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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明堂与巴布派的历史
接触之可能性探讨

∗



王建平

本文的主旨并非是想论证中国西北地区的苏非教团———灵明堂曾是伊朗历史上的伊斯兰教什

叶派中的巴布派之支脉,因为今天的灵明堂无论如何从宗教教义、修行和性质上来讲是典型的伊斯

兰苏非神秘主义组织,而巴布派作为今天巴哈伊教派的先驱也已经基本上成了历史的遗迹与苏非派

无关,所以严格来说灵明堂与巴布派在教派组织上没有很大的干系.本文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分析

和佐证以及笔者的社会调查,其意图无非是向读者指出,中国苏非教团的宗教思想来源和文化来源

是多元化的,作为中国苏非教团组织中的灵明堂,它不仅传承了阿拉伯和波斯伊斯兰世界中的苏非

神秘主义思想和礼仪,不仅吸收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和佛教、道教宗教教义和修持方法,而且它在

宗教思想上甚至包容了向伊朗什叶派正统教权挑战的巴布派之“巴布”的观念.这个事实正如专门

研究中国西北苏非派的专家、已故的美国学者约瑟夫弗来彻(JosephFletcher)指出的那样,处于伊

斯兰世界边缘的中国穆斯林历史绝非是孤立于其他穆斯林的历史①,恰好相反,中国穆斯林居住区

和中国穆斯林社会是最易于受伊斯兰世界中心地带各种新的宗派思想甚至各种“异端”思想影响,并

产生深刻的社会反响的地区和组织.

一、问题的提出

１９９６年在阅读马通先生的著作«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时,我注意到甘肃省兰州灵明堂道

主马灵明的苏非思想中有“巴布”的观念.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当我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与

美国太平洋地区发展和教育研究所联合举行的«宗教、文化和伦理国际研讨会»担任翻译工作时,我

和专门从事于什叶派和巴哈伊信仰研究的英国学者摩佳摩门(MoojanMomen)博士谈起了灵明堂

的创始人马灵明先生苏非思想中的“巴布”概念.摩门博士建议我对中国西北地区的跨宗教现象应

该继续研究,因为灵明堂所在的中国西北在历史上是著名的丝绸之路经过地区,渗透了各种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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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原载台湾«新世纪宗教研究»２００３年９月第２卷第１期,后收录于王建平:«露露集:略谈伊斯兰教与中国的关系»,宁夏

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约瑟夫弗来彻(JosephF．Fletcher):“TheNaqshbandiyyainNorthwestChina”(中国西北部的纳格昔班迪教团),

参见比阿翠斯曼泽(BeatriceForbesManz)主编的StudiesonChineseandIslamicInnerAsia(«有关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内亚

地带的研究»),Aldershot:Variorum,１９９５年,第１１章(XI),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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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文化,它还是波斯宗教、印度宗教、阿拉伯伊斯兰教和中国宗教接触和互动作用的地带.像灵明

堂这样的中国苏非教团与伊朗的巴布派运动发生可能的历史联系应该说是非常值得的研究对象.

受这一想法的鼓舞,我尽可能地阅读了我所找到的有关兰州灵明堂的资料,并与摩门博士不时

地以电子邮件的方式交换意见,探讨灵明堂与巴布派的历史联系这一问题.摩门博士还认为,如有

可能,应该对灵明堂进行一次历史调查.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３日至２月４日期间,我专门去了兰州和附近

地区就灵明堂和巴布派影响的历史联系可能性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下面是我的调查结果和一些初步

看法.

巴布在阿拉伯语 TheBb中的意思是门,在１９世纪伊朗的巴布派的教义中被解释为人们所渴

望的救世主①,即该派领袖巴布阿里穆罕默德,他是通向真理之门.在伊朗什叶派教义中认为,第

十二伊玛目马赫迪隐遁了,他在世界末日时降临人世,消除人间不幸、不义和不平,建立幸福、公正、

平等的“正义王国”,给人民带来千年福祉.巴布是马赫迪与人民之间的一扇门户,马赫迪的意志将

通过巴布转达给人民.②

与中国其他苏非教团不同的是,属于嘎德林耶苏非派的灵明堂明确地包含有自认 “巴布”或救

世主的代表,或真理的门这一被正统伊斯兰教视作“大逆不道”的观念.“巴布”一词出现于马灵明的

遗嘱中.它是这样说的:“吾俩是巴布门首答应的应答人的龙.”③这里的“吾俩”是阿拉伯语 Auly,

即 wlí的复数,意真主的朋友,或苏非圣人中品级很高的人.马通先生在调查中也记录了马灵明的

«遗言»,其中有“无俩是巴布门首的天命”这样一句.④ 马灵明的弟子马向真阿訇或被称为“尕阿

訇”⑤的,在«赞无俩大道»一文中说:“无俩无俩真无俩,真脉来自白格达(即巴格达),巴布门上有天

命,伊斯兰教不二传.”⑥他在«无俩三字文»中进一步说:“无俩道,归真路,巴布门,在此处,有天爷,

有规矩,一化三,三归一.”⑦对这里数位“一”和“三”的问题,马通先生在他的社会调查中是这样解释

的:灵明堂有两种说法,第一种的“一”指的是伊斯兰教,“三”指虎非耶、嘎德林耶和秘传的仅继承人

知道的“则可若”(阿拉伯语dhikr,即对主和圣的赞念);或者是嘎德林耶、虎非耶和灵明堂.第二种

的“一”指“真主之妙”,“三”是指圣人、贤人和一般常人.⑧ 清楚的事实是,灵明堂的“巴布”观念与巴

布派中的“巴布”概念是比较类同的,都将“巴布”看作是通向真理的门,而自己是转达真理的人或代

表,通过巴布此门走向建立正义、平等社会的道路.

