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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传统宗教的学术境遇和学术争鸣

张宏明
( 中国社会科学院 西亚非洲研究所，北京 100101) *

摘 要:非洲传统宗教是非洲精神文化的内核，也是非洲价值观念的重要源头，但其学术境遇却十分坎
坷，长期被西方学术界排斥在世界宗教体系之外。这种学术境遇既归因于欧美学者的傲慢与偏见，同时也与
非洲和黑人在近代史中的不幸遭遇及非洲传统宗教本身的特点有关。挣脱殖民枷锁的束缚后，非洲传统宗教
的学术境遇出现转机。作为政治上“非殖民化”的逻辑延伸，为非洲传统宗教“正名”是非洲文化“去殖民化”
运动的组成部分。非洲学者的加盟不仅打破了以往欧美学者垄断非洲传统宗教研究的局面，而且他们凭借语
言、习俗、文化背景等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逐步在学术争鸣中赢得了话语权。

关键词:非洲; 传统宗教; 学术境遇; 学术争鸣
中图分类号: B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035( 2021) 05-0021-14

非洲传统宗教( African traditional religion) 是非洲原生性宗教信仰之统称，涵盖了非洲不同地域、不
同族群的所有宗教形式。非洲传统宗教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社会、历史和文化等方面。本文所要探讨
的既非其历史久远的演化过程或光怪陆离的创世神话，亦非其称谓各异的至高神或纷繁复杂的祭祀仪
式，而是旨在通过梳理非洲传统宗教的学术文献，勾勒出学术研究的发展轨迹，进而揭示其学术境遇的
演化脉络，阐释学术争鸣的内涵和结果。基于行文方便，在正文展开前有两点需要做出说明:其一，非洲
是一个宗教多元化的大陆，在与域外宗教的接触、碰撞、交融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本土宗教、伊斯兰教、基
督教三足鼎立的格局。非洲本土宗教的“地位”和称谓曾在学术界引起争鸣，最终达成共识并将其称为
传统宗教，以区别于非洲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1］xiv其二，非洲传统宗教研究的地理范围一般局限于撒
哈拉以南非洲。原因在于，北非地区的种族、文化、语言，特别是宗教信仰方面，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存在
着明显的差异。另则，除柏柏尔人的支系部落依然恪守传统信仰之外，北非绝大部分居民在 7世纪之后
逐步皈依伊斯兰教。站在学术发展的视角，非洲传统宗教研究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殖民探险时
期，主要是 19世纪下半叶;二是殖民统治时期，时间跨度大致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中叶;三是后殖民
时期，也即非洲独立后时期，大致从 20世纪中叶一直延续至今。

一、非洲传统宗教的学术境遇

从 7世纪甚或更早的时候就有关于非洲土著居民传统信仰的文字描述，但对非洲传统宗教进行比
较系统的学术研究则是 19世纪由欧洲人率先开启的。非洲传统宗教是非洲精神文化的内核，也是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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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价值观念的重要源头，它的存在与发展几乎贯穿非洲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但截至 19世纪末，

其学术境遇却十分坎坷。非洲传统宗教被西方学术界视为魔法、巫术等迷信活动并长期被排除在世界

宗教体系之外，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中，鲜有其他宗教像非洲传统宗教这样遭受如此不公的待遇。究其原

因，除了源于非洲和黑人在近代史中的惨痛经历之外，也与阿拉伯穆斯林对非洲传统宗教的早期看法、

非洲传统宗教自身的特点以及欧洲人的傲慢与偏见有关。其中黑格尔关于非洲是历史和文明的荒漠的

主观臆断和爱德华·泰勒的宗教进化论的影响尤为广泛而持久。

西方学术界对非洲传统宗教的认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9世纪中叶欧洲列强深入非洲腹地之前，

关于非洲传统宗教的描述多出自水手、旅行家等非专业人士之手，他们的记述主要是为了满足受众的猎

奇心理，注重故事性和趣味性。因此，他们往往会对自己在非洲的见闻甚或“道听途说”添枝加叶，其中

的主观臆断成分也就在所难免了。从 15世纪抵达非洲海岸到 19 世纪中叶深入非洲腹地，欧洲人特别

是传教士用以描述非洲本土宗教的常用词汇是拜物教、偶像崇拜、符咒、魔法、巫术和异教等，①其中拜

物教或物神崇拜( fetish) 出现的频率最高。据语言学家考证，拜物教或物神崇拜这个词起源于葡萄牙

语。15世纪下半叶抵达非洲沿海地区的葡萄牙人发现多数非洲人都有“恋物癖”，因为非洲人大都佩戴

具有魔力的符咒或护身符，于是就给这些东西起了个名字“feitico”，它与法语 fêtiche 和英语 fetish 是同

一个词。18世纪中叶，法国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夏尔·德·布罗斯( Charles De Brosses) 在《论物神崇

拜》( 1760) 一书中，率先将拜物教用于对各种宗教信仰的起源、结构、特征方面的比较研究。拜物教或

物神崇拜的含义是指，尚未摆脱原始状态的族群对某些神秘力量或作为神灵象征的物品的依恋、敬畏、

迷信或崇拜。这些物品既可以是有生命的，也可能是无生命的;既可以是自然的，也可以是人造的。

19世纪中叶以前，基于傲慢与偏见，加之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西方学术界对非洲本土宗教有两种

错误的认识:一是，认为非洲的土著信仰元素，诸如魔法、巫术等都是邪恶的内容或行为;二是，在阿拉伯

人和欧洲人引入真正的宗教信仰之前，处于原始状态的非洲社会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即便存

在，也是从域外输入的，并为此提出了诸多假设。［2］127这些观点或假设与西方历史学对非洲历史和黑人

种族的看法密切相关。在整个 19世纪，关于非洲是历史和文明的荒漠及黑人是缺乏理性思维和自我意

识的野蛮人的观点，在欧洲学术界已经相当普及，并深刻地影响着欧洲民众对非洲和黑人的看法。而
“所有这些思想都来源于黑格尔”。［3］毋庸讳言，黑格尔的许多著述均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甚或种族主义

