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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升天节

唐 戈

摘 要：升天节是东正教中仅次于复活节的最重要的节日之

一。作为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混血人特有的节日，升天节除了保有

这一节日的基本内核之外，又掺杂有许多疑似非东正教的元素，这

些元素可能来源于汉族民间宗教、萨满教和藏传佛教。这是东正教

作为一种文明，在其由拜占庭帝国向东传播的过程中，尤其是传播

到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时，与当地的文明和文化接触，发生变异与

本土化的结果。

关键词：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 混血人 东正教 升天节 疑

似非东正教的元素 文明和文化接触 文明的变异与本土化

作者简介：唐戈，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教授。

一、导  论

升天节又称“主升天节”“耶稣升天节”，是东正教中仅次于复活节的最

重要的节日之一，纪念耶稣复活后升天。《圣经》上记载耶稣复活后第 40 日

升天，升天节的时间是复活节后第 40 天，这一天一定是星期四。升天节的时

间并不固定，因为复活节的时间就不固定，只有确定了复活节的时间，才能

确定升天节的时间。复活节的时间是每年春分后月圆后的第一个星期日，以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自

设项目“中国俄罗斯族文化与东正教关系研究”（2014ZDZS002）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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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节的时间为基准，向后推 40 天就是升天节。升天节是复活节节期最后一

个节日，升天节过后，复活节才算正式结  束。

我第一次记录到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的升天节是 1998 年 8 月。之后我又

数十次抵达该地区观察和记录当地混血人的文化，但关于升天节的记录我始

终停留在访谈这种相对比较低级的方法上。2016 年我终于有机会亲眼观察和

记录升天节了。2016 年的升天节是 6 月 9 日。6 月 7 日我们驱车抵达内蒙古

额尔古纳市恩和俄罗斯民族乡政府所在地恩和村，6 月 8 日—6 月 9 日早晨对

该村的升天节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观察和记录，6 月 9 日上午驱车返回哈尔  滨。

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的升天节是当地混血人特有的节日。混血人是汉族

与俄罗斯人通婚所形成的一个特殊族群。“混血人”是这个族群的自称，也是

他称，俄语中有一个词“米吉斯”（Метис，Метиска）与其相对应，翻译过

来就是“混血人”的意思。混血人于 19 世纪中叶最初出现在俄罗斯东外贝加

尔地区 a的普里—阿尔贡斯克区（ЯнковА. Г. et al 2012），历史上曾广泛分布

于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澳大利亚等国。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混血

人被中国政府识别为汉族。80 年代中期，一少部分混血人将民族成分由汉族

改为了俄罗斯族，但绝大多数混血人的民族成分仍然是汉族，比如内蒙古额

尔古纳市从 1985 年下半年开始至 1990 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止，7012 名

混血人中有 2063 名将民族成分由汉族改为了俄罗斯族。（额尔古纳右旗史志

编纂委员会 1993：127）这也就是我在本文中没有使用“俄罗斯族”这个族称

的原因。1990 年以后，内蒙古额尔古纳市政府将法定民族成分为汉族的混血

人称为“华俄后裔”，但这个族称并不为这个族群所接受，而且这个族称仅限

于在额尔古纳市使用，这也就是我在本文中没有使用“华俄后裔”这个族称

的原 因。

恩和村位于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南部，额尔古纳河右岸支流哈乌尔河南

岸，俄语名“戈拉湾”，人口 2626 人（2019 年），是中国唯一的俄罗斯民族

乡——恩和俄罗斯民族乡政府所在地。恩和是一座混血人聚居的村落，共有

混血人 850 人，占该村总人口的 81.03%（2007 年底）（青觉 2010：1），是混

血人聚居的最大村落，建于 1937 年。1937 年之前恩和的居民主要居住在额

尔古纳河右岸的九卡（俄语名“乌罗布罗伊”），再往前则居住在九卡对岸俄

a  外贝加尔地区，亦称“后贝加尔地区”，指贝加尔胡与额尔古纳河之间的区域，包括两

个行政区划——布里亚特共和国和外贝加尔边疆区。东外贝加尔地区指外贝加尔东部地

区，具体指外贝加尔边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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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境内的乌罗布罗伊。1937 年 5 月，日本人实行“清边并屯”的政策，生

