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传统的灵命 

——试析“累积的传统”及其内在张力 
 

李 林*
 

 

“累积的传统”是威尔弗雷德·史密斯（Wilfred Cantwell Smith 1916-2000）宗教学思想

中一个关键概念。史密斯用它来指代信仰的外在表达在历史中的积淀，并主张扬弃“宗教”

或基督教、犹太教、佛教等名称，改用“传统”或基督教传统、犹太教传统或佛教传统来指

称与之相应的理念体系或历史实体。在史密斯的理论中，“信仰”与“累积的传统”是一对

密不可分的概念，构成一组基本的对立统一关系。“信仰”是指某个具体的人对超越者的回

应，或者说是其内在的宗教经验；与之相应，“信仰”的姊妹概念“累积的传统”则有如下

含义： 

我以“累积的传统”一词来指外在客观材料的整个集合。或者说，它构成了要探讨的

社团过去宗教生活的历史积淀：寺庙、圣典、神学体系、舞蹈、律法以及其他社会制度、

习俗、道德规范、神话等等；那些任何可以并且正在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一代人传

到另一代人，又能够为历史学家观察到的东西。1 

在本文中，笔者意欲通过历史与超越、传统与个人信仰、客观性与主观性等几组辩证关

系来揭示“累积的传统”这一概念本身的内在张力，从而揭示“累积的传统”中所内蕴这种

内在张力正是促使其不断发展的生命力所在。同时，“累积的传统”这一概念对于认识新兴

的宗教传统如巴哈伊传统的形成、巴哈伊传统与巴哈伊信徒个人信仰之间的关系、巴哈伊传

统的外在形式与其内在灵性之契合以及巴哈伊所倡导的“诸教同源”亦当有所启发。 

 

一 历史与超越 

在《宗教的含义与终结》第七章的末尾，史密斯写下了箴言式的结语：“传统在演化着，

信仰在丰富着，而上帝则永存。”
2
 这句话的涵义耐人寻味，它彰显出史密斯思想中包含的

两个基本维度：“历史”与“超越”。 

在史密斯那里，“历史”究竟意味着什么？《史密斯著作中的历史、超越者与世界共同

体》（History, Transcendence, and World Community in the Work of Wilfred Cantwell Smith）一

文的作者高登·普鲁特（Gordon E. Pruett）认为，传统的意义来自人在历史中对超越者的意

识。他由此推断，对史密斯而言，历史应被理解为是人活动的场所，是人认识自己及其潜能

的领域。但历史无法仅凭自身而获得意义，而必须由上帝、真理或实在来裁判。只有这样，

才能获得庄严与神圣。3
 可见，史密斯眼中的“历史”是一个内蕴两极的特殊概念，它的一

端是人，另一端则是超越者。人给历史带来丰富性和多样性，而超越者则赋予历史以意义。

“累积的传统”是人在历史中对超越者的回应，意味着人和超越者在历史中的“角力”。历

史与超越是传统与生俱来的一组内在张力。此张力决定了各个传统对于历史与启示、历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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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Wilfred Cantwell Smith，The Meaning and End of Religion，p.192. 

3  Gordon E. Pruett，“History，Transcendence，and World Community in the Work of Wilfred Cantwell Sm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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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的关联的认识各不相同。为了阐明它们的区别，史密斯对几个具有典型性的传统做出比

较，得出如下看法： 

如果忽略其复杂性，人们可以将这些信仰的代表依次排列如下：历史是否具有终极

意义，这对印度教徒而言无关紧要；在基督徒看来有意义，但不是决定性的；而在穆斯

林眼里，这个问题则是至关重要的，但不是结束；最后，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却是一

切的一切。4 

印度教徒关注的中心在超越者以及由此产生的内在经验中。他们将历史视为一个创造的

周期，因此，对他们而言，历史并不是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他们也乐于承认自己的传统始

终是变化多样的，它更接近一个人为的构造物，而非某种神圣的存在。印度教徒凭借其传统，

能够轻而易举地洞穿这个虚幻的世界，从而达到一种超越其上的永恒真理。 

基督徒则与之不同。他们在历史中看到了意义和希望，看到了来自上帝之子的救赎。对

他们而言，历史的有效性来自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一核心事件，而历史的意义也正来自于此。