色彩。“非洲”一词的地理概念在黑格尔那里有着严格的界定:一是被称作“非洲本土”的撒哈拉以南非

洲;二是被视为“欧洲的延伸”的北非地区;三是被视为“亚洲的组成部分”的尼罗河流域。在上述三部

分中，唯有“非洲本土”是处于野蛮状态及“有意识的”历史之外的。黑格尔的核心观点是，撒哈拉以南

非洲没有产生过任何杰出的文明，任何值得称道的东西都是外来的，黑人由此成了历史的对象而非历史

的主体。②按照黑格尔的逻辑，宗教信仰孕生于人类“有自我意识的”历史之中，没有历史的人类群体自

然也就不会产生宗教。历史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观点无疑强化了文化沙文主义特别是对非洲黑人的种

族歧视，非洲本土宗教的学术境遇也因此变得更加悲惨。当时流行的观点是，文化差异是造成欧洲与非

欧地区发展程度差异的主要原因，而文化差异又源于人种的差异，人种的优劣是与生俱来的，因此非洲

的落后是命中注定的，并且是无法改变的。由于欧洲中心论和种族优越感作祟，欧洲人对非洲本土信仰

的轻蔑和嘲弄也就不足为奇了。

客观地讲，上述对非洲本土信仰的蔑称并非欧洲人的发明，而是先期抵达非洲的阿拉伯穆斯林对非

洲本土宗教的称谓。虽然基督教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存在的时间比较长，但其传入撒哈拉以南非洲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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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葡萄牙人掀起地理大发现浪潮之后的事。伊斯兰教是率先传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外来宗教，公元
8世纪在非洲东海岸立足后，阿拉伯穆斯林并未将非洲本土信仰视为宗教，而是将当地居民称作“卡菲

尔”( Kaffirs) ，即“没有信仰的人”“不信教的人”或异教徒。［2］2215 世纪以后，当欧洲基督教徒抵达非洲

沿海地区时，他们同样对非洲人的传统信仰持蔑视、排斥态度，不仅承袭了阿拉伯穆斯林对非洲本土信

仰和黑人的蔑称，甚至将整个非洲都称为“卡弗拉里亚( Kaffraria) ”，意为“不信教的地区”。“异教”原

初的意思是对那些与世界流行的正统宗教( 如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 信仰相异的宗教或信仰的

贬称，它还有一种特定的含义，即“虚假的宗教”，而崇拜假神即偶像的人也就被称为异教徒———粗鲁、

野蛮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③在欧洲基督徒的心目中，非洲人就是未开化的“野蛮人”，他们除了魔法、巫

术等迷信活动外，不可能也不配拥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仰。［2］104理由是上帝及其神性是“野蛮人”所

无法构建的哲学概念。这种将非洲本土信仰排除在世界宗教大家庭之外的观念，在西方学术界和舆论

界根深蒂固且流行甚广，以至于在长达 3个多世纪的时间内，当人们谈论非洲宗教的历史时，往往是指

从域外传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④

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检索和梳理显示，19 世纪后半叶是有关非洲传统宗教记述相对比较集中的时

期。这一时期是殖民探险向殖民统治转化的过渡期，有关非洲传统宗教的记述多出自欧洲的探险家、传

教士、旅行家、博物学家、商人和猎人之手，他们以各自的方式记录下了在非洲看到的当地居民的传统信

仰和实践仪式。“非洲协会”成立后，欧洲列强加快了对非洲内陆的探险活动，受雇的探险家在收集非

洲内陆地区王国、酋长国或族群的政治、经济、人文、地理情况的同时，也连带地记述了生活在这里的居

民的宗教信仰。与此同时，基督教在非洲的传播也迎来了百年“黄金时期”，为了提高传播福音的有效

性，赴非洲工作的欧洲传教士也开始留心观察、描述当地居民的传统信仰。但基于傲慢与偏见，加之没
有受过专业训练，这一时期欧洲人关于非洲传统宗教的记述是不充分的，不少文献充斥着歪曲事实的描

述，甚至还带有浓重的种族主义色彩。关于这一点，从探险家理查德·弗朗西斯·伯顿的《阿贝奥库塔

和喀麦隆山脉:一次探索》( 1863) 、⑤ Ｒ．F．哈奇森的《西非印象》( 1858) ，⑥以及传教士托马斯·弗里曼的

《在西非的使命:包括弗里曼先生对阿散蒂的访问》( 1842) 、⑦Ｒ．H．斯通的《在非洲的森林和丛林中》

( 1899) ⑧和 N． 鲍丹的《拜物教和拜物教徒》( 1885) ⑨等人的著述中可略见一斑 。他们对非洲本土宗教

的称谓使用了诸多带有贬损之意的词汇或术语，几乎与几个世纪前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所用的词汇如

出一辙。例如，英国探险家塞缪尔·怀特·贝克爵士在一篇名为《尼罗河流域的种族》的文章中指出，

非洲人无一例外地都不信仰至高无上的存在( 上帝) ，他们不仅没有任何形式的宗教信仰，而且他们处

于无知黑暗中的头脑从来就没有被形而上学的光芒照亮过，他们的头脑处于十分愚钝的水平 。⑩较之探

险家，欧洲传教士对非洲本土宗教怀有本能的排斥，因而他们总是用一种非常厌恶的口吻谈论非洲人的

信仰，认为其一无是处，甚至预言或诅咒这种野蛮人的邪恶信仰很快就会消亡，取而代之的是被他们认

定为真正宗教的基督教。

除了探险家和传教士之外，这一时期研究非洲本土宗教的欧洲学者以文化人类学家( 下简称人类

学家) 居多，这与文化人类学( 下简称人类学) 诞生的时代背景与研究对象、工作方法有关。地理大发现

之后，欧美人在游走世界时发现许多族群尚处于野蛮的、未开化的原始社会。学者们试图解释世界各民

族的发展差异，进而形成了以原始族群“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人类学诞生的年代恰逢欧洲列强加

速向包括非洲在内的世界各地推行殖民政策的时期，许多人类学家受聘于英国、法国等殖民国家赴非洲

工作，为其殖民扩张提供咨询建议。英国还特别设有“政府人类学家”的职位，从而使人类学家作为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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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受聘于殖民地政府成为常态。人类学家罗伯特·S．拉特雷 ( Ｒobert Sutherland Ｒattray) 、乔治·戈

