位于青海省黄南藏族 自治州, 由于社 会环境 的变化, 地理 环境的 制约, 藏传
佛教的信仰等诸多因素 的影响, 河南县蒙古族 在语言、服 饰、
饮 食、习俗等 方面已 经发生很 大改变, 与 当地
藏族基本相似。本文对影响河南 蒙古族文化变迁原因作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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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对象及背景

由甘肃南部进发, 在河曲卓格浪 ( 今甘肃省玛曲

青海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 也是我国西

县、
四川省若尔盖县和青海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南

北少数民族发祥地之一。青海蒙古族主要聚居

部 ) 设立驿站和马场, 以后他们中的一部分定居

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
海北藏族自治州和海南藏族自治州等地区。河

下来, 成为当地最早的蒙古族居民。明朝蒙古族
第二次进入青海, 以土默特火落赤为首于公元

南蒙古族自治县是青海省惟一的蒙古族自治县,

1588年 ( 明万历十六年 ) 进驻捏贡川 ( 今青海省

俗称河南蒙旗。全县总面积 6997145平方公里,

同仁县、
泽库县一 带 ) , 统辖河南 地区。明末清

辖优干宁镇、宁木 特、托 叶玛、赛尔龙、多松、柯
生、
智后茂一镇六乡。 2006年总人口 33833人,

初蒙古族第三次入驻青海, 这一时期的蒙古族主
要是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和土尔扈特部。公元

其中蒙古族 31438人, 汉族 975人, 藏族 823人,

1636年 ( 明崇祯九年 ) , 原先驻牧在乌鲁木齐一

回族 301 人, 土 族 235 人, 撒 拉 21 人, 保安 18
人, 裕固 5人, 东乡 4 人, 维吾尔、
满等其他民族

带的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率部突袭青海, 其第五
子伊勒都齐之子达延博硕克图济农为加强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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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人。 河南县东临甘肃省甘南藏族自 治州夏

从海北率部南迁, 自公元 1652年 ( 清顺治九年 )

河县、碌曲县, 南临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

历经十多年到达河南地区, 并将原先驻牧在这一

县, 西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玛沁县和海南州
同德县毗连, 北邻泽库县, 在地理分布上处于藏

带的土默特达尔吾部、土默特火落赤部并作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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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众。 罗卜藏丹津事件后, 1725年清朝把青

多蒙少的格局, 因此受藏文化影响很大, 是蒙、藏

海蒙古族收为内藩, 河南蒙古被划分为四旗, 即

民族文化融合的典型地区。
河南蒙古族先民主要为 13世纪元朝军队的

和硕特前首旗, 南右中旗、
南左中旗和土尔扈特
南前旗。河南蒙古由强盛走向衰落, 民族文化也

土默特达尔吾部, 明朝的土默特火落赤部, 还有

受到极大影响。

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及土尔扈特部。公元 1257

二、
变迁原因

年, 蒙古军兵分三路进攻南宋, 土默特达尔吾部

随着蒙古族在历史上的几次入驻青海, 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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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曾经辉煌一时。元朝灭亡后, 蒙古族的势力日

由于相同的游牧经济基础和共同的宗教信

渐衰微, 人口日渐减少。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

仰, 蒙藏民族之间在蒙古汗国建立特别是西藏归

地理环境的制约及宗教等其他诸多因素的影响,
河南县蒙古族文化发生很大改变。河南蒙古族

属元朝后, 在近千年的发展史中从诸方面建立了
千丝万缕的关系, 最终走上宗教信仰一体化的道

先民在初入河南地区仍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 后

路, 宗教信仰的一致性又推动蒙藏文化的进一步

为了政治统治的需要, 蒙古上层人士开始大力倡

融合, 河南蒙旗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开始了

导学习使用藏语文, 以期利用藏族势力达到巩固
统治的目的。藏语文的学习带来的影响是实质

自身的文化变迁旅程, / 文化变迁就是指或由于
民族社会内部的发展, 或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

性的, 天长日久蒙古文化的特征逐渐消褪, 藏文

接触, 因而引起一个民族的文化的改变。0 文

化取而代之成为河南蒙旗的主流文化, 藏文化的
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渗透到蒙古人的思想意识

化变迁现象是复杂的, 导致文化变迁的原因也是
多样的, 河南县蒙古族文化变迁的因素主要有以

中, 加速民族文化的变迁, 然而蒙古文化痕迹的

下几点:

