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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敖包看北亚环境问题：
草地主位的生态知识、 政治表述及仪式实践

〔法〕 吴　 红

（马惠娟　 译）

摘要： 本文探讨的是敖包与北亚地区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 笔

者认为， 祭敖包是主位的生态知识、 政治表述及仪式实践共同作用

的产物。 本文首先勾勒当地民众与自然环境中的神灵进行沟通的方

式， 描述环境退化对人们及其经济的影响， 进而展示了当地民众及

政府如何将敖包作为一个表达环境保护政治话语的主要场所， 最后

分析了当地民众如何调适敖包仪式内容以应对气候变化问题。
关键词： 敖包　 北亚　 环境问题

作者简介： 吴红， ２０１４ 年在法国巴黎高等实践学院获博士学

位，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７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做博士后研究员，
现为法国社会·宗教·政教关系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兴趣主要为晚

清以来中国蒙古族及通古斯民族的游牧及宗教相关实践。
译者简介： 马惠娟， 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博士， 现为南京理工

大学公共事务学院讲师， 研究方向为民族认同、 民俗宗教学。

引　 言

北亚游牧民族将自然环境①视为由自然物与超自然物构成的统一体。

① 本文用 “自然环境” 这一惯用语来指称蒙古语中的 ｂａｉｇａｌ （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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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 气候、 山脉、 牧场以及动物， 与各种各样的地方的敖包和祖先

的灵共同占据着圣地。 以主位的观点来看， 每一个事物都有能量和有益力

量， 且可以经由人类仪式行为而得到加强。① 因此， 蒙古人和其他北亚民

族崇拜山峦， 据信山峦中寓居着强大的神灵和神灵之主。 建在山顶的敖

包②是人们拜山之所， 也是将人与自然联结起来的福地。 在集体的敖包仪

式中， “参与者求得山神的祝福， 庇佑土地丰饶， 生命繁衍不息”。③ 同

样， 人与自然在敖包祭祀中达成的互惠交换， 象征性地确保畜群多产、
草场丰饶和雨水充沛。 山顶的石堆不仅代表无处不在的草地， 也被认为

是助力自然的神圣标志。
中国改革开放和 １９９１ 年苏联解体以来， 祭敖包在当地民众中更为广泛、

普遍， 至今已经成为其仪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过去的十年间， 敖包仪

式复苏也越来越与环境问题相关联。 煤矿业的发展、 草场退化、 干旱和污染

等问题， 形成了一种新的话语， 让当地民众及地方政府调适自己的敖包仪式

以适应这些新状况。 因此， 敖包不是石堆， 而是与各种环境问题相关的多元

进程的组成部分。
本文认为， 敖包体现了主位生态知识、 政治表述以及应对气候变迁

的共同作用。 本文在综合笔者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９ 年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

地区的民族志田野调查④， 以及其他学者已出版的关于中国、 俄罗斯和

蒙古国等各个蒙古文化地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叙述了当地民众通过

敖包及祭祀活动与栖居在自然环境中的神灵进行交流的方式， 介绍环

境恶化如何影响人们及经济发展， 分析敖包如何成为地方及国家权威针

对环境保护问题传达政治理念的主要场所， 地方民众如何创造自己的仪

式策略， 并针对气候变化调整自己的敖包仪式内容。 换言之， 本文提出

了这样的思考： 关于当前北亚环境问题， 敖包究竟告诉了我们一些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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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Ｃｈｉｅｆｌｙ ａｎｄ Ｓｈａｍａｎｉｓ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ｉｎ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ｉｎ Ｅｒｉｃ Ｈｉｒｓｃｈ，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ＯＨａｎｌｏｎ （ｅｄｓ ），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 ｐ １３７
敖包也会被建在路边、 关口或圣泉附近。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Ｕｒｇｕｎｇｅ Ｏｎｏｎ， Ｓｈａｍａｎｓ ａｎｄ Ｅｌｄｅｒ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Ｄａｕｒ Ｍｏｎｇｏｌ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ｐ １５１
感谢 ２０１８ 年法国社会·宗教·政教关系研究所 （ＧＳＲＬ） 对本民族志田野调查的资助， 以

及 ２０１９ 年台湾中研院民族学所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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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然中建敖包： 生态知识的一项实践