登·布朗( George Gordon Brown) 和阿尔弗雷德·伯顿·埃利斯等人，瑏瑡都曾协助英国殖民当局维系其在

非洲属地的殖民秩序。与探险家的猎奇心理及传教士本能的排斥心理不同，欧洲学者，诸如历史学家、

语言学家特别是人类学家，对非洲本土宗教的观察、描述比较严谨。但由于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他

们的研究结论同样有局限性。究其原因:一是，他们中的多数人依然难以跳出“欧洲中心论”的窠臼;二

是，非洲传统宗教并非他们的主要研究对象，只是在收集民族志资料时顺带关注而已;三是，田野工作的

研究方法尚未普及，早期人类学家对“异文化”的研究大多依旧是在书斋中进行的，许多学者甚至从未

到过非洲，在著述中所引用的材料主要来源于探险家、旅行家和传教士的记述，即便进行田野调查也只

有几周或数月，且多数人不懂当地语言，只能借助翻译获知被访问者的意见。凡此种种，都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研究结论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19世纪下半叶至 20世纪上半叶，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是影响西方学术界关于非洲传统宗教研

究最大的人类学家。1871年，泰勒出版了《原始文化》，泛灵论和宗教进化论是这部传世之作的两大理

论建树，奠定了他在西方学术界的权威地位。泛灵论又称万物有灵论，原本发源于 17 世纪的欧洲哲学

思想。基于生命是物质的属性的认知，其倡导者认为，一切物体都具有生命、感觉和思维能力。泰勒将

这一哲学学说移植到宗教领域，提出天地万物皆有灵性，神灵就存在于自然界一切事物之中，并认为泛

灵论阶段是世界各民族必然要经历的一个宗教历程。此外，泰勒还吸纳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观点，并

运用比较方法解析人类社会文化的演化过程，提出了文化是进化的观点。泰勒指出，“文化的各种不同

阶段，可以认为是发展或进化的不同阶段，而其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是前一个阶段的产物，并对将来的历

史进程起着相当大的作用”。［4］泰勒认为，这种观点也同样适用于作为人类社会精神文化的宗教信仰的

演化过程。泰勒的宗教进化论旨在揭示人类宗教信仰由低级向高级过渡的演化过程，即由万物有灵的

物神崇拜( 泛神论) 过渡到多神崇拜( 多神论) ，再进化到至高神崇拜( 一神论) 的演化过程。按照泰勒

文化进化历史的线性解释，在宗教进化的过程中，以一神论著称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处于宗教进化的高

端，而以泛神论著称的非洲本土宗教则处于宗教进化的底部，［5］10其进化阶段的时间跨度大致在“魔法

时代”之后及一神论之前，即由泛神论逐步向多神论进化的过渡阶段。［1］xi

基于傲慢与偏见，同时也深受泰勒宗教进化论观点的影响，这一时期欧洲学者多将非洲人视为处于

精神文化低端的未开化的“野蛮人”。而在“野蛮人”的观念中，世间万物皆有灵魂，于是，泛灵论这个术

语就被广泛用于描述或指代包括非洲本土宗教在内的原始群落的“宗教信仰”，非洲人亦因此被称为
“泛灵论者”或“拜物教徒”。泰勒的宗教进化论不仅在其所处的时代影响巨大，而且还被门生或敬仰者

所承袭、传播，其中也包括詹姆斯·弗雷泽。弗雷泽关注的领域是人类社会的早期宗教信仰，他一生的

研究成果汇聚于《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一书中。该书在 1890年面世时只有 2 卷，1915 年第三版时

已经扩充至 12卷。弗雷泽虽然没有在这部著作中辟出专门的篇章论述非洲传统宗教，但他在对人类早

期的宗教信仰和宗教行为，诸如自然崇拜、灵魂观念、巫术和禁忌等进行比较研究时，列举了许多非洲地

区或族体的案例，瑏瑢从中可以看出，弗雷泽的观点明显地受到了泰勒宗教思想的影响。事实上，在 19 世

纪中后期有关非洲传统宗教的著述中，泛灵论和进化论已成为西方学术界关于非洲本土宗教研究的流

行观点，以至于时至 20 世纪中叶仍有西方媒体不时沿用这个古老的人类学术语来指代非洲的本土

宗教。瑏瑣

这一时期欧洲学者的著述中，除了将非洲本土宗教贬斥为处于人类精神文化野蛮或蒙昧阶段的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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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论、拜物教之外，还将之称为“原始宗教”。虽然“原始”这个词的拉丁语词根 primus并不含有贬义，但
它被用于称谓或描述非洲人的传统信仰时明显带有贬损之意。因为与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
“救赎宗教”不同，“原始宗教”被欧洲传教士和人类学家描述为“野蛮的”、缺乏想象力和情感的宗教。

与之相对应，信仰“原始宗教”的非洲人也就成了原始的、未开化的“野蛮人”。［6］还有一些欧洲学者用魔
法、巫术来形容或称谓非洲本土宗教，理由是非洲人的信仰尚未进化到与魔法、巫术相分离的阶段，甚至
有学者认为，非洲人根本没有宗教，有的只是魔法或巫术。此外，还有一些欧洲人将非洲本土宗教视为
偶像崇拜，而在信奉基督教的欧洲人的观念中，偶像是假神，因此，偶像崇拜是崇拜假神或不真实的东
西。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上述有关非洲传统宗教的称谓，足以表明外部世界对非洲精神文化的认知是
多么的肤浅，对非洲传统宗教的轻视、曲解或误解是多么的严重。唯其如是，关于非洲传统宗教研究的
这一时期被非洲学者称为充满“无知和谬误时期”。［7］88