遗存依然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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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宗教信仰的一致

从语言来看, 河南县使用的藏语夹杂有蒙语
词汇的痕迹, 具有不同于其它藏语的地方特色,

早期的蒙古人信奉的是北方大部分游牧民
族信仰的原始宗教萨满教, 相信万物有灵, 腾格

反映了蒙藏语言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历史轨迹。

里 ( 长生天 )是主宰一切的权威。在蒙古族的发

据文献记 载 / 1912 年 官 方文 书还 在 使用 蒙 古

展历程中, 萨满教曾一度对蒙古文化的发展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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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0。 现在河南县的蒙古族绝大多数已完全不
通晓蒙文, 仅有柯生乡和赛尔龙乡的极少数蒙古

举足轻重的作用。之后在蒙古帝国疆域的不断
扩展下, 蒙古统治者接触到与自己不同的各种宗

人使用含有大量藏语词汇的蒙古语。据 20世纪

教信仰, 有着远见卓识的成吉思汗并没有采取排

90年代的一次统计, 河南县当前能够使 用蒙古
语的约有 500人 左右, 能 够听懂蒙 古语的约 有

斥和打击的策略, 而 是实行了 / 兼 容并包 0的宗
教政策, / 人 人均可信仰自己的宗教, 遵守自己

1500- 2000人, 约占全县总人口的 10% 。 当地

的教规 0。 在不同时期蒙古统治者应自身需要

蒙古族使用的藏语是一种从蒙古语转向藏语的

对不同宗教有所侧重, 道教、
伊斯兰教、
基督教、

方言, 于周围地区的藏语相比有自身明 显的特
点。 20 世纪 80年代河南县开始恢复蒙古语言

佛教都曾得到蒙古汗国的扶持, 成吉思汗家族中
也允许信仰不同宗教, 有的蒙古上层人士甚至改

的学习, 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从服饰来看, 蒙古

信当地宗教。

族在初入河曲地区时仍然穿传统的蒙古袍, 但到
公元 1806年左右 ( 清嘉庆初年 ) , 当地蒙古族百

佛教于公元 7世纪左右传到西藏, 与藏族原
始宗教本教相互斗争融合, 形成了具有雪域高原

姓的服装已与藏族服装基本相同。西宁办事大

特色的藏传佛教。公元 13世纪在对吐蕃的征服

臣那彦成在其奏议中曾说: / 蒙古竟有穿戴番子

过程中, 成吉思汗之 子阔端恪守 / 兼容并包 0的

衣帽毫无差别着 0, 清政 府曾经多次 / 正蒙古
衣冠, 以防 诡混 0, 但仍 未从 根本 上起 到作用。

国策, 放弃武力而采取了宗教攻势策略, 于公元
1247年邀请当时在藏地颇有名望的佛教名僧萨

解放后柯生乡和赛尔龙乡部分妇女在服装上还

迦班智达在凉州 ( 武威 ) 会晤, 这一历史性事件

保留有蒙古袍大圆领、
马蹄袖的特征, 赛尔龙乡
部分男子还穿 / 苏乎拉木 0的蒙式靴子, 现在河

掀开了藏传佛教向蒙古传播的序幕。阔端皈依
藏传佛教, 利用萨迦派的势力巩固对西藏的统

南县蒙古族在服饰上与藏族已无多大区别。在

治, 以后历代蒙古统治者都继承和发展了阔端对

饮食上蒙古族也逐渐吸收了当地藏族的饮食习

西藏的统治方略。忽必烈统治时期尊奉萨迦班

惯, 糌粑、曲拉、酥油、青稞炒面成为蒙古族餐桌
上的主要食品。丧葬形式河南蒙古同当地藏族

智达的侄子八思巴为 / 帝师 0, 赋予其宗教领袖
和政治官员的双重身份。在这期间, 蒙藏之间的

一样以天葬为主, 婚姻习惯既不完全同于藏族,

关系不断加强和巩固, 这种政教联盟的特殊关系

也不完全同于其他地区的蒙古族, 具有自身明显

一直影响到明清时期的蒙藏社会。明中叶, 势力

的特色。

强盛的土默特部俺答汗占据青海, 邀请西藏格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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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索南嘉措活佛相见, 并于 1574年在青海湖畔