活在九卡的混血人沿哈乌尔河上行，在其南岸建立了戈拉湾。（额尔古纳右旗

史志编纂委员会 1993：21）

二、2016 年的升天节（一）：6 月 8 日的准备工作

2016 年 6 月 7 日我们抵达恩和村，住进村民 GPZ 家。GPZ，俄语名“玛

鲁夏”，女，75 岁，第一代混血人，父亲是汉族，母亲是俄罗斯人，会讲俄、

汉双语。GPZ 的丈夫也是第一代混血人，已去世。如今她与长子长孙一家生

活在一起，儿媳、孙媳都是汉  族。

6 月 9 日是升天节，这一天的前一天，即 6 月 8 日，恩和村的混血人要

为升天节做一些准备工作，主要是做一种梯子状的饼干。这种饼干在俄语中

没有特别的名称，翻译成汉语就是“梯子”。这种饼干由面粉加少量白砂糖制

成，长 30—40 厘米，宽 20 厘米左右，外形状如梯子，由支柱和横撑组成，

支柱左右各一根，横撑比支柱短，有 3 根、5 根、7 根、9 根之分，总之必须

是单  数。

GPZ 在前一天，即 6 月 7 日晚上就和好了面，因此 6 月 8 日上午做梯

子时，面略有发酵。除了梯子，GPZ 还打算做一些酸列巴。列巴是俄语“赫

列巴”的汉语音译，指一种略带酸味的圆形大面包。哈尔滨一般称这种圆形

大面包为大列巴，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一般称酸列巴。制作酸列巴要求面粉

充分发酵，所以 6 月 8 日刚吃过早饭，GPZ 就把一部分和好的面放在火墙附

近，并用棉被蒙  上。

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的混血人制作面包和饼干使用一种砖砌的大型烤炉，

称“列巴炉”。我们这次参与观察恩和村的升天节，除了使用文字记录外，更

重要的是使用录像设备进行记录。GPZ 家的列巴炉位于仓房内，她家的仓房

不但空间狭小，而且光线也不好，总之不利于拍摄。6 月 8 日上午，额尔古

纳河右岸地区晴空万里，正在我们为拍摄一筹莫展时，突然发现 GPZ 家隔壁

YYL 家的列巴炉正好位于室外庭院中。在与 YYL 沟通后，决定到她家烤制

和拍摄。YYL，俄语名“达玛拉”，女，78 岁，第一代混血人，父亲是汉族，

母亲是俄罗斯人，会讲俄、汉双语。YYL 的丈夫也是第一代混血人，已去世，

如今一个人独  居。

YYL 首先来到 GPZ 家，两位老人在厨房里先后制作了梯子坯子和酸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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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坯子，做好的梯子坯子和酸列巴坯子分别放置在长方形的铁制烤盘中。之