敖包在蒙古语中是 “堆” 或 “石冢” 的意思， 是北亚草原上最为普遍

的人类建造物。 依据周边环境， 它们的形状、 大小各不相同。 在蒙古文化地

区， 敖包一般是圆形石堆， 顶部中心留洞并覆以树枝。 它们被建在诸如圣山

或关口等高地上， 人们通过选择高地， 表达俯瞰人类统治的自然环境的愿

望。 在野外建造敖包是一项十分精妙的工作。 人们相信敖包充满力量， 能够

控制那些可以为人类带来福祉的重要神灵。 关于敖包的地理位置及朝向， 建

造敖包使用的材料， 也需要特别的生态知识。 这样建造出来的敖包， 与自然

景观相适应， 呈现一幅人与自然共处的美丽图景。
蒙古人， 尤其是游牧民的畜群依赖水源和牧场， 因此对自身自然环境有

精准认知和独特感知。 人们认为环境是一个广阔的互动网络， 囊括了人们生

活于其中的所有物质的维度和社会的维度。 人、 动物、 植物、 牧场、 人类建

造物、 神灵以及附着其上的情感， 共同建构了这一自然环境。 在蒙古文化中，
“重要的并非土地本身， 而是关于土地的互动关系。 人类选择及其代理人被认

为是与土地之物的代理人相互关联， 并附属于后者”。①

敖包体现了人类与作为一个整体的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 敖包总是

被建成吉祥的形状， 以此被赋予招待神灵的能力。 尽管被祭拜的神灵各自有

基于其属地的名号， 但就分类而言， 都属于 “土地神” （ｇａｚａｒｉｎ ｅｚｅｎ）、 龙

神 （ｌｕｕｓ）② 及天神 （ｔｅｎｇｅｒｉ） 等类别。 蒙古人同环境的关系与生态维度密

切相关。 所谓生态维度， 即维持特定的规则以保护环境交换系统中的所有实

体都能得其所需。 生态维度相关的范式， 普遍存在于人们敖包祭祀以及日常

生活的话语、 信仰和行为当中。
集体的敖包仪式通常于 ６ 月进行， 即牧草生长、 牧群初生获得初乳的季节：

绿草、 牛犊、 牛奶———自然以同样的方式经历又一轮重生， 敖包则

需要由人类助其完成重生。 每个人都在中央的木孔旁边放一枝新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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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Ｃｈｉｅｆｌｙ ａｎｄ Ｓｈａｍａｎｉｓ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ｓ ｉｎ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ｉｎ Ｅｒｉｃ Ｈｉｒｓｃｈ，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ＯＨａｎｌｏｎ （ｅｄｓ ）， Ｔｈ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５， ｐ １３５
即水神， 具体解释见下文。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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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树枝， 或者再加旗子、 石头祈祷， 让敖包看起来像五彩绽放的花丛，
融入周遭环境中。①

通过在敖包祭仪中与神灵建立友好关系， 人们不仅祈求好运富足， 也祈

求发展草场经济所需要的良好自然环境。 良好的自然环境要有雨水、 阳光和

丰茂的草地， 这些都是人们通过祈祷、 祭品和祭仪向栖居在敖包周围的神灵

交换得来的。 了解这些规矩， 人们可以在土地上流转的不同能量和力量之间

维持一种有效的平衡， 并纠正诸如严冬、 干旱和污染等灾害中的不平衡。 在

敖包祭祀的调节之下， 人与神灵之间的关系像链条一样联系起来。 祭祀带来

雨水、 阳光和丰茂的草地， 让畜群多产， 进而保证了社区的繁荣富足。
在进行敖包祭祀的午后， 一般会举行那达慕， 即 “男儿三艺” ———赛

马、 摔跤和射箭。 人们通过敖包祭祀的供品和祈祷完成人神互惠； 同样， 在

那达慕中， 人们也继续娱神以 “确保年景会好， 畜群充足， 狩猎多获， 蒙

古包牢固”②。 以游戏的形式向自然环境献祭， 使群体存续和自然资源再生

得到保证。
代表社会群体特定观念的实践活动， 也蕴含在建设敖包当中。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和 Ｏｎｏｎ 指出， 通过向石堆添加石头的方式使山脉更新， 类似于通过添男丁

使宗族延续。③ 此外， 建敖包作为标志地界的做法， 也把人与他们的集体领

地联系在一起： 它实体化了土地使用的合法性， 由此确定了人与神灵互动的

权利。 建敖包、 祭敖包是生态知识的法则， 该法则允许当地人维系与他们故

乡强大神灵之间的互惠。

污染、 矿藏与干旱： 当神灵被触怒

三十多年来， 中国和蒙古国的一些地区都面临着严峻的环境问题。 影响

传统牧场的生态不稳定因素包括： 水污染、 雨水稀缺导致的草地面积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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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Ａｕｒｏｒｅ Ｄｕｍｏｎｔ， “ Ｏｂｏｏ Ｓａｃｒｅｄ 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Ｈｕｌｕｎ Ｂｕｉｒ： Ｔｈｅｉｒ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Ｗｏｒｓｈｉｐ”， Ｃｒｏｓｓ⁃Ｃｕｒｒｅｎｔｓ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４， ２０１７， ｐｐ ２００ － ２１４
Ｒｏｂｅｒｔｅ Ｈａｍａｙｏｎ， Ｊｏｕｅｒ Ｕｎｅ éｔｕｄ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ｑｕｅ à ｐａｒｔｉｒ ｄｅｘｅｍｐｌｅｓ ｓｉｂéｒｉｅｎｓ， Ｐａｒｉｓ， ｌａ
Ｄéｃｏｕｖｅｒｔｅ， ２０１２， ｐ １５０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Ｕｒｇｕｎｇｅ Ｏｎｏｎ， Ｓｈａｍａｎｓ ａｎｄ Ｅｌｄｅｒｓ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Ｐｏｗｅｒ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Ｄａｕｒ Ｍｏｎｇｏｌｓ， Ｏｘｆｏｒｄ， 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ｐ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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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漠化和干旱， 这仅是最常见的因素。 自然环境的退化不是新近发生的， 而