上述口碑和记载资料所牵涉到灵明堂与“巴布”一词的关系方面有两种争议观点.灵明堂西道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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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参见杨生茂、张芝联、程秋原主编:«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上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版,第４５８页.
参见赵伟明:«近代伊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４９页.
该遗嘱是我从灵明堂信徒８３岁的老人汪玉光先生那里第一次听到的,后来又从现任灵明堂教主汪寿天先生听说过.

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９日我在广河县三甲集镇时遇到了灵明堂教众原兰州市某学校校长马如其先生,他赠送我一份灵明堂转抄的

«灵明上人传略»,其中也有这样的说法,只不过将“巴布”写成“八部”.参看«灵明上人传略»,抄本,第２页.
参见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宁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３２页.
在中国西北地区,“尕”是小的意思.
关于灵明堂教门源自巴格达的问题,灵明堂信众、８３岁的汪玉光先生告诉我:“我们的教门是从巴格达来的,有事实

根据.”他指的根据就是灵明堂教众广泛流传的这一口碑资料.汪老是东乡县唐汪村人,是灵明堂第三代教主汪寿天的哥哥.
汪玉光从小就居住在灵明堂(兰州下西园),他为马灵明拱北看守了２０年,还在灵明堂第二代教主单子久先生门下多年学习

１３本经.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４日与汪玉光先生交谈的笔记.
马向真:«清真哲学奇语录»,第８２页、第１９５页.但在我收集的抄本中,这些引言应该分别是１０１页和１０５~１１０页,

且有一处将“无俩”写成“五俩”.
参见马通:«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前揭书,第１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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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负责人马占海阿訇认为灵明堂与巴布派没有任何联系.他对笔者说,有的书将马灵明遗嘱中出现

的“巴布”一词上做文章,从而把灵明堂与巴布派运动联系在一起,这是不对的.我们灵明堂是逊尼

派,走的是伊斯兰教正道,而巴布派是什叶派,它背叛了伊斯兰教,所以成了邪教.有人专断地将灵

明堂与巴布教派硬是扯在一起,这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没有任何根据.①

当然,马占海阿訇对把灵明堂与巴布派的联系一起的观点持有批评态度是基本上出于他所认为

的逊尼派是正统派、什叶派是歪门邪道这样的是非标准.由于巴布派发源于什叶派,所以灵明堂不

应该与巴布派有任何干系.这种先入为主的主观思想倾向不是我们研究历史所取的态度.

另外一种意见为灵明堂的几位老人所支援.灵明堂的现任主持汪寿天先生在与笔者交谈中说,

灵明堂的思想是受巴布派的教义所启发的.“马灵明２５岁时(１８７７年),嘎德林耶派的静杜子“巴

巴”②将苏非学理传给了他,并传给他了真脉.这事发生在榆中县,当时马灵明为躲避战争祸乱而逃

亡到那里,并在那里居住了一段时期.马灵明从巴巴那里接受了机密后,他那天晚上立即出发回兰

州.这次的苏非学理传授不仅将四大门宦的教义传给了马灵明,而且还将巴布派的思想传给

了他.”③

二、对问题的进一步分析

汪寿天先生谈到的静杜子巴巴指的是来自新疆喀什噶尔拱北的苏非谢赫(阿拉伯语,长老).其

实,喀什噶尔拱北(阿拉伯语,陵墓)应该是喀什噶尔附近的阿帕克和卓的拱北.这条材料还可以为

灵明堂信众所流传的抄本资料所证实,但在马灵明受教于静杜子巴巴的时间上表现有分歧:

“[道祖马灵明]勤修苦炼到４０岁时,西元１８９２年(光绪十八年)④从圣地或喀什道堂来了一位筛

海(长老)静杜子尊者号‘外丰永地尼’,送来了吉托(传教凭证)亲授于道祖,从此公开传教,继穆圣真

脉之光,任道统之首席.”⑤

也许马灵明在２５岁时第一次获得了苏非主义知识,而到了４０岁时获得了传教凭据第一次公开

传授苏非教理.传授人是静杜子巴巴,这位苏非老人家也许在两个不同的时间内分别授受马灵明知

识,也许是两位不同的苏非在不同的场合中教育了马灵明.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马灵明在２５

岁和４０岁时接触了由不同的神秘主义者包括巴布派或巴哈伊信仰的传教师所传授的不同精神思想

文化的养分.