后把梯子坯子拿到 YYL 家，酸列巴坯子则被重新放回火墙附近继续发  酵。

在 YYL 家，两位老人首先在列巴炉内放置了一炉膛的桦木柈子，然后将

其点燃，待桦木柈子燃尽、炭火彻底熄灭后，把灰烬扒出，并将炉膛清理干

净。烤制梯子和酸列巴其实用的是炉膛的余  温。

首先烤制梯子，将盛满梯子坯子的烤盘两三个一组用一种长柄木掀竖着

放到列巴炉内，然后将炉膛口用一块木板挡住，大概五六分钟后梯子就烤好

了。将木板移开，将烤好的梯子连同烤盘取出，再将梯子一只一只剥离出烤

盘。烤酸列巴的时间和程序与烤梯子相同。除了圆形酸列巴，两位老人还烤

制了圆环型的酸列巴，即“列巴 圈”。

图一 烤制的梯子。摄影：唐戈

YYL 家庭院中有一棵白桦树，在烤制梯子和酸列巴的间歇，YYL 折取

了部分白桦树枝条，绑了一把扫  帚。

三、2016 年的升天节（二）：6 月 9 日一早的仪式

6 月 9 日早 5 时，我们驱车到达头道山，沿途碰见三名妇女结伴步行前

往头道  山。

头道山又名“横道山”“卧龙山”“龙骨山”等，俄语名称“沃兹涅先斯卡

亚山”（Вознесенская）（Кляус В. Л. 2015），位于恩和村北，呈长条形，形似

龙，故名“卧龙山”“龙骨山”。头道山西端的山顶上并排立有 4 个木制的十

字  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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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架是基督教的标志。东正教除使用普通的拉丁式十字架外，还有一

种特殊的十字架，其正面形象是“ ”，是东正教区别于天主教和新教的标

识性符号。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的混血人把这种立有十字架的山称“圣山”、 

“博和 a山”或“十字架山”。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共有 9 座圣山，其中 3 座

位于恩和村。恩和村的三座圣山除了头道山外，另两座位于村东面的两座山，

各有一个十字架。这些十字架的形状除了 ，还有一种“ ”，算是 的变体。

这些十字架的具体位置是在山尖往下一点的地方，从下往上看，是它们的正

面；从上往下看是背面。十字架的结构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它的底座，由

若干块直径在 10—20 厘米的石块组成，高在半米左右，呈圆锥状。第二部分

是十字架本身，为木制，高在 1.5 米左右，竖着插在底座里。第三部分是系

在十字架上的一块块长在 5—10 尺不等的长条形布，具体系在十字架一个竖

杠和两个横杠、一个斜杠交叉所形成的十字处，当地人叫“挂”。这些十字架

具有多重功能，其中一个功能是用于过某个或某些特定的东正教节日。恩和

村头道山上的 4 个十字架主要用于过升天 节。

在我们抵达头道山后不久，GPZ 和 YYL 一行 5 人也驱车抵达头道山。

除 GPZ 和 YYL 外，其他三人为第二代混血妇女，其中一人为 PEH（卡佳），

74 岁，与 GPZ 和 YYL 的年龄相仿，另一人为 ZYH（阿尼亚），63 岁，是

GPZ 的弟媳，第三人为 W（娜佳），54 岁，是 GPZ 的长  女。

这 5 名混血妇女抵达头道山后，在将车上的一部分东西取出后，立刻

开始了耶稣升天仪式（瞻礼）的“表演”。仪式共分 4 个步骤。第一步是往

十字架上挂布，除了长条形布，人们也将哈达系到了十字架上。第二步是

摆供，摆放位置为十字架的底部，供品主要包括耶稣像、“古力契”b、复活

节彩蛋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一天烤制的梯子。梯子除了摆放在十字架的底

部外，另有一部分摆放在自家的圣像台上。第三步是祈祷。人们首先面向十

字架的正面一字排开跪下，然后一边在胸前不停地画着十字——当然是东正

教特有的画法，一边默默地祈祷，祈祷耶稣踩着梯子升天，同时祈祷上帝 

降 雨。

第四步是掸（撒）圣水。这个步骤又分为 4 个小的步骤。第一步是亲

吻耶稣像，人人都要亲吻。第二步是“洗”圣像。每一支祈祷的队伍都要用

a  俄语“上帝（Бοг）”的音译。

b  一种圆柱状甜面包，是复活节特有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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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罗”a提一桶水上山。所谓“洗”圣像是用桦树条绑的笤帚蘸“魏德罗”