问题的关键在于：十字架事件发生于历史当中，但历史的意义却恰恰来源于十字架。基督徒

能够在个人经验中认识到一个超越的基督，并且也将耶稣的历史形象视为神圣的。世俗主义

者或许也能触摸到生活在历史中的耶稣形象，但却无法领悟他带来的超越意蕴。在这一语境

下，历史为基督徒与非基督徒所共享，两者或许都能观察到或评论历史中的十字架事件，但

绝非都可以从中寻获到意义。 

但是，对穆斯林而言，这一切又都完全不同了。史密斯关于伊斯兰教的一个基本认识就

是，它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传统，其特殊性就体现在其关于启示与历史的紧密联系上，即历史

中的一个事件构成这个信仰之内容的一个极为关键的组成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信仰不

仅在于他与超越者的一种直接关系，也在于他对某个尘世事件的信念。穆斯林所能够看到的

那种真理则是置身局外的研究者也能看到的东西，因为在他看来，真主已经在充满着偶然性

和具体性的历史中有所作为了。历史与永恒的关联不仅出现在信仰者身上，而且也出现在《古

兰经》的经文中。相反，对于那些作为局外人的研究者而言，《古兰经》也同样是可资利用

的，但与穆斯林在其中发现意义不同，他们只是力图通过对它做出细致的研究，而在历史背

景所提供的线索中、在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的个人经验中，揭示它在这个尘世中的起源。 

由此，史密斯提出了一个不乏争议的观点。作为一个超越维度深深嵌入历史的特例，伊

斯兰教的“累积的传统”又该如何界定呢？此问题的困难之处在于，它既要有助于信仰者理解

他所委身的意义，又必须能够帮助观察者理解他所面对的事物。史密斯提出了这样一种思路，

他认为，对于将伊斯兰教视为宗教体系的穆斯林而言，它意味着一种稳定的、超然于偶然性

变化影响之外的超越性真理。但它还有另一面，即包含一种“沙里亚”教法体系在内的“累

积的传统”。 

从历史角度来看不难发现，今天所说的“伊斯兰教”在某个特定时刻之前，并不包括

“沙里亚”在内。由此，可以推断作为一个不断演变之历史现象的伊斯兰教传统，应该是由

历史中的“某一点”发展而来的，这一原点由那些尚未包括作为一种详尽法律体系的“沙里

亚”在内的几种现象所构成；而对此后历史中的某一点而言，这种体系则是由一些有迹可寻

的人物所建立的。5
 史密斯以伊斯兰教法学理论体系的创建者沙斐仪［al-Shafi’i （767～820）］

为例来阐明这一点。不可否认如果没有沙斐仪，或许仍然还有其他什么人出现来完成历史赋

予的使命，6
 但如果沙斐仪在历史上不曾发挥他对于伊斯兰教至关重要的建设性作用，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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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伊斯兰教法学“费格赫”（fiqh）做出了系统的阐释，并使之在历史成为确定无疑的存在

的话，那么伊斯兰教传统可能会是另一种情形。倘若不能洞悉沙斐仪出现之前与其后的伊斯

兰教传统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对研究者而言，这不啻是一种“想象力上的失败”，而对信