然而在灵明堂记载的历史中,有好几处将静杜子巴巴的名字与大香巴巴混同起来了.当谈论到

灵明堂与巴布派运动的联系时,汪寿天老人家还与我说起大香巴巴向马灵明传教的事情:阿拉伯苏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笔者与马占海阿訇谈话记录,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８日晚.
关于“巴巴”(Bb)一词,在波斯语中是爷爷的意思,在维吾尔语等东突厥语系中不仅是指爷爷,还专门指宗教操守非

常好,德高望重的老人.在一些回族居住区中,巴巴除了有上述的含义以外,还有朝觐过麦加的“哈吉”意思.
采访汪寿天先生的记录,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５日.
原抄者记录是“１８８３年(即光绪十九年)”.后与灵明堂教众、７０来岁的张志毅先生核对材料,他认为这是笔误,应该

是光绪十八年,即１８９２年.
马兴禄口述,马老校长记录,韩寿修改:«兰州灵明堂道堂简历»,１９９４年农历３月２５日整理,王建平抄于２００１年１月

２５日至２６日,灵明堂,抄稿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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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塞利姆在广河县三甲集向马灵明传了机密,大香道祖的灵魂敲响了道祖太爷(灵明堂教众对创始

人马灵明的尊称)的心坎.① 这里的塞利姆一定与其他史料所赋予大香巴巴称号的哈比本拉西的名

字互相混淆了.比如,根据一位马灵明弟子记载的«香太师简史»所说:

“太师,道号海必本拉西,印度代海来文一人也,为发扬古教,济救世人,背井离乡,游学异邦.至

耶曼(也门)、白格达(巴格达),入赛海日道堂功修.侍奉沙海(长老)海立理尊者十八年.一天获得

灵梦:在一兵马教坊中,向东射两箭,落下龙一盘,凤一只.禀告道长.长恭喜曰:‘汝往中国,调养大

贤.’遵命就程,竟于一八七七年九月抵达兰州.师徒相遇,遂传道焉.太师全体芬芳,清香扑鼻,故

皆呼曰“香巴巴”.归返至肃州,逢燹乱,舍身归真.时在光绪四年正月初一日也.”②

一则更早些记录香太师与马灵明会面的史料以更形象的笔触说道:“马灵明二十五岁时,即

１８７７年(清光绪三年九月九日),有一个通称‘大香巴巴’、名叫哈比本拉西的人来到甘肃兰州,自称

原籍是印度得海来文义人,曾在巴格达的筛海日外勒丁耶道堂求过学,学习的是嘎德林耶学说.这

次到兰州,和马一龙(马灵明)邂逅相逢,谈得十分投机.后在海四太爷拱北柏树之间,授灵明以嘎德

林耶古教.越三月,又在绣河沿清真寺③后院水井之旁,传至圣真脉之光,让道统代位之席,并吩咐

传教条件,交给传教凭据.不久,哈比本拉西返回故里,在返乡途中,于１８７８年(光绪四年正月初一)

在肃州(今甘肃酒泉)遇兵劫而亡.”④

这两则史料都指出:哈比本拉西(香太师或大香巴巴)于１８７７年即马灵明２５岁时来到兰州,传

授了就学于也门和巴格达、印度或伊朗(因为“得海来文义”或“代海来文一”大概是“德黑兰”的译音)

地区的苏非神秘主义思想.假如这两则记载是可靠的话,那么,哈比本拉西在巴格达或许在伊朗学

习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这时间大约在１８５０年,也是巴布教派的起义被伊朗统治者残酷地镇压下去

了,而且巴布的主要弟子巴合欧拉流放在巴格达.虽然巴布教派几经数次屠杀,但它在巴合欧拉的

领导下,巴布派运动转入地下活动,并继续向教派的信徒们传播巴布的思想.我认为,哈比本拉西也

许很可能与巴合欧拉在巴格达、伊朗、印度和中亚的追随者们接触,并从巴布派教义中接受了某些伊

斯兰教神秘主义思想.

假如我们将上述这三则历史记载都结合起来并组成一个有秩序的事件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它们

的细节是非常相似的:一位有着不同名字的巴巴从阿拉伯和伊朗或印度经由中亚和新疆的喀什噶尔

到达兰州传授混合了巴布教派思想的伊斯兰苏非神秘主义.其结果是,这样的传教活动启蒙了２５

岁的马灵明,他到了４０岁时建立了一个新的苏反闸宦派.这些史料还告诉人们说,当这位巴巴向马

灵明传授了苏非学理后,在返回阿拉伯故土(更可能是回伊朗)的路上遭劫而害.所以,根据对上述

材料的分析,我可以演绎出下列两个方面:首先,静杜子巴巴(经名:外丰永地尼)和哈比本拉西巴巴

应该是同一个人,因为这两位巴巴有着同一个称号即“大香巴巴”或“香太师”.名字的不同主要由于

年代的长远,在这样的长时间过程中,灵明堂教众对自己历史的记忆和保存方面的口传众说及传抄

资料难免有互相混同和错讹.其次,静杜子巴巴和香巴巴塞利姆或哈比本拉西也许分别是两个苏非


①

②

③

④

参见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５日与汪寿天先生交谈的记录.
马向真:«清真哲学奇语录»,阎奇峰手抄,第９９~１００页.在此感谢西道院教长马占海阿訇,他允许我复印他所珍藏

的数据,同时也感谢西道院寺管会主任的协助.
该寺至今仍存在着.我在兰州对灵明堂的历史调查期间还去看了一下,它号称兰州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
«兰州灵明拱北教史»,参见马通先生的«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所引用的手抄本资料,第１３０~１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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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巴布派传教师,他们在不同的时期内将他们的神秘主义知识进行传授.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第

一种推测也许更合乎事实.