是在几十年前就已开始。 畜牧业等传统经济方式被纳入国家规划政策当中。
尽管不同国家 （蒙古国、 中国和俄罗斯）、 不同地区的执行方式各不相同，
但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到 ８０ 年代的政策都积极推动草场的高度工业化、 开垦耕

地、 畜群集体化以及定居运动①， 导致了土地不可逆转的退化。 随着中国、
蒙古国、 俄罗斯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类对草地的开发日益增多， 譬如金矿开

发、 工厂建设、 为获取羊绒而过度放牧， 都加剧了对草场的破坏。 大量著作

通过对全球各个地区的研究， 强调了环境退化与游牧业衰退的关系。② 如

今， 全球趋势是不断地定居化、 游牧灵活性消减、 新型的人畜空间关系和牧

业管理的新变化。
自然环境的逐步变化不仅影响了数百万人的游牧经济， 也催生了关于环

境的新态度、 新话语， 以及与祭祀相关的新形式。 游牧民族通过自己的生态

知识理解和感知自然环境的衰退， 这种理解和感知是地方化的、 细节化的。
在蒙古国的荒漠草原地区， 人们会区分暴雨和细雨， 并认为两种雨都是近来

气候变化导致的。③ 在内蒙古东北部的呼伦贝尔， 有一片广阔的牧场， 当地

人会解释某年某时的干旱如何影响草场某种植被的品质。 当然， 对环境威胁

的主位感知并不限于确切的观察： “对环境受人类行为影响的感受， 要比对

自然进程的观察更为强烈。”④ 这也嵌入使用恰当方式利用自然以娱神的本

土意识当中。
有不同的规则规定着人们应当如何对待自然环境及其中生物。 其主要的

理念是， 环境中的人类与非人类、 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理想状态应当是通过

人类恰当的行动而维持和谐。 人类只可以使用他们日常生存所需的自然资

９１由敖包看北亚环境问题： 草地主位的生态知识、 政治表述及仪式实践　

①

②

③

④

关于此问题的详细分析， 参见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 １９９８ （ １９８３ ）］、 Ｍｅｒｋｌｅ （ ２０１３ ） 以及 Ｓｎｅａｔｈ
（２０００）。
Ｒｉｔａ Ｍｅｒｋｌｅ， “Ｆｉｆ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Ｎｏｍａｄｉｃ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ｒｏｍ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Éｔｕｄｅｓ ｍｏｎｇｏｌｅｓ ｅｔ ｓｉｂｅｒｉｅｎｎｅｓ， ｃｅｎｔｒａｓｉａｔｉｑｕｅｓ ｅｔ ｔｉｂｅｔａｉｎｅｓ ， ２０１３，
ｐｐ ４３ －４４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Ｄａｖｉｄ Ｓｎｅａｔｈ，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Ｉｎｎｅｒ Ａｓｉ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ｒｓｅ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Ｍａｒｉｕｓ Ｗａｒｇ Ｎæｓ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Ｒｉｓｋ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Ｎｏｍａｄｉｃ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 ２０
（２）， ２０１３， ｐｐ １２２ － １２３
Ａｎｄｒｅｉ Ｍａｒｉｎ， “Ｒｉｄｅｒｓ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ｏｒｍｓ：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Ｎｏｍａｄｉｃ Ｈｅｒｄｅｒ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ｓｉｎｇ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２０， ２０１０， ｐ １６７
Ｃａｒｏｌｉｎｅ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Ｍａｒｉｎａ Ｍｏｎｇｕｓｈ， Ｂ Ｔｅｌｅｎｇｉｄ，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ｔｏ Ｎａｔｕｒｅ ｉｎ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ａｎｄ Ｔｕｖａ： 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ｐｏｒｔ”， Ｎｏｍａｄｉｃ Ｐｅｏｐｌｅｓ ３３， １９９３， ｐ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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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譬如畜群所需的草地和水。 神灵和土地上的其他魂灵应当被定期供养，
这样表明人类能意识到灵的存在并对其负责。 恰当的行为还包括不损害环