非洲传统宗教遭受的不公学术境遇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除了欧洲人的傲慢与偏见以及非洲和
黑人在近代史上频繁遭受物质和精神的双重酷刑之外，［7］76也与其自身的特点有关。作为抽象的精神
文化，宗教信仰或宗教观念原本就是学术研究的难题，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就曾这样慨
叹: “宗教观念的发展，由于本身环绕着相当多的困难，以致这个问题可能永远得不到充分圆满的说
明。”原因在于，“宗教涉及想象和感情方面的东西太多，因此也就涉及相当多的不可确知的事物，使得
一切原始宗教都显得很怪诞，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不可理解的问题”，［8］而非洲传统宗教又因其自身的
特点使得研究工作变得更为艰难。［9］11－15具体地说:一是，非洲传统宗教既没有像佛教的释迦牟尼、基督
教的耶稣或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那样的创始人，也没有改革家，再加上缺乏对非洲传统宗教起源的了
解，也就无法描述它的历史，以至于学术研究缺乏历史的维度，学界做得更多的是描述性或解释性的工
作。［5］5－7二是，传统宗教系非洲原生性宗教信仰之统称，实际上，非洲传统宗教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和族
群特征。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族属”宗教，［10］准确的称谓应该是“某某族宗教”，如尼日利亚的约鲁
巴族( Yoruba) 宗教、马里的多贡族( Dogon) 宗教等。三是，非洲传统宗教不同于普世性的宗教，既无启
示亦无救赎，［11］因而不具传播性，也没有传教士。非洲的每一种传统宗教都与特定族群的人联系在一
起，一个族群的人不会向另外一个族群的人宣扬或传播其宗教信仰。瑏瑤正所谓“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
族”。四是，非洲传统宗教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记录和经文可查，尽管非洲学者自诩传统宗教的信条写
在每个非洲人的心中，每个非洲人都是宗教的载体，［5］4－5并通过口头方式代代传承，但是，口头传承不足
以使世人真正了解非洲传统宗教的细节，［9］11－12多数族体的精神文化起源是模糊的，［7］82研究者只能从
神话传说和口头传统中挖掘宗教信仰的基本素材。五是，非洲地域辽阔，族群众多，且发展不平衡，各个
族群的崇拜对象和祭祀方式亦不尽相同，加之各个族群在语言、风俗等方面的差异，瑏瑥使得非洲传统宗
教信仰呈现出种类繁多、形式各异、千奇百怪的姿态。［9］15－58凡此种种均增加了非洲传统宗教研究的难
度，也容易造成研究者的错觉或误判。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截至 19世纪末欧洲人关于非洲传统宗教的研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憾，在他
们的一些著述中，非洲人的宗教信仰甚至沦为被嘲讽和讥笑的对象，但是，世人还是从这些早期文献中
或多或少地获得了非洲传统宗教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文献奠定了非洲传统宗教研
究的基础并使之有了学术传承。

二、非洲传统宗教的学术历程

进入 20世纪直至“非殖民化”终结的 20 世纪中叶，非洲传统宗教的研究仍然被欧美学者所垄断，
52



但研究主体的构成已发生变化。如果说 19世纪非洲传统宗教的文献多出自探险家、旅行家和传教士之
手，那么 20世纪上半叶的文献则是由神学家特别是人类学家等专业人士提供的。这一时期，非洲本土

信仰得到越来越多的有良知的、崇尚科学精神的欧洲学者的同情和尊重。随着对非洲传统宗教的研究

和认知的不断深化，西方学术界对非洲本土信仰的看法和称谓也发生了变化，突出体现在，一些学者开

始用“宗教”或“哲学”等词汇来正面称谓非洲本土信仰。概言之，这一时期西方学术界对非洲传统宗教
的研究大致可分为“微观”和“宏观”两种路径，前者侧重于围绕某个单一族群宗教信仰进行描述性或阐

释性的个案研究，后者是在对各个族群传统信仰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揭示非洲传统宗教的差异性和普

同性。

这一时期西方学术界对非洲传统宗教研究和认知的加深，要归功于人类学家的能动性。他们在客

观反映、阐释非洲传统信仰和实践活动方面做出了诸多新的努力和尝试，其中之一便是引入田野调查的
“科学工具”。从效果来看，较之探险家、旅行家和传教士等的猎奇心理或先入为主的文化偏见、主观臆

断，人类学家基于“价值中立”的田野工作方法在确保研究结论的客观性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多数

人类学家都有尊重客观事实和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注重甄别调查对象提供的资料，以便区分哪些是

亲身经历的第一手资料，哪些是道听途说的。此外，人类学家也十分注重民族志材料的收集，通过与被
调查对象长期生活在一起的方式，来直接体察和领悟非洲人的文化、习俗、信仰及其仪式等。随着田野

调查的引入和普及，西方学术界对非洲传统宗教的研究也迎来了收获期，这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及被称

为“非殖民化时期”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尤为明显。

鉴于非洲族体众多、语言庞杂的状况，在初始阶段，多数学者的研究路径是从单一族体宗教入手的，

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这一时期不同阶段的文献目录中得到印证。［12］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及著述有英国

人类学家罗伯特·萨瑟兰·拉特雷的《阿散蒂的宗教与艺术》、瑏瑦珀西·阿莫里·塔尔伯特的《尼日利亚

南部的生活:伊比比奥部落的魔法、信仰和习俗》、瑏瑧齐格弗里德·弗雷德里克·纳德尔( 1903—1956) 的
《努佩人的宗教》、瑏瑨S．S法罗的《信仰、幻想和恋物癖或约鲁巴异教》、瑏瑩戈弗雷·林哈特的《神与经验:卡

丁人的宗教》; 瑐瑠法国人类学家米歇尔·莱里斯的《桑加多贡人的秘密语言( 法属苏丹) 》、瑐瑡H．特里耶的

《芳族人的图腾崇拜》、瑐瑢索朗·德加内的《多贡人的格言》、瑐瑣B．奥拉斯的《科诺面具:它们在宗教和政治

生活中的作用》、瑐瑤L．陶西耶的《象牙海岸阿涅人的宗教、礼仪和习俗》; 瑐瑥美国人类学家约翰·米德尔顿

的《肯尼亚的基库尤人和坎巴人》瑐瑦和《卢巴拉人的宗教》、瑐瑧B．A．波的《茨瓦纳酋长领地中的宗教》、瑐瑨沃

尔特·H·桑格利的《蒂里基人的年龄、祈祷和政治》瑐瑩和莫妮卡·威尔逊的《尼亚库萨人的公共仪式》瑑瑠

等。与泰勒和弗雷泽等前辈不同，这些新生代人类学家有关非洲精神文化特别是传统宗教的著述所依

托或引用的素材不是借鉴他人的记述或“见闻”，而是源于对非洲相关族体宗教田野调查的亲身体验。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埃文斯—普里查德和维克多·特纳，法国人类学家马赛尔·格里奥尔和热尔梅
娜·迪耶特朗等人，在这方面做得尤为出色。他们发现非洲人的宗教信仰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文化习俗