蒙古族实行严格的氏族外婚制, 不允许在同

建寺, 隆重迎接索南嘉措活佛。这一蒙藏历史上

祖先的近亲部落里互相娶聘, 必须与无血缘关系

的关键会见后, 佛教在蒙古开始全面传播。清朝
时期为加强对蒙古族的统治, 清政府大兴藏传佛

的氏族通婚。蒙古族在入驻青海后, 因为严禁氏
族内婚, 本民族人口又稀少, 只能考虑与周边其

教 / 以安蒙古 0。宗教信仰的一致性推动了蒙藏

他民族通婚以保证人口的繁衍。辛普森 ( Sim p-

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 蒙古族经历了对不同宗教

son) 和英格尔 ( Y inger) 在 5种族和文化的少数

信仰的倾斜历程后, 最终走向了与藏传佛教融为
一体的道路, 藏传佛教在蒙古族的政治、
经济、文

群体: 偏见和歧视的分析 6一书认为, 大规模的
族际通婚一般不可能发生在存在严重偏见和歧

化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巨大影响。 / 政治上, 蒙古

视的族群之间。藏族和蒙古族有着相同的宗教

征服吐蕃; 而在宗教上, 却为吐蕃所征服, 并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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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影响蒙古社会的历史发展。0

信仰和游牧经济基础。河南蒙旗历代亲王中有
四个娶了藏族夫人, 历代河南亲王和嘉木样活佛

蒙古族黄金家族的举措自然被蒙古贵族阶

保持了几世的家族联姻。史料记载, 河南二世亲

层和普通百姓奉为圣旨积极效仿。地方蒙古贵

王旺舒克, 系察罕丹津胞兄墨尔根诺颜之子拉察

族极力与宗教人士靠拢, 以期拓展自己的势力,
筹建寺院和联姻成为主要手段。河南亲王及当

布与七世达赖喇嘛之妹嘉措卓玛所生。四世亲
王纳罕达尔济, 娶二世嘉木样的妹妹仁增杭毛为

地部落头人出资先后建有拉卜愣寺、拉卡寺、达

妻, 生一子达什忠鼎即五世亲王。达什忠鼐娶了

参寺、曲格寺、
香扎寺、郎木寺、拉家寺、
石藏寺,

二世嘉木样的侄女为妻。八世亲王巴勒珠尔喇

这些寺院作为政治文化中心与历代亲王关系密
切。公元 1709年 ( 康熙 48年 )河南亲王察罕丹

布坦, 与 四世嘉木样胞姐之女滇吉环仲结为伉
俪, 后来因滇吉环仲无嗣, 又迎娶其妹兰曼措, 生

金出资迎请一世活佛嘉木样协巴多吉, 在甘肃夏

有一男两女, 即第九、十世亲王。十世亲王扎西

河县建拉卜愣寺, 在之后的发展中融入了以拉卜
愣寺为中心的藏传佛教文化圈。河南蒙古亲王

才让 嫁 于 五 世 嘉 木 样 长 兄 黄 正 清 之 子 黄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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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上层人士的通婚起了典范作用, 民间百姓

郡王都重视选送本民族青少年入寺为僧学习藏

普遍效仿与藏族通婚。

语藏文, 乾隆十三年 ( 公元 1748年 ) 亲王旺舒克

(四 ) 蒙藏精英人士的广泛接触

又选派 50名蒙古族青年为该寺主持坚赞僧格僧
徒。当时的教育主要是寺院教育, 入寺为僧必须

一个社会中精英人物的举措往往对社会事
物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 并影响民间百姓。蒙藏

学习藏经藏文, 众多僧侣又必然对藏语文的学习

精英人士的积极接触极大地影响了民间的广泛

和运用起到推动作用。在藏语文得以大力推广
的同时, 蒙古语文的使用必然受到影响。宗教信

交往, 对两种文化的交流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
早在成吉思汗时期, 蒙古族和藏族就存在局部性