境， 譬如人们不能用血和垃圾污染水源， 因为水被认为是神圣的， 可能是龙

神的居所。
因此， 过度使用资源、 砍伐树木以及其他的破坏行为被认为是不当的行

为， 会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失调。 当地人认为这种失调就是神灵在向人类复

仇。 这说明这样一种理念， 即当地人认为灾祸源自神灵的怒火。 神和其他的

魂灵可以带来好运和丰茂牧场， 但他们如果被打扰， 也会变得有害并带来厄

运。 北亚有不计其数的故事， 讲述神灵如何惩戒人类的不端行为。 Ｍｅｒｌａｎ 记

录了在北澳大利亚的土著当中， 由于外来者不断侵入传统土地， 祖灵之蛇被

从其旧居中驱逐出来， 最后在该地区竟被完全清空， 人们因此无所依托。①

在呼伦贝尔， 常有这样的故事： 某人在用垃圾污染了河流之后生病， 又有某

人在敖包上粗暴打破一瓶酒之后失去了一条腿。 人们必须遵循特定的规则来

保护环境， 在敖包圣地也必须有恰当的行为方式。
过去的十年里， 敖包已经变成生态恢复之地， 当地人试图重新平衡由环

境威胁造成的失调。 同时， 敖包也是政治权威建立环境保护话语的首选之

地。 分布在野外各处的敖包， 是本土自然观念的组成部分， 今天成为蒙古人

环境保护的象征， 也被用来服务政治话语。

敖包： 环境保护的政治话语之地

在北亚的很多地方， 环境恶化和气候变化对城乡居民而言都是严峻问

题。 在乌兰巴托和呼和浩特这样的大城市， 人们抱怨空气污染； 而乡下的牧

民则面临草地荒漠化和缺水等问题。 环境威胁影响了数百万人的日常生活，
也影响了经济发展。 因此， 中国和蒙古国政府都发起若干国家项目以保护和

修复环境。 这些环境政策不断调整， 从应对空气、 水源和土壤污染问题， 到

与滥伐森林和濒危物种灭绝问题抗争。 在蒙古国， 政府 “于 ２０ 世纪末建设

了一个由自然公园和严格的保护区构成的生态系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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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ａ Ｍｅｒｌａｎ ， Ｃａ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ａｉｎｂｏｗ： Ｐｌａｃ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ｂｏｒｉｇｉｎｅｓ ｉｎ ａ Ｎｏｒｔｈ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
Ｔｏｗｎ， Ｈｏｎｏｌｕｌ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８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Ａｔｗｏｏｄ，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ｎｇｏｌ Ｅｍｐｉｒ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ａｃｔｓ ｏｎ Ｆｉｌｅ，
２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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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境的另一侧， 中国政府也建立了自然保护区体系并颁布很多环保优先

的法律， 以此维持经济发展并保护脆弱的生态系统，① 包括但不限于 “草地

恢复政策”②、 季节轮牧③、 牧场围栏和力图将牧民由牧场安置到村庄的 “生
态移民政策” 等。 在内蒙古， 现在敖包周围可能被设立了围栏， 提醒人们

牧场要服从生态政策。 民族国家向人民及其环境施以法律、 话术、 义务、 管

制等框架的目标， 被一些学者称为 “绿色治理术”④。 敖包及敖包祭祀作为

“绿色治理术” 的组成部分， 已经变成政策传达的理想地点。 笔者认为， 敖

包曾经被用来表达国家对蒙古文化及认同的尊重， 现在也依然是这样， 如今

还被用来宣传环境保护。
过去几个世纪的蒙古历史中， 敖包始终是传达政治行动的首选之地。 敖

包之所以成为政治话语传达的合适地点， 因为它们是著名的聚众场所， 很容

易动员群众从而获得支持。 在敖包祭祀中， 集体的参与者共享对神灵的顺

服。 ２０ 世纪初， 一些经过蒙古文化地区的旅行者、 学者和其他观察者们注

意到祭敖包是政治领袖获得公共合法性的主要途径。 英国学者 Ｐｏｌｌａｒｄ⁃
Ｕｒｑｕｈａｒｔ 于 １９３５ 年经过锡林郭勒盟 （内蒙古东部） 的时候， 被邀请参与德

王组织的敖包祭祀。 德王的蒙古名为德穆楚克栋鲁普 （１９０２ ～ １９６６）， 是苏

尼特右旗旗长和锡林郭勒盟盟长。 Ｐｏｌｌａｒｄ⁃Ｕｒｑｕａｒｔ 观察到德王在随从簇拥下

的政治表达， 反映了地区领袖和政治下属之间的关系。⑤ 这在蒙古文化地区

很常见， 领导人现身敖包祭祀以强化他们对土地及下属的权力， 并传达信

１２由敖包看北亚环境问题： 草地主位的生态知识、 政治表述及仪式实践　

①

②

③

④

⑤

对中国环境政策及过去三十年来五个主要阶段的全面分析， 参见 Ｂｉｅｃｈｅｌｅ⁃Ｓｐｅｚｉａｌｅ，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 Ｈｏｎｏｒｓ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Ｃａｐｓｔｏｎ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Ｔｈｅｓｉ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ｓ， Ｐａｐｅｒ ７３８，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Ｋｅｎｔｕｃｋｙ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ａｎｇ Ｌｉｊｕ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３０ Ｙｅａｒｓ”， Ｐｒｏｃｅｄｉａ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
２０１０， ｐｐ １２０６ － １２１２。
王向阳、 王济民、 张蕙杰、 杨汝荣： 《中国西部牧区退牧还草的政策支持》， 《农业经济问