里的水，淋（刷）耶稣像，于是“魏德罗”里的普通水就变成了圣水。第三

步是用桦树条绑的笤帚蘸圣水掸（撒）十字架。最后一步是用桦树条绑的笤

帚蘸圣水掸（撒）众人，除参加祈祷的人们互掸（撒）外，其他在场的人，

包括我们也被掸（撒）了圣水。掸（撒）圣水除祝福众人外，另一个含义还

是祈  雨。

按着当地人的习俗，祈雨必须在升天节这天进行，其他时间祈雨不会祈

到雨（不灵）。与往年一样，2016 年春季，包括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在内的

整个呼伦贝尔地区（岭西地区）都没有一场有效的降雨，处于严重的干旱中。

6 月 8 日，即在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的混血人在升天节祈雨的前一天晚上，

整个呼伦贝尔地区降下了全年第一场大雨。从 6 月 9 日开始，呼伦贝尔地区

阴雨不断。其实在 6 月 9 日一早，在耶稣升天仪式进行的过程中，不断有小

阵雨来袭，头道山顶部不时被浓雾笼  罩。

图二 掸（撒）圣水仪式。摄影：唐戈

除了上面这四个步骤外，其实还有第五个步骤，就是要在十字架附近进

行一次野餐，如果碰巧有其他野餐的队伍，还要相互交换食物并敬  酒。

GPZ 一行 5 人在进行完第四个步骤后，即乘车沿哈乌尔河西行，赶往下

一站朝阳村。在朝阳村聚集了当地的一批东正教徒，并在当地的十字架前重

复举行耶稣升天仪式后，又赶往第三个村庄向阳（伊利尼斯）、第四个村庄

a  一种铁皮制梯形小圆水桶，上口宽，底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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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阳，最后抵达第五个村庄——位于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七卡。这时聚集起来

的东正教徒已达数十人，待整个活动结束后，大概早晨 7 点半左右，参加活

动的全体人员要在七卡吃一顿丰盛的早餐。整个活动都是由国营恩和农牧场

场部组织的，上面这五个村庄都是恩和农牧场下辖的一个队。除了耶稣升天

仪式外，更重要的内容是祈雨，因为在当地人看来，如果当年不祈雨，不在

升天节这天祈雨，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就不会有有效的降雨，粮食就会减产，

甚至绝产。为此恩和农牧场要给每位参加活动的人 2000 元劳务费。2016 年之

前，ZYH 没有被邀请参加这个活动，那时代替她的是俄侨达依霞，她是整个

队伍的领队。2016 年春节前 10 天，达依霞去世，ZYH 顶替她成为队伍的一

员，GPZ 代替达依霞成为领队。我们本想跟着这支队伍继续观察和拍摄，但

考虑到在官方眼里祈雨属封建迷信活动，W 没有让我们参加。其实就在我们

拍摄的过程中，W 一再提醒我们：“别拍我这小老太太，拍那些老老太  太。”

GPZ 一行 5 人走后，我们继续留在头道山观察和拍摄。不久路上碰到的

那三个妇女也来到了头道山，其中一人是 PEH 的长女，第三代混血人。第三

拨是一对老夫妻，均为第一代混血人，其中老太太长得特别像俄罗斯人。第

四拨是三个老年男子，其中二人为兄弟，是 GPZ 的弟弟，另一人是第三拨那

个老年男子的内弟。第五拨共有 6 个人，领队是 DGL（丽达），女，79 岁，

第二代混血人，会讲俄、汉双语。DGL 的父亲是俄侨，母亲是第一代混血人，

具有 3/4 的俄罗斯血统，D 是她义父的姓。DGL 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手捧一

幅耶稣圣像。其他 5 人包括 DGL 的女婿、DGL 女婿的嫂子、DGL 女婿的外

孙女等。除第四拨那三个老年男子外，其他三拨均举行了耶稣升天仪式，其

中最后一拨的仪式比第一拨还要正规一 些。

8 时整，我们下山，结束了观察和拍摄。据说，在我们下山后，还有很

多人结伴前来头道山举行耶稣升天仪式，直到临近中午时  分。

四、耶稣升天仪式中疑似非东正教元素

以上我们对 2016 年 8 月 9 日额尔古纳河右岸恩和村混血人升天节的仪式

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写到这里，也许会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这是东正教