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他们笃信不深入非洲人的生活就不可能真正透彻地理解他们的传统信仰。他们

对人类学的主要贡献是对于“原始认知”及背后的认识论逻辑的探询，以及由此引发的学术界关于理性

与非理性、文化相对主义等相关问题的讨论。

英法是非洲最大的两个殖民宗主国，英国人类学家在田野工作方面走在法国前面。受 C．G．塞里格
曼和 B．K．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普里查德十分注重田野调查。他在 1926年至 1930年间，先后三次对生

活在中非的一个土著部落阿赞德人进行了为期 20个月的考察，并完成了他的第一部民族志代表作《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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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瑑瑡该书着重描述了阿赞德人关于巫术、神谕和魔法的信仰体系。此后，普

里查德又深入苏丹地区，同努尔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学习他们的语言，并尽可能多地参与他们所有的活

动，《努尔人的宗教》一书便是他实地考察的理论结晶。瑑瑢与以往欧美学者的研究不同，普理查德努力从
“内部”通过阿赞德人和努尔人自己的眼睛来观察他们的传统信仰和实践，并使用人类学方法描述、阐
释他们的宗教信仰。在普理查德的笔下，尽管阿赞德人和努尔人过着极为简单的物质生活，但他们不是

生活在迷信的文化体系之中，而是有着自己抽象和复杂的神学的。例如，在对努尔人神灵体系的考察

中，普理查德发现神灵阶层与社会阶层之间存在关联性，甚至在某些方面努尔人的神灵世界实际上就是

现实社会的缩影。同样，特纳的《象征之林———恩登布人仪式散论》瑑瑣和《一个非洲社会的分支与延

续》瑑瑤，也是得益于 1950年至 1954年对赞比亚西北部恩登布人进行田野调查所收集的大量一手材料。

法国的人类学研究引入田野调查稍晚，为了赶超英国、德国、荷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兴起的人类学

研究，20世纪 30年代初，由巴黎大学民族学院和自然博物馆牵头、法国政府殖民部出资，组织了一次为
期 2年( 1931—1933) 的穿越非洲的“人类学远征”，许多法国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都加入其中。作为当

时法国人类学的领军人物，格里奥尔则是这次著名的“达喀尔—吉布提人类学考察”的负责人，他的《多

贡人的面具》瑑瑥便得益于对马里中部多贡人长达 15年的田野调查。格里奥尔的《水神:与欧哥特迈里的

对话》堪称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典范之作。这本书以日记形式记述了他本人和助手与多贡长老欧哥特

迈里之间的对话，并通过这种方式阐释了多贡人的宗教思想。瑑瑦热尔梅娜·迪耶特朗的《多贡人的灵

魂》瑑瑧和《班巴拉人的宗教》瑑瑨同样也是田野调查的经典之作。为了深入观察马里多贡人和班巴拉人的

宗教信仰，他在这两个族群中生活了近 30年。欧美学者关于非洲族体传统信仰的学术文献还可以列举

出许多，上述著作是其中的经典之作。

欧美学者对非洲传统宗教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点到面的过程。如上所述，传统宗教是非
洲各个族群传统信仰之统称，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和族群特征。由于非洲地域辽阔，族体众多，以至于

世人在相当长时期内都难以统揽非洲传统宗教的全貌。直到 20 世纪中叶，这种情况才逐步得到改观。

非洲族体宗教个案研究的累积和相关著述的陆续问世，为非洲传统宗教宏观上的综合研究奠定了基础。

一些西方学者借助比较研究方法尝试着对非洲不同地域、不同族体的宗教信仰进行整体性的综合研究，

以期通过比较族体宗教的个性和共性或差异性和普同性，揭示非洲传统宗教的全貌。英国伦敦大学的
教授爱德华·杰弗里·帕林德是较早在这方面做出尝试的学者。帕林德在西非从事宗教研究、教学工

作数十年，1954年出版的《非洲传统宗教》一书，便是他借鉴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结合他本人长期对非

洲宗教信仰进行实地考察的理论结晶。瑑瑩该书篇幅虽然不大，但比较系统、简明扼要地概述了非洲传统

宗教的基本情况，还对非洲传统宗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作了对比研究。该书是迄今为止为数不多的

得到了非洲同行认可的西方学者的著述，且被多次再版发行。瑒瑠德国学者埃内斯特·达曼撰写的《非洲

宗教》瑒瑡一书在体量上要比帕林德的《非洲传统宗教》大得多。基于非洲传统宗教的地域性和族体性特

征，达曼书中选取的素材来源非常广泛，涵盖了非洲大部分地区和族体。他认为如果不这样做，就不可

能反映非洲传统宗教的整体面貌。［9］269－270达曼在书中介绍了非洲人的宗教思想、宗教生活、宗教实践，

阐释了非洲人的宗教信仰与社会生活的关系，也探讨了非洲传统宗教与外来宗教的关系以及现代因素

对非洲传统宗教的影响等。法国学者于贝尔·德尚的《黑非洲宗教》、瑒瑢B．奥拉斯的《黑非洲的诸神》瑒瑣和
《世界宗教:黑非洲》、瑒瑤弗雷德里克·凯格的《非洲的巫术与魔法》瑒瑥L．V．托马斯、勒内·吕诺和 J．L．多诺

合著的《黑非洲宗教:文献与传说》瑒瑦也属于综合研究。此后，随着越来越多的综合性研究成果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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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传统宗教的面纱逐渐被揭开，世人对其全貌也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

综上所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学术界在非洲传统宗教研究中仍然程度不同地受到“欧洲中心论”或
“宗教进化论”的影响，这在许多欧美学者的著述中也有反映。尽管西方学术界标榜价值中立，声言为
了确保研究结论的客观性，不以自身主观好恶作为价值判断标准，但受到整个学术氛围的影响，多数学