仰者则属于知识与诚实上的缺失。从历史中的这一点开始，任何使用“伊斯兰教”这一术语

来指代这种宗教体系的人都不可避免地是指这样一个历史实体，即在其绵延不断的历史之流

中包含着沙斐仪所赋予的那些观念。这种伊斯兰教不仅来自沙斐仪，也来自他的同代与后来

无数人的心血，而对这些后来的变化沙斐仪本人却一无所知。 

穆斯林或许会对史密斯提出的这一观点加以反驳，即真主必然会襄助这个社团沿着正确

的方向发展，他不会允许沙斐仪、安萨里［al-Ghazzāli（1058～1111年）］或其他任何与伊

斯兰教现有形式有关的创立者不在历史中出现在其应有的位置上。从信仰角度看，此观点当

然无可否认。但史密斯强调，这是一个关乎内在信仰的问题。而他所说的却是在缓慢而复杂

的历史进程中，通过与信仰的相互作用，伊斯兰教传统已经成为了一个可观察到的传统。这

反映的是历史学家的视角。伊斯兰教传统是穆斯林在历史中的建构物，它在穆斯林圈内传承，

但同时也是观察者所能看到的。穆斯林能够从中辨识出任何神圣的模式都是真主通过中介者

而赋予的。这个神圣的模式就是《古兰经》，而真主选择先知穆罕默德作为中介者将其注入

人的历史。 

综上所述，在史密斯看来，面对历史和超越所构成的张力，相对而言印度教徒或许最善

于从历史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全身心投入那超验的世界。对他们而言，在终极意义上眼下的

这个转瞬即逝的世界是无关宏旨的。而基督徒则发现他们的意义曾经出现在可视为某个永恒

的历史时刻，但其本源却超然于历史之外。基督徒可以从十字架事件中找到个人信仰，但穆

斯林的个人信仰却与整个穆斯林社会密不可分。这是由于，历史中的耶稣无异于凡人，被钉

十字架的那一位才彰显出上帝的神性。人性的耶稣只为后人留下了爱的榜样，而非神圣的箴

言。对穆斯林而言，《古兰经》却是信仰的本源，其中包含的是真主的话语。这些话语既关

涉历史的各个阶段，又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真主的降示不是某种信念或教条，

是必须遵从的永恒诫命。此诫命又是与历史合为一体的，令穆斯林与历史无法分割而牢牢地

缚在一起。如此，那些委身于这些传统的人们又该如何从中寻获自己的信仰呢？可供选择的

途径之一是外向的思路。根据这种思路，基督徒可以继续坚持十字架历史事件的神圣性，并

将这特殊点扩大为整个人类历史，令救恩遍布世界，建立一个历史与神学双重意义上的“上

帝之国”。而穆斯林则将世界性“乌玛”社团视为对真主终极诫命的实现。但如此一来，各种

宗教在历史中的相互冲突就势所难免了。 

与之形成对比，史密斯主张将这些外在历史融入内在信仰。他一方面主张正视传统的历

史维度。他说： 

具有这种历史定向之信仰的信仰者们，不再可能通过低估其世俗方面的历史特征来

解决其内在的矛盾了。7 

但另一方面，在赋予现实历史充分合法性的基础上，史密斯却主张从历史中发现超越的

重要性。他提出， 

作为一个团体的基督徒之间没有任何特殊的共同之处，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只是所有

宗教徒都共同拥有的东西，即超越者本身。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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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密斯的意思并不是要鼓吹抛弃传统，而是强调传统的意义在于启迪信仰。不论是其传

统本身与历史的联系如何，不论传统赋予信仰者洞彻历史、发现超越的能力如何，超越者才

是第一位的。无论是印度教徒、基督徒、还是穆斯林，他们都将通过洞彻传统的历史表象而

发现其中蕴含的超越意义。 

基于这一认识，史密斯站在一个基督徒的立场上提出，除了基督徒社团以外，上帝也同

样临在于其他宗教社团。除此之外，其他任何预设都无法合理地解释除了“犹太——基督教”

传统之外，人类宗教历史中还存在着其他各种的宗教传统这一事实。面对无可争议的宗教多

元现象，西方人曾提出过一种强词夺理的解释，即力图通过否认其他宗教与超越维度的关联，

来达到继续维持自我传统之独一性和优越性的目的。史密斯针锋相对地反驳道： 

那些基督教神学家假设其他传统的历史是在与超验者没有任何关联的情况下发展

着，这实际上反映出他们并不了解此历史。9 

一旦基督徒承认上帝在其他社团中也是可知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只是神学家们如

何以本传统特有的方式对普遍的上帝临在做出自己的表达。换言之，关于上帝在基督教社团

中如何做工的种种表述和信念，都只是该社团的特殊感受和个别表达而已。 

从对超越者的回应来看，史密斯主张对于历史性“累积的传统”的理解应该按照这样一

种方式来进行，即既能够公平地对待这种现象的多样性，同时又能够无损于参与者们在这里

所具有共同因素即对超越者的回应。针对一些学者将史密斯的做法称为“神学的让与” 