吗？这是东正教的升天节吗？显然这里面包含了太多的非东正教的元素，这

些元素来自不同的文化或文明。由于我对东正教，包括俄罗斯的东正教缺少

研究，这里我们只能称之为“疑似非东正教的元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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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祈祷耶稣升天。摄影：唐戈

首先，在山顶上竖立十字架，在十字架前过某些东正教的节日，举行特

定的东正教仪式符合东正教的传统，最起码符合东外贝加尔地区俄罗斯民间

（农村）东正教的传统。具体到升天节，人们在十字架前一字排开地跪下（也

可能站立），然后一边在胸前不停地画十字，一边默默地祈祷耶稣升天，这符

合东正教的传统，最起码符合东外贝加尔地区俄罗斯民间（农村）东正教的

传统。（Кляус В. Л. 2015）除此之外，其他元素似乎都可看成是“疑似非东

正教的元素”。下面让我们根据时间顺序，对这些疑似非东正教的元素一一进

行检  验。

首先，第一个环节，往十字架上挂长条形布和哈达不符合东正教的传统。

挂布似乎源于萨满教，而挂哈达大概源于藏传佛  教。

图四 往十字架上挂布和哈达。摄影：唐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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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第二个环节中，摆放耶稣像、“古力契”和复活节彩蛋应该说

是符合东正教传统的。但烤制并摆放梯子，包括在家中圣像台和十字架底部

摆放，以及在下一个环节中，祈祷耶稣踩着梯子升天，这到底是符合东正教

的传统还是背离了东正教的传统呢？就这个问题我曾多次与哈尔滨的东正教

徒进行探讨——与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一样，哈尔滨的东正教徒也是混血人，

他们都认为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的东正教徒背离了东正教的传统。他们表示

他们在任何时候也不做梯子，他们甚至不无嘲讽地产生了这样的疑问：“难道

不踩着梯子，耶稣就升不了天  吗？”