那么,香巴巴的祖籍是何地,什么时候来到中国,上述的哪一种说法更可信? 这问题本身在确凿

证据发现以前暂时无关紧要,因为所有记载的史料都确证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来自西域(伊朗、阿拉

伯或印度等)、满体散发芬芳香味的老巴巴曾求学过巴格达和也门,他(他们)长途跋涉来到了兰州,

将苏非教义包括巴布派思想传授给了马灵明,后者在１８７７年至１８９２年期间成立了灵明堂.

在追溯香太师与马灵明相见事件的一些别的资料在时间方面和巴巴的名字上显示了很大的差

异.比如,有的说,“从道祖的西力系勒(阿拉伯语silsilat,意苏非道谱、传系)来看,他的道统源于明

末清初.相传圣裔廿五辈之后大香道祖哈密顿地尼(南疆哈木大尼人)接受了耶门(也门)白格大地

(巴格达)乃格是板顶耶、尕地愣耶道堂的学理,把真主真机漏托给海祖太爷、米太爷、马太爷、石尕阿

訇、木爷、白肚子等七辈传光,他们肩负护印任务等待真人授印”①.这则资料的作者将伊朗的哈马

丹(哈木大尼)错误地认识为南疆的一个地区.他还将香太师与马灵明相遇的事件和新疆白山派领

袖阿帕克和卓因和黑山派争权失败后隐居时到西北河湟地区的回回村落中传授虎非耶苏非教义的

事件混为一谈.②

灵明堂第二代教主单子久③的弟子、今年９３岁的马万瑞先生也持有相同的观点,即生活于１７世

纪的哈密顿地尼将苏非真理传授给了建立于１９世纪与２０世纪之交的灵明堂.“道祖的教门是真谛

传真道,由‘也曼百格达吉’的‘沙黑(长老)’(宋朝年间)传于大香道祖‘哈米栋吉尼’(明朝年间)又传

于‘哈比本拉吸’(清朝乾隆年间)上了.”④他又说:“[灵明堂]名称是一思目杂提(IsmuDhat,阿拉伯

语,名字属性),占道是也曼百格达吉的沙海香耳则子哈米栋吉尼额目尔口唤上传与哈比本拉吸又传

与哈尼法通拉吸(H

anífatullh,马灵明的经名———笔者注)上了.”⑤

这里的疑惑是:一个生活于１７世纪的人如何能与生活于１９世纪中的人见面呢? 或者是宋朝年

间的苏非怎能向明朝年间的苏非传授苏非真机呢? 作为本人是苏非的马万瑞先生对此毫不怀疑,他

认为真主能创造奇迹,能通过神灵帮助相隔遥远的两代人心灵交流和通话.在苏非传统中,黑孜尔

(Khir),伊斯兰教中隐藏的先知能在生者和死者之间、相隔数代人之间、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信徒

之间以及地理区域上相隔遥远的地区的不同人们之间建立联系和交流.在我田野调查中所收集的

资料中,我发现灵明堂的道谱的内容中也证实了这样的说法:“至圣(即穆罕默德)降世而道复始,封

印万圣,真机传四配(阿拉伯帝国早期历史上的四大哈里发).继天方诸辈贤贵圣后裔、二十五辈自

乃格什板顶耶、嘎吉忍耶道堂传至哈什(喀什)海目达尼道堂大香道祖哈米冬吉尼第授受道统十一代

而秉受机密护印,亲传者待光阴末尾古土布(阿拉伯语,轴心;苏非中的高乘人士)敖西之真光方真脉

流行也.”⑥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马兴禄口述,马老校长记录,韩寿修改:«兰州灵明堂道堂简历»,前引文,第２页.
关于阿帕克和卓到西北内地传教的详细事迹可参见马通先生的著作«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前揭书,第１３１~

１３２页.
单子久的“单”应发shàn的音,马通先生在«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第２８７页中写为“陕子久”,这大概是同

音异写的笔误.
马万瑞口述,马杰礼执笔:«道祖的生平»,载«灵明堂史记»,油印本资料,１９９０年３月,第５~６页.
马万瑞口述,马杰礼执笔:«道祖的纲典»,载«灵明堂史记»,前揭文,第１１页.
摘自灵明堂总堂三华门左边砖墙上镌刻的«道统简述»,笔者抄录于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５日,灵明堂拱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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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灵明堂道统传谱和向兰州马灵明泄露苏非机密的其他材料来看,我们将有关大香巴巴的断

断续续的记述串联起来作个小结,一些线索可以从下述的事实中发现:

　　大香巴巴(香太师)的名字:静杜子或外丰永地尼———塞利姆———哈米顿地尼(哈米栋吉

尼)———耳则子哈米栋吉尼额目尔.