（theological surrender）的批评，史密斯辩白道，通过把“累积的传统”描述为某种内在于

这个世界的东西，他所拒绝的决不是超越者本身，而是历史中的超验者、成肉身之言、基督

的奥体、如今已经被装订好的《古兰经》的封面之间那真主神圣的言说。人们都从自己的父

辈那里继承了他们的宗教象征，但每个人都必须发现这些象征对自己的意义。即是说，人们

只能从“累积的传统”中获得象征之物，例如教义、仪式等等，但这些都不等于超越者本身，

人们必须通过继承、改变这些象征来发展自己的信仰。基于这一认识，史密斯强调一旦人们

在“累积的传统”的情境中设定和给出了超越者，那么“累积的传统”是共同的还是多样的，

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这都无关紧要了。10
 换言之，“累积的传统”的作用就在于向信仰

的个体提供一种情境或载体，以便他们与超越者发生关联并产生和发展出自身的信仰。因此，

所谓“某种宗教为真或假”的问题就在多重意义上犯有错误。第一，如史密斯所说根本不存

在一个与“宗教”这一术语相对应的历史实体。第二，即使我们以术语“累积的传统”取代

“宗教”，但“累积的传统”的客观性也仅仅体现在整体历史之中，它本身只是一种主观性

的人为之物。第三，从信仰与“累积的传统”的关系可以看出，宗教传统的真假不应取决于

象征体系在逻辑上的真伪。事实上，这样的问题本身就不恰当。评判“累积的传统”的唯一

可行标准是它是否能够有效地引发人们对超越者的认识，使个体的信仰得以产生和发展。 

“累积的传统”向人们揭示出历史与超越之间的张力。面对此问题，史密斯提出的思路

是正如一般意义上的传统会借助外物表达出精神性的内涵一样，委身于特定“累积的传统”

的宗教信仰者更应当力争洞彻历史的表象，寻找隐藏在它背后的超越的意义。人置身于历史

中，但应超越尘世的束缚，意识到不同传统同样都包含在历史中对超越者回应。史密斯的这

一观点后来则被希克等人阐发，升华为宗教多元论的基本主题，即各个历史中的传统都只是

对同一超越维度或终极实在的不同回应。 

二 传统与个人信仰 

史密斯认为，“传统”先于“个人信仰”。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传统作为先在的、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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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境，是否以某种方式构成了对那些具体而微的个人信仰之限制呢？个人信仰又以何种方

式反作用于传统呢？笔者认为，传统和信仰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是“累积的传统”中一个历

久不衰的话题，两者共同构成推动“累积的传统”演变的一组基本内在张力。史密斯在论述

印度教传统的形成时，以《梨俱吠陀》中“创造赞歌”的作者为例说道： 

因此，包括这首赞歌在内的印度教累积的传统的后来形式，并不仅仅是其不包括此

赞歌在内的先前历史的连续物或外推物。相反，由于这个人的信仰和行为的介入带来的

改变，该传统的后续历史则是它先前存在的延伸和丰富。11 

此处，“先前历史的连续物或外推物”就是摆在特定信仰者（在这里则是这首赞歌的作

者）面前的“累积的传统”，而“先前存在的延伸和丰富”则道出了信仰者并非被动的接受

者，而是通过主动创新而改变传统。笔者从传统与个人信仰的相互作用、精英与大众信仰的

比较这两个方面对此过程加以论述。 

首先，“传统”先于“个人信仰”，这对印度教传统中的信仰者也不例外。当人们意识

到它时，该传统其实早已多样性地存在于印度人中间了，令人很难追溯出印度教传统究竟始

于何时。这意味着每个印度教徒都出生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处境中，而此处境就包括印度教传

统在内。具体而言，就是到此时为止的、累积的印度教传统在当地的某个分支。在“创造赞

歌”的作者找到自己的信仰之前，印度教传统尚不包括这首赞歌在内，而赞歌的作者也只是

面对着一个与生俱来的传统。但“命中注定”他要借助这一传统而成全自己的信仰，并将自

己特有的信仰痕迹施加于传统之上。 

这一过程中包含两方面的相互作用。一方面，传统对个人信仰的限定和影响表现为，这

位作者接受了外在的传统，并借助它发展出了自己的信仰。尽管人们不能解释这一转变是如

何发生的，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作者的内心深处发生了某种无法直接观察到的深刻变化，