再次，在第四个大环节中的第一个小环节中，人们用普通的水洗圣像，

普通的水就变成了圣水。这一点曾遭到拉布大林镇东正教圣英诺肯提乙教堂

的准神职人员 SM（保尔）的质疑。拉布大林镇是内蒙古额尔古纳市市政府

所在地，圣英诺肯提乙教堂是目前该市唯一的一座东正教堂。SM 曾在俄罗

斯莫斯科圣三一大修道院学习东正教神学多年。有意思的是，SM 的老家就

在恩和，上面提到的那三个老年男子中的一个就是他的父亲。SM 告诉我，

只有经过祝圣的水才能称为圣水。所谓祝圣是指给普通的水念诵适当的经文，

这个过程叫“圣化”。而祝圣必须由神职人员而不能由普通人施  行。

最后，在第三和第四个环节中，往人身上掸（撒）圣水，为人祈福，这

符合东正教的传统，但祈雨——祈求上帝降雨似乎背离了东正教的传统，似

乎是汉族民间宗教的传统，只不过祈求对象由龙王变成了上  帝。

五、讨论：文明的传播、接触、变异与本土化

人类学以研究文化为己任，很少讨论文明。人类学在其最初的发展阶段

中，只有法国的莫斯关注过文明，并呼吁人类学研究文明。近年，中国人类

学者王铭铭开始关注文明，出版有《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王铭铭 

2015）。

无论我们怎样定义文明，东正教都是一种文明。过去，我们在区别文明

和文化时主要强调文字的发明与使用，莫斯和王铭铭在谈到二者的区别时，

则更强调文明的传播性。诚然，文化也具有传播性，但文化的传播与文明的

传播相比是十分有限的。东正教作为一种文明，起源于古代的拜占庭帝国。

作为一种文明，东正教文明似乎称“拜占庭文明”更合适。由于在西方有强

大的（西）罗马帝国的存在，东正教文明主要是向东传播，而它的东方主要



146  北冰洋研究（第四辑）

是斯拉夫人的居住地。东正教在斯拉夫世界传播的第一站是今天的保加利亚，

据说，斯拉夫东正教所使用的斯拉夫语今天仍以口语的形式在保加利亚的一

个地区保留着。之后，东正教传播到古代的罗斯。再后来，罗斯分化为俄罗

斯、乌克兰和白俄罗  斯。

东正教传播到俄罗斯无疑经历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主要是

在两个层面上进行的，一是保留并结合了俄罗斯本土的多神教的元素，二是

在节日系统上与俄罗斯本土的节日系统相整合，而俄罗斯本土的节日系统基

本是一套季节转换与农作物生长的系统，于是，一种新的地方版本的东正

教——俄罗斯东正教诞生  了。

从 13 世纪开始，俄罗斯被蒙古统治长达 250 年之久。在俄罗斯被蒙古统

治的 250 年中，蒙古文化不可能不渗入到俄罗斯文化中，包括东正教。蒙古

文化从精神层面讲，基本可看作是萨满教和藏传佛教的混合物。蒙古帝国在

其崛起时就接受了藏文明和藏传佛教，但蒙古人不久就放弃了藏传佛教。在

蒙古帝国统治俄罗斯的 250 年中，似乎只有萨满教的存在。美国学者汤普逊

研究了这个问题，认为俄罗斯东正教中圣愚的原型就是萨满，并且是从蒙古

传入的（汤普逊 1998：185）。

13 世纪，一部分斯拉夫人为逃避蒙古钦察汗国的统治逃往俄罗斯南部地

区，16—17 世纪，大批不愿做农奴的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逃亡至这一地区，

他们均被称作“哥萨克”。“哥萨克”是突厥语，意为“自由人”。除了斯拉夫

人，哥萨克人还包括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等各民族的成分。在哥萨克文化中

除了斯拉夫—俄罗斯成分外，还包括蒙古和突厥的成分。17—19 世纪，在沙

俄的东扩过程中，哥萨克成为主要的军事力量。1639 年，一部分生活在西伯

利亚的哥萨克首次迁到外贝加尔地区。之后不断有哥萨克人移民到这一地区。

1851 年，根据《哥萨克管理条例》，成立了“外贝加尔哥萨克军区”（杨素梅 

2016：141）。外贝加尔地区传统上是布里亚特人的游牧地，又有埃文基 a人分

布其间，哥萨克人到来后，与布里亚特人和埃文基人多有交往，在文化上受

到了这两个族群的影  响。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混血人主要是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哥萨克的后裔，在

他们的祖先移民中国前，他们的文化中就混合有诸多非俄罗斯的元素。19 世

纪 60 年代，生活在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的哥萨克开始移民至中国额尔古纳河

a  即鄂温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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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岸地区。1917 年俄国革命后他们更大规模地移民到这一地区，并且把东正

教传播到这一地区。除此之外，另有一部分混血人出生在俄罗斯，特别是东

外贝加尔地区，俄国革命后回到（移民）中国额尔古纳河右岸地  区。

生活在中国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的俄侨和混血人的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