题》 ２００３ 年第 ７ 期。
Ｈｕ Ｙｕｎｆｅｎｇ， Ｂａｔｕ Ｎａｃｕｎ，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ｉｎ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９０ － ２０１５”，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 １０ （４０４８）， ２０１８，
ｐｐ １ － ２２
Åｓｈｉｌｄ Ｋｏｌåｓ，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Ｇｒｅ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Ｘｉｌｉｎｇｕｏｌ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 ｏｆ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 ４５ （ ２ ）， 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 ／ ／ ｏｎｌｉｎｅ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ｉｌｅｙ ｃｏｍ ／
ｄｏｉ ／ ｆｕｌｌ ／ １０ １１１１ ／ ｄｅｃｈ １２０７７ Ｅｍｉｌｙ Ｔ Ｙｅｈ， “Ｇｒｅ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ｉｓｍ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ｖｅｒｔｉｎｇ Ｐａｓｔｕｒｅｓ ｔｏ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 Ｎｏｍａｄｉｃ Ｐｅｏｐｌｅｓ ９ （１ － ２）， ２００５， ｐｐ ９ － ３０
Ａｒｔｈｕｒ Ｌｅｗｉｓ Ｐｏｌｌａｒｄ⁃Ｕｒｑｕｈａｒｔ， “Ａｎ Ｏｂｏ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ｕｎｉｔ”，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Ｒｏｙａｌ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２４ （３）， １９３７， ｐ ４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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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Ｓｎｅａｔｈ 记录了 “敖包仪式是高度政治化的， 会指示那些人类社群的合法

代表也代表着与超自然世界的关系”。① 尽管敖包曾被禁止， 但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和 ９０ 年代的北亚地区， 它们被逐渐重建起来， 并带来祭祀活动的

重兴， 成为政治、 区域和身份的展示之所。 敖包很快成为当地民众和政治领

袖有力的象征和关键场所： 当地民众急于表达与敖包的关系， 他们认为这是

他们 “传统文化” 中不可缺失的要素； 而政治领袖则将敖包视为国家认同

的话语表达途径。
不同层级敖包仪式的不断增长， 是与蒙古国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革及其

带来的政治话语的不断发展同时发生的。 国家和旗层级的敖包祭祀中， 政治

话语的关注点已经从蒙古族身份的表达转向了环境保护。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Ｓｎｅａｔｈ 于呼伦贝尔的巴尔虎蒙古人中观察到， 地方政府组织了第一次敖包祭

祀， 个人和群体随之效法。②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 敖包祭祀更多地出现， 并作

为蒙古族集体身份和传统复兴的一部分， 这也是祭拜活动中政治话语的核心

要素。 蒙古国政府还建立了官方的敖包圣山： 第一座于 １９９４ 年建于肯特省

的肯特山， 随后建立了更多座， “总统在讲话中强调敖包仪式的重要性， 它

是在民主时代对蒙古传统、 历史、 人和环境的颂扬”。③ 如今蒙古国有十处

国家级敖包， 由前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 （Ｅｌｂｅｇｄｏｒｊ） 于 ２００４ 年批准。④ 在

中国， 祭敖包的复兴也被认为是 “少数民族” 文化再现和 “传统重建” 的

组成部分。⑤ 祭敖包在蒙古地区日渐普遍之后， 于 ２００６ 年被列入中国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成为当地人所称的 “草原文化” 的不可分割的部