这种变化的外在结果就体现为一首新赞歌出现。另一方面，个人信仰对传统具有能动的反作

用。个体绝非被动地接受信仰，他能够增添和改变传统。个体信仰者通过为传统增添某种东

西而改变了传统，他所添加的东西则是外在传统与他自己的某种个性交互作用的产物。在上

述例子中，个人的信仰嬗变使得一首新赞歌产生，并融入已有的传统中，这位无名作者的信

仰的产物，就这样添加到“累积的传统”上。从此刻开始，印度教传统也不再是先前的传统

了，而发生了新的改变。 

可见，“累积的传统”是人的行为的产物，它是多样的、不固定的、不断增长的、变化

的和累积的。它以具体化的形式表达了前人的信仰。同时，随一代代人的不断发展，它又为

下一代人的信仰提供了发生的处境。尽管具有限制的作用，但“累积的传统”并没有包含或

完全决定后来者的信仰。每个人的信仰都是自己的，都是部分地自由的，都是借助传统对超

验者做出回应的结果。不过，由此进一步也引发了新的问题，即如何评价精英与大众信仰的

分别。 

其次，如上文所述，既然个人的信仰对传统产生反作用，那么，那些对传统产生过巨大

影响的人与普通信仰者对传统的影响会一样吗？其作用是否有差别？如果承认其差异的话，

个体的信仰对传统影响的大小之别是否意味着它们在价值上相应也存在高下之别呢？是否

意味着对特定的传统而言，一些人的信仰必不可少、至关重要，而另一些人的信仰则可有可

无、甚至可忽略不计？笔者将那些对传统影响深远的信仰者称为“精英”
12
，与之对应的成

                                                        
11  Wilfred Cantwell Smith，The Meaning and End of Religion，pp.158-59. 

 

12  史密斯将这类信仰者称为“天才”（genius）、“伟大的、创造性的领袖人物”（great creative leaders），See 

Wilfred Cantwell Smith，The Meaning and End of Religion，pp.159，160. 

 



千上万的普通信仰者则称为“大众”。 

可以肯定的是，个人信仰能够对“累积的传统”做出反作用。但由于每个人的能力不同，

对传统的影响也大小不一。按照对“累积的传统”的贡献和影响大小，总会有一些人要比另

一些人突出。尽管这一事实不可否认，但如果贸然认可这一点，就有可能被质疑是在主张偏

袒精英离弃大众的，鼓吹某种令人反感的“精英论”，如此便不免陷入两难境地。那么，究

竟应该如何处置这个棘手的问题？ 

史密斯提出了他的观点。还是以印度教传统为例，他举出其中两个声名赫赫的“伟大人

物”商羯罗（Sankara）与罗摩奴阇（Ramanuja）。作为该传统中的信仰者，这两位圣贤从

“累积的传统”中寻获了自己的信仰。这表现为，他们既从一个继承而来的“累积的传统”

中受到激励和制约，也从对这个传统的理解和对某种超越真理的领悟中获得了信仰，并将由

此内在领悟而产生的外在表达加之于那处在不断发展中的传统上。与此同时，另一个类似的

过程在更具体而微的规模上也进行着。例如，印度偏远角落的某个小村庄里生活着的一位母

亲接受了在她那个时候、那个地点所能获取到的印度教“累积的传统”的吉光片羽，并将这

些外在素材内在化，通过从其中获取意义而将外在的形式转化为个人的信仰。其后，她又将

这个传统传递给她的儿孙。在此意义上，尽管其作用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不可否认，她也

使传统有所改观，这种改变对后来者的信仰的确也产生了真实的影响。 

可见，普通信仰者与所谓“伟大人物”对传统具有同样的作用和意义，这体现在以下三

个方面。第一，他们都改变了传统，并影响了后来的信仰者。“累积的传统”是每一代人超

越性信仰的基础，而它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则是因为对那些身处其中的芸芸众生来说，传统