了中国本土文化，包括汉文化、蒙古文化和通古斯文化的影响，于是东正教

在中国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再一次发生变异和本土化。其实混血人的文化本

身就是俄、汉两种文化的混合物。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是蒙古族的发源地，

尽管现在并没有蒙古族生活在当地，但在整个呼伦贝尔地区（岭西地区），除

额尔古纳市外，生活在其他四个旗的主要是蒙古族，包括巴尔虎人、布里亚

特人和厄鲁特人。上述挂在十字架上的哈达都是从呼伦贝尔地区的中心城市

海拉尔买来的。在海拉尔市中心河西三角地一带分布有数十家民族用品商店，

这些商店主要出售生活在呼伦贝尔草原包括蒙古族在内的各游牧民族的特需

商品，包括藏传佛教用品和哈达。另外，十字架的底座很像蒙古草原上的敖

包，过去人们在前往圣山的途中，在抵达山脚时，要捡一块石头放在十字架

的底座上，因此十字架的底座有越来越高的趋势。而在蒙古草原上，当人们

路过某座敖包时，要提前从马上下来，捡一块石头放到敖包上，而当祭敖包

时，人们更要这样 做。

今天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市不仅包括岭西地区，还包括岭东地区。岭东地

区传统上是信仰萨满教的通古斯民族（包括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的狩猎之

地。作为通古斯人的一支，驯鹿鄂温克人 1965 年之前就生活在额尔古纳河

右岸地区，并且与生活在该地区的俄侨和混血人有很深的交往。（唐戈 2011：

152—186）

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在闯关东的移民潮中，来自山东、直隶各省的汉族

人大规模移民额尔古纳河右岸地区。20 世纪五六十年代，1 万余俄侨撤离额

尔古纳河右岸地区。为了弥补俄侨撤离后的空虚，国家有计划地从山东等地

移来汉族移民。汉族人带来了汉文化，其中一部分人与当地俄侨通婚，产生

出新的混血  人。

1998 年我在恩和村做东正教专题调查时，据 GPZ 和她的丈夫回忆，

1947 年，也就是“土改”那年，恩和村升天节的祈雨活动由当时的村长——

一位纯血统的汉族人组织，当地的混血人和汉族人都参加了，还杀了一头猪。

在前往头道山的途中，人们抬着这头猪和一尊铜佛，还扭着秧歌。当仪式结

束后，这头猪和这尊铜佛就放在了头道山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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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比较：升天节与斡米南节

就在笔者观察和记录额尔古纳河右岸升天节的前一年，2015 年 7 月 22—

24 日，笔者对在南屯举行的斡米南节进行了观察和记录。“斡米南”是达斡

尔语，是萨满教的一个重要节日。南屯是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旗政府所在

地，北距升天节的发生地恩和 200 余公里，同属呼伦贝尔地区（岭西地  区）。

此次斡米南节的主祭萨满是 SQG，女，达斡尔族，60 多岁。副祭萨满是

WJF，女，达斡尔族，60 多岁，SQG 的大弟子。陪祭萨满十余人，其中一

人为男性，其他均为女性，他们都是 SQG 的弟子。SQG 和 WJF 各有一个助

手 a，其中 SQG 的助手就是她的丈夫，布里亚特人，WJF 的助手就是她的儿

子，达斡尔  族人。

此次斡米南节具体的举办地点是位于南屯以南十余公里伊敏河西岸的草

原，共有来自呼伦贝尔草原的各个族群的数百人参加了此次斡米南节的活动。

我们于 7 月 22 日上午 10 时许到达现场，24 日晚上离开，所观察和记录到的

仪式和活动很多，其中可用于与升天节进行比较的包括立通天树、祭天以及

萨满升级仪式  等。

23 日 4 时 30 分开始，立通天树。通天树为白桦树，高二三十米，取自

伊敏河东岸的山上（属大兴安岭）。共立了三棵通天树，其中一棵立于一座大

蒙古包前数米处，另两棵并排（距离半米左右）立于这座大蒙古包内，其顶

部从大蒙古包的套脑 b伸出（蒙古包的穹顶象征天）。立通天树之前，人们要

在其顶部系上蓝色的哈达（蓝色象征天），在其他部位的树枝上系上五色布

条。在系五色布条时，参加此次斡米南节的人都要参与。立完通天树后，人

们还要将三角形的五彩小旗、五色线和哈达系在一根牛皮绳上，然后用这根

牛皮绳将大蒙古包内、外的通天树连接起来。然后，人们还要在立于大蒙古

包内的两棵通天树的根部往上各绑上一条长半米左右的布制蛇神神偶，其中

一条为白色，另一条为黑色。最后，人们还要在两棵通天树蛇神神偶上面一

点的位置绑上三根横撑，是为天  梯。

a  即二神。

b  位于蒙古包顶部的天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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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大蒙古包内的通天树和天梯。摄影：唐戈