仰对河南蒙古的藏文化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

的接触, 蒙藏之间已经对彼此情况有了初步了

(二 )周边环境的影响

解, 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同藏族政教界上层人物的

从地理位置看, 河南蒙古族处于甘青藏族的
包围中, 内部又同藏族阿柔部落长期杂居, 极易

积极接触, 对蒙藏关系的确立起了特殊的作用。
13世纪阔端王与萨迦派首领萨迦班智达的凉州

受到藏族文化的影响。藏族为青海的世居民族,

会谈, 忽必烈与八思巴的六盘山会晤, 成为蒙藏

13世纪蒙古族进驻青海后, 为了适应当 地的生
存环境, 巩固自身实力, 积极与周边占文化优势

关系史上的里程碑。元朝灭亡后, 蒙藏之间的交
往受到影响, 为了各自的利益, 蒙藏领导人物再

的藏族接触, 在发展自身文化的同时较多地借用

次联手。公元 1578年, 藏传佛教格鲁派著名领

了藏族文化成分。 1723年清廷实行 / 盟旗制度 0

袖索南嘉措与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在青海仰华

后, 河南各旗只能在本旗范围内活动, 河南蒙古
逐渐失去与其它地区蒙古族的联系, 在长期封闭

寺会面, 俺答汗赠给索南嘉措 / 圣识一切瓦齐尔
达喇达赖 喇嘛 0尊 号, 开 辟了 蒙藏 关系 的新纪

的状态中, 逐渐远离自己的文化融入了藏民族的

元。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身体力行迅速地推动

汪洋大海之中。

了蒙藏之间的交流。蒙古族在入驻青海后, 蒙古

(三 )族际通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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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上层人士积极接受占优势的藏族文化, 历代河

南亲王与拉卜愣寺嘉木样活佛保持友好关系, 乾

土尔扈特南前旗, 各旗不得相互统属。在不断的

隆年间, 河南亲王旺舒克从西藏请了一百多位藏

内外战争中, 蒙古族人口大量死亡、
外迁, 社会经

文学者, 从事王府文职和藏文教学。
(五 )蒙古族人口的锐减

济逐渐衰敝, 蒙旗内部矛盾日增。内忧外患的状
况导致河南蒙古族人口大量减少, 蒙古社会经济

蒙古族人口随着蒙古族势力的盛衰经历了

也受到严重摧残, 贫困至极。

迅速增加到直线下降的过程。蒙古汗国建立时

三、
结语

期,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对外战争的扩大, 蒙古
地区的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很大发

/ 促使文化变迁的原因, 一是内部 的, 由社
会内部的变化而引起; 二是外部的, 由自然环境

展, 经济生活得以改善, 为人口繁衍提供有利条

的变化及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如迁徙、
与其他民

件。许多被征服的民族也融入到蒙古族的共同
体中, 蒙古族人口 迅速增加。 1206年成吉思 汗

族的接触、
政治制度的改变等而引起。当环境发
生变化, 社会成员以新的方式对此作出反应时,

建立蒙古汗国时人口约 150万, 至 14 世纪初约

便开始发生变迁, 而这种方式被这一民族的有足

有四五百 万 人, 达 到 蒙 古 族 人口 发 展 的 最 高

够数量的人们所接受, 并成为它的特点以后, 就

峰。 元朝灭亡后, 蒙古族退居漠北, 日渐衰微。
清雍正元年 ( 1723) 青海蒙古亲王罗卜藏丹津事

可以认为文化已发生了变迁。0 河南蒙古族的
文化变迁既有内在原因也有外在原因, 在内外因

件的失败给青海蒙古族带来巨大影响。清廷采

素共同作用下, 逐渐发生了大规模的变迁。当两

纳年羹尧 5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 6及 5禁约青海

个民族彼此的差异消失后, 民族间的行为规范和

十二事 6奏议, 将青海蒙古收为 内番, 在蒙古 族
地区实行 / 盟旗制度 0, 规定各旗只能在 本旗范

价值标准接近, 族际间的交往增多, 文化的变更
也随之加快。河南蒙古族虽然外在的文化要素

围内活动, 使蒙古各部难以形成整体。河南蒙古

发生改变, 但仍然保持对本民族的族属认同和情

被划分为和硕特前首旗, 南右中旗、南左中旗和

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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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Culture Change F actor ofH enan
M ongolian Banner in Q inghai
A I L i- m an
(X iamen Universi ty, X iam en 361005, Ch ina )

Abstract: H enan M onga lia n Autonom ous County located in H uangnan T ib etan Autonom ous Pre fecture, The
H enan M ongalian cu lture had changed for d ifferent reasons such as social env ironm en,t geografhy env ironm en,t T ibetan Buddhism and so on, now their language, costum e, die,t custom changed sam e as T ibet
an1The article ana ly sis the in fluenc ing factor o fH enan M ongalian cu lture changed1
K ey w ord s: H enan M ongolian Banner; cu lture change; in f lu enc ing facto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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