为他们提供了观察超越者的窗口。在上述例子中，无论是商羯罗、罗摩奴阇，还是那个不知

名的母亲，尽管受前者影响的人可能数以千万，而后者则局限在一个狭小的村庄内，但他们

的共同之处在于其信仰以及由此产生的外在表达都使已有的传统发生了改观，都在后来者寻

获自己信仰的精神之旅中起到了指南针的引导作用。史密斯对传统所持的一个观点是，传统

存在高下之分，但该区分不是取决于规模大小，而在于是否胜任地启发后来者的信仰。在此

意义上，精英与大众的信仰是无分别、一致平等的。 

第二，精英与大众对具有传统的作用有类型之分，但无高下之别。如史密斯所说，“在

人类宗教历史上，接受性追随者的保存性信仰与那些创新领袖的创造性信仰同样重要。”
13
 

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正如一般意义上的传统必然涉及传授与继承的关系一样，“累积的传

统”也包含着精英创新者与大众接受者的张力。但这不意味着受到创新领袖影响的追随者们

是完全被动的。相反，他们与创新者之间处于一种互动和制衡关系。这体现在接受者具有对

创新的选择、认可以及传递的权利。精英的创新必须通过一代代追随者的接受才能在传统中

被保留下来，才能具有活力和价值。否则，将难免被遗忘和湮没的命运。 

第三，精英与大众在信仰上的平等还体现在传统的聚合性中。无论精英还是大众，他们

都是特定宗教社团的一分子。无论他们的信仰将产生何种影响，一旦形诸于外就会立即被纳

入整个社团，而决不会被私有化。无论这些杰出人物在某种新的事物加诸传统的过程中，发

挥了多么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他们提出那些具体事物，这些事物就会被立即赋予整个社团，

而它们之后的命运也就掌握在整体的社团中了。 

从上述三个方面，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不可否认在每个“累积的传统”几乎处处都

会有“伟大领导者”的身影。他们富有创造性和领导力，在他们的引领下，传统实现了新的

积累。如果没有他们，“累积的传统”或许就不会如今天这般丰富多姿。但这并不意味着名

不见经传的普通信仰者就无足轻重，会被忽略不计。相反，正如史密斯所说： 

                                                        
13  Wilfred Cantwell Smith，The Meaning and End of Religion，p.160. 



从总体上，他的作用也同样是决定性的。其实，他的作用最终在原则上与上述那些

伟大人物并没有任何不同之处。14 

三 客观性与主观性 

通过将其与信仰区别开来，史密斯强调“累积的传统”是指由某些事物所构成的不断增长

着的集合体。构成集合体的每项事物都是客观实在的，但将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方式却是概念

化思维中的理性抽象过程。由此可以推断出，“累积的传统”这个概念具有两重属性，一是

外在客观性，另一则是主观甄别性。“累积的传统”实质是对通过对形形色色客观材料的主

观甄别而识别出或认同于某种传统。就“累积的传统”的外在客观性而言，史密斯说道： 

因此，那被称为宗教以及各种特定宗教的“累积的传统”乃是动态的、相异的与可观

察的。15 

史密斯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累积的传统”是可理解的，也是客观的。一个传统所具

有的客观材料就存在于这个世界并可以为历史学家所观察到。史密斯以基督教为例来阐明这

一点。他认为即使从非基督徒的外在的观察者例如马克思主义者、穆斯林角度来看，原则上

都可以就基督教的“累积的传统”所包含的客观事实达成一致意见，这就体现了基督教的

“累积的传统”的客观性。 

另一方面，若从其主观抽象性的视角来看，史密斯认为“累积的传统”建立在对客观素

材做出有意识地主观甄别的基础之上。 

累积的传统不是由世界给予的，而是人为了秩序化被赋予的事物而给出的一种人的

构造物。16 

在史密斯看来，“累积的传统”只是一种“设计”，它的作用在于通过借助于他人的思维可

以富有成效而又不加歪曲地将“可理解性”引入人类历史和其中的特定部分。例如在对于整

个人类的宗教历史，我们既可以从更整体的层面，在包括诸多方面，或者说宗教性或非宗教

性方面的人类的浩瀚历史长河中甄别出人的宗教传统。在另一个层面即更具体和更低概括性

的层面上，通过某种抽象与合成而甄别出某种特定的宗教传统，这种传统可以是例如在17

世纪某个小岛或村庄里的禅宗传统，也可以是史密斯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多伦多某个聚会