图六 往通天树上系布条和哈达。摄影：唐戈

立完通天树后，开始祭天。首先，众萨满面向立于大蒙古包外的那棵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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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树，用牛奶祭天，往天上洒牛奶——每人手持一小袋牛奶，向斜上方，一

股一股地挤出。a然后众萨满分列两排开始正式的祭天，其中 SQG 和 WJF

站在第一排，其他萨满站在第二排。在仪式进行的当中，SQG 的丈夫牵来一

只绵羊，SQG 往绵羊身上撒了些大米，之后这只绵羊被牵走并被宰杀，最后

被供在这棵通天树  前。

24 日晚上，天黑以后，人们齐集大蒙古包内，为 WJF 举行升级仪式。

在大蒙古包内所有的照明设备熄灭之后，众萨满和几名普通人列队，围绕两

棵通天树按逆时针方向跳三圈，再按顺时针方向跳三圈，此刻 WJF 的灵魂踩

着天梯爬上通天树的顶部，升入天空。之后，大蒙古包内的照明设备打开，

SQG 坐在椅子上，WJF 坐在她的右侧（未戴神帽）。最后 SQG 戴上神帽，众

人上前抢哈达。萨满升级仪式和整个斡米南节的活动到此结  束。

升天节与斡米南节疑似部分对照表

升天节 斡米南节

物的

比较

（木制）十字架 通天树（白桦树）

哈达 哈达

长条形布 五色布条

“梯子”（梯子形状的大饼干） 天梯

仪式

的

比较

往十字架上挂（系）长条形布和哈达 往通天树（白桦树）上系哈达和五色布条

向十字架上洒“圣水” 面向通天树（白桦树），往天上洒牛奶

祈求耶稣踩着“梯子”升天
萨满的灵魂踩着天梯爬上通天树的顶部，

升入天空

值得注意的是梯子形状的大饼干要供奉在十字架的底部，而天梯也要设

在通天树的底  部。

另外，升天节后第十天是东正教另一个重要节日“圣灵降临节”，纪念耶

稣升天后再次遣圣灵返回人间。这一天，人们要砍来一棵小的白桦树（通常

是白桦树顶部或旁枝），立在自家院中，系上各色布条，再给它穿上花裙子，

把它装扮成少女。然后抬着她，列队前往河边。选择一处开满鲜花的草坪，

把白桦树立在中间，围绕着她载歌载舞，还要野餐。然后把她放到河里，让

a  正统的用牛奶祭天（白祭）的方式，是用勺子从盛具中舀牛奶，洒向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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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顺水漂  走。

另外，在东正教徒的葬礼上，在把死者下葬后，还要在坟墓死者脚的一

端立一个木制十字架，其形状和尺寸与立在圣山上的十字架别无二致。然后，

人们要列队按逆时针方向绕十字架三周，并不停地在胸前画十字和祈祷死者

的灵魂升天。斡米南节的不同之处在于逆时针绕通天树三周后，还要顺时针

绕三  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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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cension Day on the Right Bank of Erguna River

Tang Ge

Abstract: Ascension Day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estivals in the 

Orthodox Church after Easter. As a unique festival for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on 

the right bank of the Erguna River， Ascension Day not only retains the basic core 

of this festival， but also contains many suspected non-orthodox elements， which 

have possibly been derived from Han folk religion， shamanism and Tibetan 

Buddhism. This is the result of the vari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when it spread eastward and came into contact with the local 

cultures， especially when it arrived at the right bank of the Erguna River.

Keywords: the right bank of the Erguna River； Russian-Orthodox Church； 

Ascension Day； non-orthodox elements； contact of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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