时间:１６世纪———１７世纪———１８世纪———１９世纪.

地点:阿拉伯、也门、巴格达、印度的得海来文义(也许是伊朗的德黑兰)、哈马丹、喀什噶尔、

兰州.

传授真机:嘎德林耶———苏非神秘主义———嘎德林耶和纳格希班迪耶[虎非耶]包括巴布派

思想.

在灵明堂的历史调查中我注意到香太师的忌日在他返回阿拉伯(伊朗)家乡路经肃州被害后为灵

明堂的教众所每年纪念.纪念仪式总是在中国农历正月初一日举行.根据灵明堂信众纪念香太师忌

日的事实,我相信,２０世纪上半叶在灵明堂群众中流传的«兰州灵明拱北教史»抄本和马向真阿訇的

«清真哲学奇语录»也许更可靠些或更接近事实.因为在灵明堂的道统记录中,从哈马丹(或喀什)来

的香巴巴哈米栋地尼(哈密顿地尼)在他出发到兰州前在巴格达和也门学习过相当一段时间.１８７７年

至１８９２年期间,他在兰州启蒙了马灵明的苏非思想和巴布派教义.如此的记载与向马灵明传授苏非

学理和巴布思想的哈比本拉西或静杜子巴巴这样的人物非常相似.由此观之,哈比本拉西或静杜子

巴巴很有可能是波斯人而非阿拉伯人,也有可能从喀什噶尔来的波斯人.材料记载哈比本拉西或塞

利姆是阿拉伯人,这因为他们在巴格达和也门学习了１８年之久并掌握了非常好的阿拉伯语知识.人

们认为他(他们)来自喀什噶尔拱北,那是因为他们从伊朗经由南疆的喀什噶尔长途跋涉到兰州的,或

者也许他们在喀什噶尔的阿帕克拱北住过一段时间.这就是为什么灵明堂的信众将香太师或香巴巴

与生活在１７和１８世纪的阿帕克和卓混淆起来了,所以,他们恐怕将名字、时间、辈分朝代及地点都搅

杂在一起了.各种资料中记载的有关大香巴巴传授马灵明苏非真机所出现的名字、年代和地点等歧

异情况恐怕应归咎于陈述口传和文字记载资料的漫长过程,在这样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各不同辈分的

灵明堂教众参与了这样的描述和记述自己的历史,其结果出现差错和颠倒混淆势必难免.

三、中外史料的互相验证

现在我们有必要讨论一下香巴巴(静杜子巴巴)和１９世纪中期在伊朗风卷云涌的巴布教派思想

之间接触的可能性问题.我对这一历史联系的解释是基于下列逻辑思维推断的基础上.首先,伊朗

地区在历史上通常是向中国传播其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的主要源泉之一.在贸易和文化上连接波

斯帝国和中国的交通要道丝绸之路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主要通道.来自伊朗、中亚地区和阿拉伯

的许多穆斯林士兵、商人、工匠、学者和苏非传教师就是通过这条丝绸之路到达中国,因此,波斯和中

亚的穆斯林在形成中国穆斯林社团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干作用.即便在１６世纪以后印度洋的航海交

通取代了丝绸之路在欧亚大陆之间的贸易、经济和文化联系的杠杆作用之后,丝绸之路仍然是沟通中

国与伊斯兰教世界之间穆斯林朝觐和苏非神秘主义传播的交通要道.这一点可以为中国穆斯林社团

中的文化生活中根深蒂固的许多波斯生活习俗和波斯语词汇等事实所佐证.它证明波斯伊斯兰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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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一直长驱直入中国穆斯林社会、渗透进中国的伊斯兰教.其次,伊朗和中亚地区是中国苏非教

团或门宦的主要发源地,中国苏非教团的衍变、分化和发展以及苏非神秘主义思想的传播与波斯和中

亚地区的苏非教团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在中国的纳格希班迪教团(哲赫林耶和虎非耶)、嘎德林耶、

库不林耶、切斯提耶等教团创立者和苏非神秘主义思想修行都可以溯源到波斯和波斯化的中亚地

区.① 再次,中国又是历史上伊朗的什叶派和其他宗教异端派在受到宗教迫害和政治镇压以后逃难寻

求庇护的地方.当伍麦叶王朝镇压什叶派、哈瓦利及派时,阿拔斯王朝镇压什叶派等其他政治反对派

时,后来萨法维王朝镇压苏非派时,这样的例子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过.在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之前,当

阿拉伯人征服了波斯的萨珊王朝后,许多萨珊王朝的达官贵人包括王子都逃难到中国避难定居.还

需补充的是,历史上的火祆教、摩尼教、景教无不如此.所以,当伊朗当局在全国残酷地镇压了巴布教

派的起义、处决了巴布派运动的首领之后,该派的一些教徒或跟随者为躲避恺加尔统治者的镇压和迫

害而流亡中国逃生是完全有可能的.巴布派的流亡者,或巴布派幸存者的后代们也许头冠香巴巴(暗

含做香料生意)、哈比本拉西、哈米栋丁尼或静杜子巴巴等这样的名字,踏上了古代的丝绸之路从伊朗

经过中亚、喀什噶尔到达兰州来谋生或进行宗教教育.由于兰州处于著名的丝绸之路上,且又有很大

的穆斯林聚居区,这些有着很好程度的波斯语、阿拉伯语知识的巴布教徒自然在兰州的穆斯林中受到

欢迎.因为中国穆斯林在延聘阿訇的问题上,主要的标准之一是看他的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知识.