中的基督教传统的长老会分支。史密斯认为这种人们为了各种理性的目的而做出的抽象既是

方便的或必须的，也是合乎情理的。 

史密斯承认“累积的传统”所指代的事物完全湮没在这个尘俗的世界之中，并因此也向

历史性的观察完全开放。但这与那种认为由于一个宗教的全部历史和本质都限于这个领域之

内，因此这个宗教便可以等同于它那尘俗的、可观察的历史的观点有着云泥之别。
17
 他所强

调的是“累积的传统”绝不能等同于某种具有内在一致性或能够自给自足的独立实体，它只

能用来指代某种可被理解和经验认知的事物。即是说，“累积的传统”这个概念乃是从那整

个动态的历史复合体中提取了一个可以被寄予理性关注的部分。 

可见，“累积的传统”绝非初窥之下便可得到的那种客观素材的历史堆积物，它的内涵

复杂性远不止于此。某种意义上，“累积的传统”确实指代某种历史中客观存在的实体。但

就实质而言，“累积的传统”却是一种人为构造之物。它是通过人们的主观甄别而在连绵无

隙的人类历史长河中，拣选和截取出的一部分。如果没有这个主观甄选的过程，那些宗教性

                                                        
14  Wilfred Cantwell Smith，The Meaning and End of Religion，p.160. 

 

15  Wilfred Cantwell Smith，The Meaning and End of Religion，p.168. 

16  Wilfred Cantwell Smith，The Meaning and End of Religion，p.169. 

17  Wilfred Cantwell Smith，The Meaning and End of Religion，p.161. 

 



的素材将与非宗教性的素材、某种宗教传统的素材与另一种宗教传统的素材将浑然一体、不

分你我。甚至即使在人们人为地认定出某种宗教传统之后，这种混同性在客观上依旧存在。

因此，一方面，可以说客观素材则是“累积的传统”的事实基础，但另一个更加不容忽视的

方面则是主观性及其在“累积的传统”这一概念中所具有的某种逻辑在先的地位。 

从历史客观性的角度看，史密斯认为那种固执地主张宗教在人类历史中乃是作为某种历

史实体而存在的观点可谓大谬不然。这种观点不仅与事实相悖，而且也带来了难以弥补的灾

难性后果。在这种观点的阴影笼罩之下，宗教作为一种历史实体不仅在个体上相互独立，并

且也会由此必然处于相互对峙的甚至矛盾冲突的困境之中。而史密斯则认为人类的宗教历史

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整体，各个宗教传统都只是人们通过主观甄别在此整体历史中识别、认同

或截取到的片断。因此，所谓“宗教”以及由此产生的各个宗教之间触目皆是的对立与冲突

都建立在一种以主观构想为前提的参与之中。在现实中只有作为整体的人类宗教历史是客观

存在的，从此整体历史中主观甄别出的个别宗教传统不具备作为一种历史实体的客观性。特

定宗教传统的客观性只能体现在构成这一传统的素材作为整体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

显现在历史之中的客观存在。由此，可以说各式各样的宗教传统都只是在同一人类宗教历史

中的不同片断。这种对客观性整体历史的主观甄别所彰显的是在整体历史之中各个宗教传统

作为人为之物而共同存在于统一历史之中的维度。 

概言之，史密斯认为“累积的传统”乃是一种通过主观甄别得出的客观材料的集合体，

它同时具有外在客观与主观甄别两重属性，其中主观甄别占有逻辑在先的地位。这是由于在

史密斯看来特定的宗教传统仅仅是通过主观甄别从整体历史中拣选出来的一种人为构造之

物，它的客观性只能作为整体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而客观存在，并不具备任何绝对的独立性。 

 