分。⑥ 在今天的蒙古国， 官方鼓励祭拜自然， 并支持矿业公司要保护当地的

２２ 　 北冰洋研究 （第二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Ｄａｖｉｄ Ｓｎｅａｔｈ，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ｉｎｇ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Ｓａｃｒｅｄ 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ｓ ａｎｄ Ｃｏｓｍ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ｉｔｕａｌ
ｉｎ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Ａｓｉａｎ Ｅｔｈｎｉｃｉｔｙ １５ （４）， ２０１４， ｐ ４６１
Ｄａｖｉｄ Ｓｎｅａｔｈ， “ Ｔｈｅ Ｏｂｏｏ Ｃｅｒｅｍｏｎｙ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 Ｂａｒｇａ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ｉｓｔｓ ｏｆ Ｋｈｏｌｏｎ Ｂｕｉｒ，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ｇｌｏ⁃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 １３ （１ － ２）， １９９１， ｐ ５８
Ｄａｖｉｄ Ｓｎｅａｔｈ， “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ｉｎ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ｎ Ｓｕｒｖｅｙ ２９ （３）， ２０１０， ｐ ２５９
Ｊｅｓｓｉｃａ Ｍａｄｉｓｏｎ⁃Ｐíｓｋａｔá，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 ｍａｙ ｎｏｔ Ｈｏｌｄ： Ｓａｃｒｉｆｉｃｅ， Ｌｏｖｅ， ａｎｄ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ｔ Ａｌｔａｎ
Ｏｖｏｏ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ｋｈｉｌｇａ， Ｄｒａｆｔ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Ｏｖｏ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ｔｕａｌ Ｒｅ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Ｉｎｎｅｒ Ａｓ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２０１９， ｐ １
邢莉： 《当代敖包祭祀的民间组织与传统的建构———以东乌珠穆沁旗白音敖包祭祀为个

案》， 《民族研究》 ２００９ 年第 ５ 期。
王其格、 塔娜： 《敖包祭祀与草原文化》， 《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 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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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地。① 环境保护和生态意识成为蒙古传统的新的核心价值， 也成为政府推

行的文化认同。
国家和地方 （旗、 苏木和嘎查） 官员密切参与到祭敖包的组织活动中，

他们也是祭拜活动不可缺少的参与者。 他们提供供品、 那达慕获胜者的奖品

以及酬谢喇嘛的钱。 领导者的重要性体现在敖包周遭的位置等级中， 喇嘛诵

经时， 他们坐在喇嘛身旁的前排尊贵座椅上。 过去几年中， 在敖包祭祀的演

讲中， 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一项关键主题。
最初嵌入环境政治话语的象征行为是祭拜者敬献给神灵的供品。 在中

国， 除了羊头 （有的地方是敬献全羊）， 供品还包括蜡烛、 蛋糕、 水果、 奶

制品、 酒和哈达， 都被放置在石堆前面。 它们一般被装在塑料袋和玻璃瓶

里， 之后被丢弃在原地， 留下大量垃圾。 从 ２０１０ 年代中期开始， 在祭拜活

动之后清理垃圾成为呼伦贝尔地方官员倡导的一项生态责任， 以此来保护自

然环境。 每一位参与者都被要求遵守规矩； 仪式结束之后， 有专人负责回收

塑料袋和空瓶子。 ２０１１ 年， 内蒙古自治区佛教协会设立了八年保护计划，
提供环保服务， 例如在佛寺、 敖包和其他祭祀区域的周围建立特别的哈达

点， 以避免哈达对环境造成的负面影响。② 这些新的生态规约是敖包复兴的

一部分， 结合了一种新的生态维度， 在政府的领导下③通过各种行动 “继承

和重塑传统”④。 祭敖包和环境关怀在蒙古族 “传统文化” 中密不可分， 也

是一种政治资源。 国家和地方政府的目标是通过为圣地建立生态标准来平衡

不恰当的人类行为。 同样， 一些重要圣山上的敖包也成为环境保护的有力象

征。 蒙古国乌兰巴托最大佛寺以南的博格多山已经变成保护区，⑤ 而中国呼

伦贝尔西部的博格多山也有自己的自然保护区， 以保证人们可以欣赏圣山周

３２由敖包看北亚环境问题： 草地主位的生态知识、 政治表述及仪式实践　

①

②

③

④

⑤

Ｇａｎｚｏｒｉｇ Ｄａｖａａ⁃Ｏｃｈｉｒ， Ｏｂｏｏ Ｗｏ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ｖｉ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Ｍ Ａ Ｔｈｅｓ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Ｏｓｌｏ， ２００８， ｐ １６
Ｂｏｌｏｒ Ｌｋｈａａｊａｖ， Ｄｉｌｅｍｍａ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ｃｒｅｄ Ｌａｎｄｓ： Ｏｖｏｏ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ｒａｆｔ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Ｏｖｏｏ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ｔｕａｌ Ｒｅｍａｋｉｎｇ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Ｉｎｎｅｒ Ａｓ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Ｂｅｒｋｅｌｅｙ， ２０１９， ｐｐ １１ － １２
乌仁其其格： 《政府主导下的民间信仰———基于额尔敦敖包祭祀的田野考察》， 《西北民族

研究》 ２０１２ 年第 ３ 期。
张曙光： 《传统的保持与再塑———关于白音敖包祭祀组织的观察与思考》， 《大连民族学院

学报》 ２０１０ 年第 １２ 期。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Ａｔｗｏｏｄ，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 ｏｆ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ｎｇｏｌ Ｅｍｐｉｒｅ，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ａｃｔｓ ｏｎ Ｆｉｌｅ，
２００４， ｐ １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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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风景。① 在政治话术的描述里， 蒙古草原上有五彩斑斓的敖包， 俯瞰着