第四,由于巴布教派的思想被看作异端来对待,以及什叶派伊斯兰教在中国占绝大多数逊尼派穆斯林

中视作歪门邪道,因而对什叶派产生敌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香巴巴(静杜子、塞利姆,或哈比本拉

西,或哈米栋丁尼)不得不伪装成苏非,并在中国的苏非分子中间教授苏非神秘主义,同时在中国穆斯

林社团里有选择性地传播巴布思想.在这样假设的可能性基础上,来自伊朗或印度的巴布教派思想

的传播沿着丝绸之路的通道于１９世纪末碾转来到了中国西北,并终于与其中的一个苏非教团———灵

明堂发生了接触,这可能一点都不足怪的.无论如何,波斯的思想养分和种子通过社会、文化和经济

的渠道嫁接到中国的西北地区的这样景象在过去和现在已经重复了许多次了.

在我们将巴布派思想和灵明堂道祖马灵明的苏非思想的逻辑联系整理得更清楚以前,我们有必

要简略地介绍一下１９世纪巴布派运动领导人及其该派起义的历史.

巴布派运动创建者赛义德(圣裔)阿里穆罕默德(１８２０~１８５１)出生于伊朗设拉子经营棉花生

意的商人家庭.他在今天伊拉克卡尔巴拉的谢赫派著名学者赛义德卡兹姆拉斯迪指导下学习伊

斯兰教.谢赫学派主张的理论是:第十二伊玛目,伊斯兰教的救星玛赫迪不久将复临世界.该派认

为,在玛赫迪隐遁了将近一千年后,也就是这个世界充满痛苦和悲哀的时刻,他来到世上,结束地球

上不平等的状态.

１８４４年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宣布自己是“巴布”及赛义德卡兹姆拉斯迪的继承者.他写了

«默示录»(阿拉伯语Bayn)一书.巴布的使命是在马赫迪复临世界以前向人们揭示真理.１８４８年

伊朗发生了一系列的巴布派教徒组织的起义.国王(沙赫)监禁 “巴布”于马库(Mkú,１８４７年),并

于１８５１年在赤赫利奇(Chihríq)处决了他.这场规模浩大的巴布派起义被伊朗国王和统治阶级残酷


① 关于这一观点,可以参见笔者向１９９９年５月在伊朗德黑兰举行的毛拉沙德拉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递交的英文论文

“HistoricalLinkBetweenPersianSúfísandT

aríq　　sinChina”(«波斯苏非和中国塔利格的历史联系»),该论文翻译成中文又发表在

«回族研究»杂志１９９９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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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镇压了.此后,巴布运动的一部分幸存者逃到伊朗周围的边远地区.毫无疑问,一些巴布派教徒

逃亡到中亚和印度,后来以巴哈伊教派的名义生存下来.很有可能的是,个别巴布派成员落难到中

国,作为苏非而生活于中国穆斯林中间隐藏下来以躲避在伊朗的严厉迫害.

使我强烈相信马灵明建立的灵明堂与伊朗的巴布派思想有可能发生联系的另一个理由是来自

巴哈伊教的一则历史史料.摩佳摩门博士在一年前寄给我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这样说道:“我一直

在做有关一位在亚洲进行过广泛旅行的巴哈伊传教师的研究工作.这位传教师的名字叫杰玛尔

阿凡提(JamlEffendi).他曾经旅行到过拉达克(今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境内———笔者注),然后走

向叶尔羌(即今天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莎车———笔者注).这条旅行路线也许使他最初选择了朝东

南方向沿着喀喇昆仑山脉的边缘行进并进抵西藏.由于严寒的气候,杰玛尔阿凡提冻伤了,并感

染到他的双脚,他被迫在叶尔羌停留了六个月,这段日期大概在１８８８年至１８８９年的冬天,或１８８９

年至１８９０年的冬天.我在思考,是否马灵明在叶尔羌遇见他了,或听说了有关巴哈伊派的教义,然

后把它传回甘肃省?”①根据灵明堂的口述和记载资料,事实上马灵明从未去过新疆.然而,他的弟

子临夏人靠福和兰州人单子久曾经在新疆多次作过广泛的教务旅行和弘扬灵明堂式的具有巴布思

想的苏非教义活动.