四 结论 

通过对“累积的传统”的三组内在张力，即历史与超越、传统与个人信仰以及客观性与

主观性的阐发，揭示了这一概念发展的主线，即“累积的传统”与信仰的对立统一关系。史

密斯认为尽管累积的传统完全是历史性的，但历史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这是由于在历史

中始终存在着那就本质而言乃是向超验者无限开放的人的因素。从个体信仰与累积的传统的

关系来看，累积的传统不仅是处在当下之人的信仰的途径，更是以往之人的个体信仰聚合的

产物。史密斯强调尽管传统先于所有已知的信仰，因此任何个体都必然面对一种先于他们而

存在的累积的传统，但如果得出结论说传统掌控着信仰或说信仰是传统的一项功能，则是错

误的。
18
 个体绝非是一种消极被动的方式接受传统，相反，个体必然将自己的理解加诸传统，

甚至改造传统，这一点在那些对传统做出巨大影响的人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从历史的角度

看，在整个人类的累积的宗教传统中，有无数的内容都在特定的时刻由特定的人物以其特定

的能力而首次被引入传统之中。个人的信仰能够凭借自己主动的创造行为而对传统做出一定

修改行为，而对那些在人类历史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而言，他们的这种主动创造行为甚

至可能对传统带来建设性或毁坏性的影响。因此，通过主观甄别而得出的传统绝非某种密闭

的系统，而是人类历史中如恒河沙数般的个体的信仰历程所累积之物。由于信仰的个体层出

不穷而又千差万别，因此在个体的主动作用之下，累积的传统构成一种经历着不断修改并因

此而始终变化和无限延伸的历史存在。可见，在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维度之外，累积的传统还

具有变化与相对的方面。任何人为认定的累积的传统都是处于变化过程之中的一个相对稳定

的片断和有限的存在。事实上，在史密斯那里绝对的存在只能是超越者本身，而呈现出千变

万化现象的人类宗教历史正是那些曾经、正在和将要生活在不同历史境遇之中的个体对超越

                                                        
18  Wilfred Cantwell Smith，The Meaning and End of Religion，p.323. 

 



者回应的累积之物。因此，任何将特定的累积的传统视为绝对存在物的观点都不可避免地会

错误地忽视它的变化与相对维度，或者说是将相对者误认为绝对，将变化之物错当永恒。 

概言之，史密斯认为累积的传统乃是一种通过主观甄别得出的客观材料的集合体，它同

时具有外在客观与主观甄别两重属性，其中主观甄别占有逻辑在先的地位。这是由于在史密

斯看来特定的宗教传统仅仅是通过主观甄别从整体历史中拣选出来的一种人为构造之物，它

的客观性只能作为整体历史的一个有机组成而客观存在，并不具备任何绝对的独立性。同时，

信仰的个体也决不会囿于人为设定的特定传统之中，他或她还具有主动地理解、修正和改造

传统的能力。因此，除了客观性与主观性之外，累积的传统还兼有变化与相对的维度。由于

史密斯强调累积的传统的主观性与变化性，所以他否认存在某种与“宗教”这一术语相对应

的历史实体。故而，在他看来人们以往所关注的“宗教真假”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人

们的聚焦点应该由此转向累积的传统以及它在引导人们认识超越者方面是否得其所哉。 

通过强调累积的传统的多重维度，史密斯一方面肯定了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的多元共存是

一种客观的现实存在，诸如基督教传统、犹太教传统、印度教传统的存在都具备某种客观性；

另一方面，史密斯也阐明了这些形形色色的宗教传统都是通过主观甄别而在同一整体历史中

所拣选和识别出的片断。因此，它们之间的多元共存不仅具有现实性，而且蕴涵着统一性，

这种统一性表现在不同宗教传统之间多元共存的现实只能在统一的整体历史之中得到体现。

归根结底，宗教传统多元存在的实质是信仰的内在和个人维度在历史中的具体化。这种具体

化又必须以信仰的个体即那被先天地赋予了能够对超越者做出回应并由此为生活定向之能

力的人为载体。而人的主观性与变化性反映在人的整体历史，特别是人的宗教历史中，就呈

现为各个累积的宗教传统统一于整体历史之中的多元共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