被保护着的自然风景。 对政府人员和普通参与者而言， 参与祭敖包是表达其

关注环境保护的有效方式。 确实， 蒙古族文化传统复兴与环境保护是同步进

行的。 此外， “很多知识分子将祭敖包视为建立社区环保意识的重要中

介”。②

敖包及其祭祀是地方实践和政治话语进化的有益指标。 敖包起初是蒙古

族传统文化的象征， 现在是蒙古国和中国的生态保护象征。

使雨落下： 祭敖包及仪式实践针对环境威胁的调整

敖包是政治话语、 政治行动的理想地点， 它们对当地人而言依然是很重

要的圣地。 敖包是人神之间的有力中介， 人们向神提出各种祈求。 社区安康

富足、 牲畜繁衍以及草场丰茂都是祭拜者常见的祈求。 不过， 消除环境威胁

的新祈求已经出现， 有些时候还导致祭敖包仪式内容的调整。
在北亚， 人们针对生态变化的解释越来越广泛， 尤其是那些严重依赖自

然资源的游牧民。 从 ２０００ 年代中期以来， 大力发展 “广阔美丽草原” 旅游

业的呼伦贝尔， 时常被干旱困扰。 当地人这样形容干旱导致的各种外在表

象： ５ 月， 本应转绿的草地依然是黄色的。 因为缺雨， 草也变得不一样了。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俄罗斯和蒙古国的几次火灾加剧了本就干燥的草地的旱情。
内蒙古自治区其他地方时常发生的严重干旱、 暖冬和酷夏都被认为是主要的

环境威胁。③ 除了环境恶化的外在表现， 人们还会描述其直接影响， 如冬季

饲草匮乏， 畜群遭受草场退化、 水质恶化之害。 气候变迁的地方话语往往伴

随着各种调适策略。 这种可能被称为 “生态适应力” 的行动， 嵌入放牧技

术、 经济措施和日常仪式当中。 例如， 在内蒙古， 牧民日益依赖远距离游

牧， 以理性地使用草场并温和地克服自然灾害。
人们通过游牧实践表明其生态适应力， 同时也调整他们的仪式实践及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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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孛·蒙赫达赉： 《试论以宝格德乌拉为代表的敖包文化》， 《呼伦贝尔学院学报》 ２００６ 年第

５ 期。
Ｇａｎｚｏｒｉｇ Ｄａｖａａ⁃Ｏｃｈｉｒ， Ｏｂｏｏ Ｗｏ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 Ｗｏｒｓｈｉｐ ｏｆ 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ｖｉｎ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Ｍ Ａ Ｔｈｅｓｉ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Ｏｓｌｏ， ２００８， ｐ １２９
Ｗａｎｇ Ｘｉａｏｙｉ，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ａ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Ｌａｎｄ Ｕｓｅ ａｎｄ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ｉｎ Ｐａｓｔｏ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 Ｃ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Ｉｎｎｅｒ Ｍｏｎｇｏｌｉａ”， Ｎｏｍａｄｉｃ Ｐｅｏｐｌｅｓ １６ （１）， ２０１２， ｐｐ ６８ － ８７