后来,摩门博士在寄给我的一篇他写的论文中更明确地指出,伊朗马赞德兰人杰玛尔阿凡提

(原名苏莱曼汗,即上述去过新疆叶尔羌的人)在德黑兰皈依了巴布派信仰.后来受巴布的门徒巴哈

乌拉的指示,到过中亚(阿富汗和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印度(包括今天的巴基斯坦和

孟加拉)、锡兰(今斯里兰卡)、缅甸、泰国、马来亚、新加坡,甚至远到印度尼西亚作过广泛的旅行.他

在当地穆斯林社团中进行巴哈伊教的传教活动.他用波斯语、阿拉伯语、突厥语、乌尔都语和印地语

以及他在当地突击学习的本地语言向穆斯林群众和其他人们讲解巴布的思想和巴哈伊教的主要原

理.他传教的主要方式之一是把自己打扮和伪装成一个苏非托钵僧进行宣教,并在护照上标明自己

的身份是苏非谢赫,还常常以谢赫贾玛鲁丁的名字出现.在他个人不倦的努力下,不少地方有成百

上千的人皈依了巴哈伊教.这些接受巴哈伊信仰的新皈依者不仅有什叶派和逊尼派穆斯林,还有印

度教徒和佛教徒.其中甚至有当地的王公贵族.有一次仅在缅甸曼德勒一地,就有６０００人信仰了

巴哈伊教.② 从这里的描述可以想见,杰玛尔阿凡提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巴布思想的宣传者,如

果他真的到达了叶尔羌并居住了六个月的话,那么我们不难相信,他在新疆南部地区将巴布思想灌

输给了某些维吾尔族穆斯林和来自甘肃等地且在那里学习苏非学理的回族穆斯林.

四、对中国苏非教团———灵明堂受“巴布”
教派思想影响在逻辑上的推测

根据摩门博士提供的资料,我们可以作进一步的分析,即杰玛尔阿凡提(谢赫贾玛鲁丁)于

１８８８年至１８９０年期间可能到过中国新疆的莎车(叶尔羌)以及邻近地区进行过宣传巴哈伊信仰的


①

②

摩佳摩门(MoojanMomen)博士于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７日写给我的英文电子邮件.
参见摩佳摩门:«对杰玛尔阿凡提穿越亚洲的宣教活动的记述及其作用的分析»(AnAccountoftheActivities

andanAnalysisoftheRoleofJamlEffendiinthePropagationoftheBahíFaiththroughoutAsia),此文系作者在英国

纽卡索举行的巴哈伊信仰国际研讨会宣读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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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活动.由于冻伤,他在莎车呆了６个月.从阿凡提一生的宣教经历来看,他个人作为传教师应

该是非常有宣教经验并很有魅力、很有感染力的人.因为在他所过之处,有时会有整个村的穆斯林

群众皈依了巴哈伊信仰.他打扮成苏非苦行僧的模样,过去的传统教育可以证明他具有很高的苏非

神秘主义学理的水平.从巴布和巴哈欧拉的著作来看,比如巴布的«默示录»和巴哈欧拉的«七道峡

谷»,都反映出他们本身是伟大的宗教神秘主义思想家和体验者.所以,在巴布教派和巴哈伊信仰

中,不乏宗教神秘主义学者.作为伊朗人的杰玛尔阿凡提毫无疑问地对鲁米、加米、哈菲兹等波斯

苏非神秘主义诗人的苏非神秘诗是非常熟悉的.所以,当阿凡提到达新疆宣传巴哈伊信仰和巴布思

想时,他肯定受到了中国穆斯林的热烈欢迎.仅凭阿凡提的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知识,就足够使得中

国穆斯林肃然起敬并拜为老师而行弟子礼了.这一点可以从清朝康熙年间赵灿的«经学系传谱»一

书中回味到.① 况且,鲁米、加米和萨迪等的苏非神秘主义杰作是中国穆斯林传统经堂教育的教材

课本.从这些事实可以推断,杰玛尔阿凡提在新疆莎车及其地区宣传巴哈伊信仰时,不可能在他

身后没有留下他传授过巴布思想的弟子.就算他遭到了信仰正统逊尼派的维吾尔族和回族穆斯林

的抵制,他也可能将巴布思想与苏非神秘主义思想一起掺和着灌输给他们了,从而在中国穆斯林社

团中留下了巴布思想和观念的痕迹.如果我们将兰州的灵明堂史料和巴哈伊信仰历史中发现的史

料对照起来分析的话,那么,我们可以顺理成章地说,静杜子巴巴(外丰永地尼)、哈比本拉西、哈米栋

吉尼(哈密顿地尼)、塞利姆等人也许就是杰玛尔阿凡提在中亚、印度和新疆传教时所收留的弟子,

也许是杰玛尔阿凡提的弟子的弟子.这些弟子将从阿凡提那里所传授的混合有巴布思想的苏非

知识又再传授给了在兰州的马灵明了,或者是马灵明的弟子在新疆进行教务活动时遇到了阿凡提或

阿凡提的弟子,接触了巴布思想,或者深化和传播了巴布思想和教义.如果我们再次联系前面介绍

的灵明堂史料来观察和分析,那么不妨可以这样说:如果灵明堂的创始人马灵明于２５岁(１８７７年)