者对待非洲传统宗教的称谓和评价有失公允，即便是一向对非洲本土宗教持同情态度的英国神学家约

翰·泰勒，也仍将之称为泛灵论。［13］还有一些学者的研究动机或目的比较复杂，如比利时神学家普拉西

德·坦普尔斯撰写《班图哲学》( 1945) 的目的，竟然是为了教化非洲人或促使他们皈依基督教。瑒瑧但不

容置疑的事实是，较之 19世纪，这一时期西方学术界有关非洲传统宗教的研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

其一，随着专业素质的提高，欧美学者对非洲传统宗教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均有所拓展，尤其值得称道的

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从哲学思辨的角度探讨和阐述非洲人的思维逻辑与宗教信仰的关系。其二，借助田

野调查的“科学工具”，西方学者更加注重将非洲宗教信仰置于社会和文化环境背景下进行研究，从而
使得研究结论更趋客观。其三，欧美学者在研究非洲传统宗教的同时，还培养出了首批非洲本土的宗教

研究人员，甚至一些非洲国家的大学的宗教系也是由这些西方学者创建的，如英国学者帕林德便是尼日

利亚伊巴大学宗教研究系的创始人之一。其四，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作为非洲精神文化的宗教和哲学

越来越受到欧美学者的同情与尊重，德国人类学家莱奥·弗罗贝纽斯瑒瑨和法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德拉

福斯瑒瑩等人堪称是这一进程的先驱。他们或许是最早正视非洲精神文化合理性并率先运用西方理论和

概念对之进行阐释的欧洲学者。简言之，欧美学者在非洲传统宗教研究的学术发展历程中，特别是早期

学术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付出和成就也得到了非洲同行的肯定。［5］13－17

三、非洲传统宗教的学术争鸣

非洲传统宗教学术境遇的好转始于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促成这一转机的主要因素有三:第一，挣脱

欧洲殖民枷锁的束缚后，非洲的国际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一变化也传导到了精神文化领域，伴随着

非洲国家政治“去殖民化”进程，恢复非洲本土宗教名誉成为“为非洲正名运动”的组成部分。第二，罗

马天主教会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 1962—1965) 是非洲传统宗教境遇好转的重要时间节点，“梵二会
议”改变了以往天主教会贬低或否定其他宗教的做法，转而承认并接纳非洲传统宗教为世界宗教大家

庭中的正式成员。［2］106第三，非洲学者的加盟，打破了以往欧美学者垄断非洲传统宗教研究的局面，他们

凭借语言、习俗、文化背景等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逐步在学术争鸣中赢得了话语权，进而后来居上成为
非洲传统宗教研究的主力军。

非洲本土学者对传统宗教的研究大致始于 20世纪中叶，他们采用专题研究、比较研究和综合研究

等研究方法，对单一的族体宗教、区域宗教、全非宗教等领域展开研究。不过在初始阶段，非洲学者的注
意力放在自己更为熟谙的本族群宗教信仰的研究上。这方面的学术成果丰硕，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有，加

纳政治家约瑟夫·B．丹夸的《阿肯神的教义》，瑓瑠加纳民俗学家 J．H．克瓦贝纳·恩克蒂亚的《阿肯人的葬

礼挽歌》，瑓瑡卢旺达学者亚历克西·卡加梅的《班图—卢旺达的存在哲学》瑓瑢和《比较班图哲学》，瑓瑣尼日利

亚宗教学家 E．博拉吉·伊多武的《奥洛杜玛雷:约鲁巴人信仰的上帝》，瑓瑤刚果( 金) 学者 G．C．M．穆拉戈

的《班图各族的传统宗教和世界观》瑓瑥等。综合研究的代表作有马里学者阿玛杜·哈姆帕特·巴的《非

洲大草原的泛灵论》，瑓瑦肯尼亚学者约翰·姆毕提的《非洲宗教与哲学》瑓瑧和《非洲宗教导论》，瑓瑨尼日利亚

学者 E．博拉吉·伊多武的《非洲传统宗教:定义》瑓瑩等。专题研究方面的学术文献有贝宁学者莫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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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罕罕佐·格莱莱的《黑非洲的宗教、文化与政治》，瑔瑠马里学者阿玛杜·哈姆帕特·巴的《黑人文明诸

方面:人、文化、宗教》等。瑔瑡此外，非洲传统宗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比较研究几乎贯穿于非洲本土学

者对传统宗教研究的全过程，有些学者，如姆毕提和伊多武等人就是以基督教为参考系并借助基督教的

神学理论或范畴来阐释非洲传统宗教的。

需要指出的是，非洲学者对传统宗教的学术研究是围绕着清算欧洲中心论及批判反思既有学术观

点展开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经济掀起了“国有化”和“本土化”浪潮。作为政治上“非殖民化”

的逻辑延伸，为非洲传统宗教“正名”，成为非洲文化“去殖民化”运动的组成部分。“为非洲正名运动”

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目的是纠正或剔除欧洲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对非洲文明特别是精神文

化的亵渎以及附加其上的一切不实之词，为非洲的历史、文化特别是作为非洲文化精髓与内核的宗教、

哲学恢复名誉。期间涌现出了一批在非洲乃至世界享有盛誉的学术大家和文化名人，如后殖民时期最

有影响的非洲宗教学家约翰·姆毕提和 E．博拉吉·伊多武，他们的著述成为非洲传统宗教研究的必读

书目。他们两人虽然受的是西方教育、信奉基督教，但却是非洲精神文化的坚定捍卫者，甚至有一种
“舍我其谁”的使命感。他们早期的著述似乎就是为了恢复非洲传统宗教的名誉而撰写的，因而字里行

间或多或少地带有答疑解惑和论战的意味。这种情况在当时的非洲学术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非洲学

者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评价非洲本土宗教，以纠正欧洲学者的谬误或臆断，因为这关乎非洲本土宗教

的地位，［14］27也与非洲和非洲人的地位、尊严息息相关。于是，关于非洲本土是否萌生过宗教信仰，非洲

本土信仰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如何称谓非洲本土宗教，非洲本土宗教的内涵是什么，它由哪些要