社
科
文
献
出
版
社
版
权
所
有
，
20
20
年
08
月
21日
。



仰以应对环境变化。 Ｌａｖｒｉｌｌｉｅｒ 记录了在西伯利亚以狩猎和放养驯鹿为生的通

古斯人当中， 气候及环境变化已经深刻改变了人与环境的关系， 包括宗教实

践。 环境变化促使他们创造新的仪式、 再造萨满传说并出现了土著预言

家。① 在蒙古族地区， 气候变化和环境脆弱性已经导致了仪式变革。 敖包及

其年度祭祀启发我们看到北亚地方社会如何针对生态威胁调整自己的仪式信

仰和仪式实践。 敖包是生态适应力的象征， 是人们平衡生态失调所使用的神

圣中介。
按照主位的集体表述， 敖包被认为具有某种特定的联通能力。 敖包的力

量在于其通过供品和祭拜创造出人与神之间联结的能力。 通过这种联结， 诸

如石头、 肉、 香和其他礼物等物质资源被供奉给神灵， 以换取非物质的回

报， 譬如财富、 能量、 庇护等。 环境保护也是由敖包联结的神灵赋予的非物

质回报。 人们相信最具力量的灵栖居在自然当中， 因而最具效力的仪式必须

在自然环境中举行。 但如果自然环境已经被毁坏了， 惹怒了神灵， 当地人又

如何得到自然神灵的善意并从中得益呢？
政治领袖的代表在敖包祭祀中扮演关键角色， 他们发表演讲倡导保护环

境， 带着整个社区的信众祈祷、 行仪和献祭。 仪式内容的调整有很多种具体

方法， 包括祈祷时召唤特定神灵而忽略其他， 或者更改举行仪式的日期。 解

决环境问题近来已成为敖包仪式的中心。 在年度祭祀中， 人们祈祷保护环

境。 更准确点说， 信众和仪式专家 （通常是喇嘛， 有时也会是萨满） 的关

注点都为雨水。 雨的象征是祭敖包的基本要素。 蒙古人通常相信一次成功的

敖包祭祀之后都会下雨， 代表神灵对祈祷和供品表示满意。 同样， 蒙古族佛

教宇宙观是由各种与水有关的龙神组成的。 敖包也通常俯瞰着水源， 以吸引

这种神灵。 水与龙有关， 龙被认为控制着雨和水； 或者说， 它们有对抗干旱

的能力。 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祭敖包对龙神特别关注， 要特别取悦它们。 因

此， 过去三十年的呼伦贝尔， 喇嘛强化了献给龙神的祈诵。 喇嘛一般会在祭

敖包前几天向龙神诵经。 不过， 为了向龙神表达意愿有多么强烈， 喇嘛将这

些祈诵延长， 持续数日之久。
以仪式调整来平衡环境失调的另一个例子是布里亚特人， 他们在呼伦

５２由敖包看北亚环境问题： 草地主位的生态知识、 政治表述及仪式实践　

①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ａ Ｌａｖｒｉｌｌｉｅ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ｍｏｎｇ Ｎｏｍａｄｉｃ ａｎｄ Ｓｅｔｔｌｅｄ Ｔｕｎｇｕｓ ｏｆ Ｓｉｂｅｒｉａ：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Ｒｉｔｕ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ｏｌａｒ Ｒｅｃｏｒｄ ４９
（２５０）， ２０１３， ｐｐ ２６０ － 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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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南部的鄂温克自治旗有几座敖包。 按照惯例， 人们按特定的顺序祭拜

这些敖包， 而祭拜顺序取决于喇嘛制定的天文历以及圣堆的历史重要性。
在这几座布里亚特敖包中， 巴音汗敖包通常是第一个被祭拜的， 因为其是

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由布里亚特人在中国领土上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圣堆。
２０１７ 年夏天， 草场受到连续数月的严重干旱影响。 ７ 月， 喇嘛决定首先在

额尔德尼敖包祭拜， 因为它被认为拥有最强大的龙神。 因此， 举行仪式的

日期是可以为了地方环境相关目的而调整的。 今天， 人们为了求雨而更改

或调整仪式行为已经很常见了。 布里亚特敖包的例子显示的是宗教领袖选

择新日子聚集整个社区， 而仪式行为的变革和调整也发生在个人层面上。
很多牧民会特意经过敖包， 献上供品以求雨； 很多老人会坚持每天向窗外

天空中洒牛奶， 同时念特定的咒语， 以此求雨。 调整敖包祭祀和仪式行为

的一项功能就是在人与神灵之间再造一种平衡， 以影响神灵并营造一个更

好的环境。
敖包被视为圣山的一种自然延伸， 被认为可以影响超自然力。 敖包也

代表着一种挑战， 与栖居在蒙古族神圣土地之上的各种神灵和谐共处的挑

战。 在当今的北亚， 祭敖包不仅是宗教及族群复兴的生动表达， 也突显了

仪式、 政治和环境变迁之间的联结。 几个世纪以来， 敖包一直是政治和仪

式行动最重要的场所。 正因如此， 敖包被认可为环境保护的有力象征。 敖

包及敖包祭祀已经成为政府工作人员及信众保护家乡环境的表达方式。 敖

包不仅被用来支持政治话语， 也是象征性保护自然及其相关地方实践的主

要场所。

Ｗｈａｔ Ｄｏ Ｏｂｏｏ Ｃａｉｒｎｓ Ｔｅｌｌ Ｕｓ ａｂｏｕ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Ａｓｉａ？ Ｅｍｉｃ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 Ｒｉｔｕａｌ Ａ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ｓ
Ａｕｒｏｒｅ Ｄｕｍｏｎ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ｂｏｏ ｃａｉｒｎ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Ａｓｉａ ｉｓ ｅｘｐｌｏｒｅｄ Ｗｅ ａｒｇｕｅ ｔｈａｔ ｏｂｏｏ ｗｏｒｓｈｉｐ ｌｉｅ
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ｉｃ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ａｄａｐｔ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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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ｆｔｅｒ ｏｕｔｌ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ｙ ｌｏｃａｌ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ｄｅｉｔｉｅｓ ｉｎｈａｂｉ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ｓ ｔｈｅ ｗａ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ｈ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Ｉｔ ｔｈｅｎ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ｏｂｏｏ ｂｅｃａｍｅ ｍａｊｏｒ ｓｉｔｅｓ ｆｏｒ ｂｏｔｈ ｌｏｃａｌ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ｙｉｎｇ 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ｈｏｗ ｌｏｃａｌｓ ｈａｖｅ ａｄａｐｔｅｄ ｏｂｏｏ ｒｉｔｕ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ｆａｃ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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