受苏非学理和巴布思想启蒙的话,那么他可能接触了来自伊朗和中亚的巴布教派逃难者,或者是遇

上了杰玛尔阿凡提在中亚和印度地区传教后所教授的弟子,这些弟子又继续旅行传教,将巴布思

想带到了兰州,传授给了马灵明;如果马灵明在４０岁那年(１８９２年)被授受了苏非真脉和巴布思想,

那么他接触了杰玛尔阿凡提在南疆地区传教时(１８８８~１８９０年间)所教育的弟子,因为阿凡提的

弟子被启蒙了巴布思想后又继续在南疆地区宣传老师的思想和主张,有的可能到中国内地来传教而

到达兰州.加之灵明堂流传的资料里提到了静杜子巴巴、哈比本拉西、哈米栋吉尼(哈密顿地尼)、塞

利姆的来处:巴格达、德黑兰、哈马丹、印度、喀什噶尔等,这些地名又正好与杰玛尔阿凡提所传教

地区大体一致.加之马灵明创立了灵明堂后,他和他的继承人一直不断地派弟子到南疆地区联络,

进行教务活动,以扩大和强化灵明堂的包含有巴布思想的苏非实践传统.② 凑巧的是,杰玛尔阿

凡提与灵明堂史料中的“香太师”或“香巴巴”兴许也有点联系,因为阿凡提逝世后,别人为他写的墓

志铭上有“真主之爱的芳香”这样的赞誉.所有这些都清楚地指出,马灵明的灵明堂与巴布教派以及

后来的巴哈伊信仰的思想交流和接触的可能性大概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也许这样的接触和交流的


①

②

参见赵灿:«经学系传谱»,杨永昌、马继祖标注,青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关于这一点,灵明堂的著名活动家马仁普留下的手稿«玉龙上人传略»记载了马灵明弟子靠福和单子久曾数度并长时

间地在新疆一带活动的事迹.靠福甚至在哈密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灵明堂分堂———靠福堂.我在兰州对灵明堂的历史

进行调查中,一位来自青海民和县姓马的灵明堂阿訇告诉我,说他在六七十年代还在南疆进行过秘密的教务活动,说南疆的

不少维吾尔穆斯林是灵明堂成员.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８日晚,当我与灵明堂西道院的马占海阿訇交谈中,他还肯定地对我说,灵明

堂在新疆大约有２万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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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有好几条,时间有分别,地点有好几处,接触物件也可能有好几个.任何一种可能性都不能排

除.也就是说,马灵明在其一生中不止一次地接触了巴布思想.这一点可以为当今的灵明堂主持人

汪寿天老人家说得很清楚:“来自中国以外的巴巴不仅将四大门宦的苏非教义传给了马灵明,而且还

将巴布派的思想传给了他,由此成立了灵明堂.”①“我们的教门是从巴格达、也门和南疆来的.”②

此外,马灵明成立的灵明堂对“巴布”这一概念的理解应该说与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的“巴布”

理解是非常接近的.在巴布教派中,“巴布”具有神圣的性质,其使命是在马赫迪复临世界以前向人

们揭示真理,引导人们走正道.而灵明堂是如何理解“巴布”的含义的? 马灵明在其遗嘱中说:“吾俩

是巴布门首答应的应答人的龙.”他将自己和自己的继承人都标榜为“吾俩”,即真主的亲近朋友和品

级非常高的苏非圣徒,并比拟为“龙”,所以在他和继承人的十辈传谱上都取名为“龙”,而他们仅仅是

巴布门首前的代理人.如果我们再对照灵明堂第三辈道祖汪寿天先生在兰州五星坪重建道堂的八

卦宫立木盛典上的讲话时,我们就会有更清楚的印象:

“灵明堂是什么? 灵明堂是真主依斯俩目真教立在地面上的一面旗杆,是天际地面的定盘心,是

贵圣安息的地方,是众多斯达尼③朝圣的地方.”④这样的宣言其实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灵明堂的教

主具有通向真理的门的地位和作用,他们是巴布的代表和代言人.

总而言之,灵明堂的创始人马灵明的苏非思想以及灵明堂的建立和发展应该说是与伊朗的巴布

教派思想有着内在的一定接触和联系.这种巴布派思想的影响由于在中国正统逊尼派穆斯林占绝

对主导地位的环境氛围里只能以独特的苏非神秘主义教团形式的外壳得到生存和发展.当然,灵明

堂所受伊朗什叶派巴布教派的影响由于通过遥远的地理距离间隔和漫长历史的接续以及不同民族、

语言的转述而对“巴布”思想的理解变得支离破碎和发生异化,这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


①

②

③

④

笔者个人采访汪寿天老人家的记录,时间为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５日下午.
汪寿天老人家回忆马灵明先生的事迹,时间为２００１年１月２７日上午,参见笔者的笔记.
波斯语 Dustn,Dust的复数,意教胞、朋友和信众.中国穆斯林见面时的互称.
马兴禄口述,马老校长记录,韩寿修改:«前言»,载«兰州灵明堂道堂简历»,前引文,第１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