素构成等问题的回答或解析，就变得“非常紧迫”。［7］x

非洲学术界关于传统宗教的学术争鸣涉及问题诸多，但首先并且主要关注的是那些“正本清源”的

原则性问题。对于西方学者关于非洲文明及信仰外来说的臆断，非洲学者的观点是，非洲一直与外部世

界保持着接触，这种交往所产生的文化影响不可能只是单向的输入，而是双向相互影响的，非洲的文化

土壤也不至于贫瘠到不能产生自己的思想和信仰。［5］9因此“非洲文明及信仰外来说”受到了非洲学者的

普遍抨击，其中态度最激进的当属享有“非洲历史哲学奠基人”之称的塞内加尔学者谢克·安塔·迪奥

普。为了对欧洲中心论关于非洲是历史的荒漠及非洲文明外来说作出回应，迪奥普在《黑人民族与文

化》( 1954) 一书中首次系统阐述了“非洲中心主义”思想，［15］之后又在《史前时期的黑人文明:神话还是

历史事实?》一书中提出反证，指出是非洲向外部世界输出了思想、文化和文明，［16］具体到宗教信仰，亦

如是。虽然非洲传统宗教的起源至今尚无定论，但鉴于非洲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而宗教信仰又是非洲

文明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从非洲文明诞生之日起，非洲传统宗教便成为非洲文明和历史的一

部分并塑造着非洲宗教的历史。诚如肯尼亚学者姆毕提所言，由于非洲人与他们的宗教生活和信仰联

系紧密，因此，非洲人的历史就构成了他们的宗教历史。［5］6这一观点得到了非洲学者的普遍认同，他们

认为非洲人在与域外文明接触之前，甚至在基督教诞生之前，就已经认识上帝了。

与之相关联的一个问题是非洲本土信仰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鉴于西方学者特别是传教士否

定非洲本土宗教的合理性，认为它只是未开化的“野蛮人”的迷信活动，不能登宗教大雅之堂，因此非洲

学者非常重视这个问题，甚至将是否承认非洲本土信仰的“宗教地位”提高到事关非洲精神文化的合理

性乃至非洲人尊严的高度。非洲学术界在这个问题上的共识是，非洲传统宗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不存

在本质的区别，它们都是人类的宗教信仰。非洲学者的职责就是“要让世界相信，非洲有一种本土宗

教，而且它理所当然地应该被称为宗教”，依据是非洲本土信仰是非洲祖先信奉并一直延续至今的宗教
92



信仰，也是当今许多非洲人正在以各种形式实践着的一种宗教。［7］ix－x据此，他们反对将非洲本土信仰视

为迷信活动，也反对用拜物教或泛灵论等带有贬义或歧视色彩的词汇来称谓非洲人的传统信仰。乌干

达人类学家奥考特·庇代克在《西方学术中的非洲宗教》一书中明确指出，拜物教或泛灵论不是非洲的

宗教，泛灵论这样的称呼，是对非洲传统宗教的亵渎和蔑称。［17］姆毕提也认为泛灵论不足以指代非洲传

统宗教，应该一劳永逸地抛弃这个词。［5］10

关于非洲本土宗教的称谓和内涵也是学术界争议颇多的问题。在欧美学者的文献中多将之称为泛

灵论、拜物教、原始宗教、魔法或巫术等，非洲学者认为这些称谓亵渎了非洲人的宗教信仰。［18］学界达成

的共识是将非洲本土信仰称为非洲传统宗教，此举一方面是为了还非洲本土宗教历史公道，同时也是为

了将本土宗教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区分开来。［1］xiv在如何界定和表述非洲传统宗教的问题上，尼日利亚

学者约瑟夫·奥莫萨德·阿沃拉鲁在《什么是非洲传统宗教》一文中给出的答案是:非洲传统宗教是非
洲原住民代代相传的并且仍被今天的非洲人所尊奉和实践的宗教信仰。换言之，传统宗教虽然是非洲

的历史遗产，但不能将之视为过去的“死”东西，因为它不是静止不变的“化石宗教”，而是将过去与现在

及现在与永恒联系起来的宗教观念。瑔瑢还有一些非洲学者从传统宗教的内容或结构入手来解释这个问

题。伊多武认为，非洲有数以千计的族体，每个族体的宗教信仰形态虽然不尽相同，但就整个非洲大陆

而言，传统宗教大致由对上帝( 至高神) 、神灵、精灵、祖先的信仰以及巫术和巫医活动等内容或要素构

成，每一种传统信仰及其实践活动都有自己的目的、结果和相应的祭礼。［7］139姆毕提在这个问题上投入

了更大的精力，继《非洲宗教与哲学》( 1969) 之后，他又在《非洲宗教导论》( 1975) 一书中，更为详细地

阐释了非洲传统宗教的内容，诸如传统宗教实践中的场地、仪式、物品等，甚至还详细描述了传统宗教中
的节庆和仪式，举行宗教活动的地点、常用的“法器”以及带有宗教色彩的医疗实践等内容。

除了上述“原则性问题”之外，非洲学术界关于非洲传统宗教的争鸣还涉及一些具体的专业性问

题。例如，针对一些欧美学者认为非洲人的上帝或至高神观念是从基督教或伊斯兰教中借入的观点，非

洲学者以早期阿拉伯人的游记及非洲神话传说为依据，认为早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传入前，“非洲传统

宗教已经存在着一个最高超验存在( 即至高神或上帝) ”。［19］尽管非洲各个族体对至高神的称谓不同，

但每个族体都有自己的至高神，而且有关至高神的属性及其与众神特别是与人类关系的创世神话传说
也颇为相似。非洲学者认为，这些创世神话实际上反映或表达了非洲先民的宇宙观，例如在绝大多数非

洲神话传说中，至高神被描述为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它是无影无踪又无所不在的永恒的“存在”。

不过，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同的是，非洲的至高神似乎在一举完成了创世后便远离人间。与之相关联

的一个问题是，非洲传统宗教究竟是一神教( monotheism) 还是多神教( polytheism) 。多数欧美学者认定
非洲本土宗教是多神教，理由是非洲的宗教体系在许多方面不同于西方，其中之一便是非洲人在尊奉至

高神的同时，还信仰众多的权力或品阶较低的神祇( 即中介神) 。［14］27而非洲学者则认为，虽然非洲各族

体在至高神之下还有一批与本族体生活和生产活动相关的神灵，这些神灵各司其责，起着护佑本族群的

作用，但是在非洲的宗教体系和宗教观念中，众神处于从属地位，至高神则君临于众神之上，是神灵世界

的主宰。“由于至高神远离人间，因此在多数情况下，人类的声音只有通过中介神才能传达到至高神那

里。”［20］115换言之，“众神和祖先是中介，世人向众神和祖先所做的祷告、所奉献的祭品，都可以通过它们

传给作为万物之源的至高神”。［21］22因为“至高神是一切祈祷和祭献的最终承受者”。［22］在非洲学者姆毕

提的《非洲的上帝观念》瑔瑣和伊多武的《奥卢杜梅尔: 约鲁巴人信仰中的上帝》中，他们均倾向于将非洲

传统宗教归属到一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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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传统宗教与巫术的关系问题上，一些欧美学者试图用巫术来称谓非洲传统宗教，依据是非洲

人的信仰尚未进化到宗教与巫术相分离的阶段，甚至认为非洲不存在宗教，有的只是巫术。对此，姆毕

提认为，在非洲传统社会，巫术是宗教背景的一部分，要把两者分开并非易事，例如，在祈雨或预防传染

病的仪式中往往糅合了宗教和巫术，但是宗教不是巫术，巫术不能解释为宗教，宗教比巫术更伟大，只有

无知的局外人才会将非洲传统宗教视为巫术。［5］12－13尼日利亚学者伊多武则从另外一个角度回答了巫

术与非洲传统宗教的关系，他认为，巫术不足以指代非洲传统宗教，因为巫术只是非洲传统宗教的一部

分，它们之间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关于祖先崇拜是否是非洲人的宗教信仰，欧美学者认为祖先崇

拜是非洲本土宗教最普遍的信仰主题和最基本的表现形态，几乎所有非洲传统宗教都是祖先崇拜的一

种变体，是非洲传统信仰的核心内容。特别是“对那些住在偏僻村庄的非洲老年男女来说，没有祖先的

存在和祖先的能力，他们每天每日的生活，或许我们可以不过分地说，他们每时每刻的生活就毫无意义

了”。［21］57但非洲学者则认为祖先崇拜不是宗教，因为非洲人并不是在崇拜死去的家庭成员，而是在缅

怀他们。在非洲传统观念中，死去的人，无论是父母、兄弟、姐妹或孩子，仍然是家庭的一部分，通过缅怀

可以维系这些死去的人与在世亲人之间的联系，但如果将缅怀家庭成员的行为描述为“崇拜”则是对神

灵的亵渎。［5］11－12此外，一些非洲学者还对宗教进化论提出质疑，他们认为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人

类宗教的演化始于一神论并向多神论和泛神论演化;还有，他们认为非洲先民所信奉的至高神( 上帝) 、

神灵、精灵，在西方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宗教演化过程中同样也存在过，因此宗教进化论不能令人满意

地解释非洲本土宗教。［5］10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综上所述，这场发生在非洲国家独立初期的学术争鸣虽然未能解析非洲传统宗教所有的疑问，但在

揭示非洲本土宗教的真相及为其恢复名誉方面的努力还是卓有成效的，并且使得一些长期存有争议的

问题有了答案或得到了相对合理的解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非洲学者通过这次学术争鸣不仅在国际

非洲宗教研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而且凭借其“局内人”得天独厚的优势逐步赢得了学术话语权。但毋

庸讳言，在为非洲传统宗教“正名”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矫枉过正的现象，这也是各类“为非洲正名运动”

普遍存在的问题。非洲学者中不乏头脑清醒之人，坦桑尼亚学者查尔斯·尼亚弥提就不讳言非洲传统

宗教充满了迷信; ［22］马里学者阿玛杜·哈姆帕特·巴同样坦言非洲本土宗教的“自然”“原始”特质，甚

至也不忌讳将其著作冠名为《非洲大草原的泛灵论》。

结 语

20世纪 80年代，当以“为非洲正名运动”著称的文化上的“去殖民化”潮流消退之后，非洲传统宗

教研究又回归常态。此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域内外学者加入非洲传统宗教研究的行列，特别是随着研究

领域或主题的拓展，世人对非洲传统宗教的认知也在不断深化。在从事非洲传统宗教研究的学者中，宗

教学家与人类学家所运用的方法有所不同，前者倾向于运用比较方法或宗教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后者青

睐于将宗教体系和观念置于信仰者的文化背景中考察。但两者的研究结论显示，非洲各族群间的宗教

信仰存在着一种跨文化的“精神统一”，并认为非洲各族群传统信仰的类同之处远比其差异之处更重

要。在这一点上，非洲域内外学者已经达成共识。肯尼亚学者姆毕提认为: “尽管遥远的距离把非洲人

分隔开来，可是在他们的信仰之中竟有许多内容是一样的，使我们可以把非洲人对神的看法作为一个统

一的东西，从全大陆的范围加以讨论。”瑔瑤英国学者帕林德亦指出: “人们普遍认为每个非洲部族都是很

特殊的，尽管不是独特的。不过，相似点比不同点更重要……非洲社会这种较大的同质性，在宗教领域
13



是很明显的。”［20］7随着对非洲各族体宗教比较研究的全面展开，这一观点正在被越来越多的研究结论
所证实。［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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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circumstances and academic controversy of traditional African religion

ZHANG Hongming
( Institute of West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101，China)

Abstract: As the core of African spiritual culture，traditional religion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African
values，but its academic circumstances are very rough，and it has long been excluded from the world religious
system by Western academic circles． These academic circumstances are not only attributed to the arrogance and
prejudic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cholars，but also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the unfortunate encounters of
Africa and blacks in modern histor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African religion． After breaking free
from the shackles of colonialism，the academic circumstances of traditional African religion took a turn for the
better． As a logical extension of political“decolonization”，the“rectification”of traditional African religion
has become an integral part of the“decolonization”movement of African culture． The joining of African schol-
ars not only broke the monopoly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cholars on traditional African religious studies，
but also gradually won the right to speak in academic debates by virtue of their unique advantages in language，
customs，and cultural background．

Key words: Africa; traditional religion; academic circumstances; academic controvers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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