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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对于一个民族而言,人们往往把该民族的文化和宗教区别对待.宗教仅仅被视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宗

教就不是区别民族的最核心因素.然而,犹太文化和犹太教之间并不存在这样的区别.对于犹太民族而言,起码是在

现代到来之前,是文化的就是宗教的.正因如此,犹太教被视为是一种民族宗教,是犹太民族的宗教.所有信仰犹太教

的人也就自然被视为犹太人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现象? 为什么犹太民族与宗教不可分? 本文认为是犹太文化与犹

太教的同一性所致,是犹太文化与犹太教之间存在一种托体同根的关系所致,更是犹太民族的诞生和犹太教的开端是

共时的、同步的、不可分割的特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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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宗教史上,犹太人的宗教(Jewishreligion)无疑是一种独特而有影响的宗教.作为当今世

界最古老的宗教之一,犹太人的宗教起源于人类文明的古典发源地之一的西亚地区(或者今日学术界

所说的中东/近东地区).尽管在上古时期的西亚地区,犹太人的宗教的出现已属晚期,比其“历史”悠
久的宗教比比皆是,无论是迄今依然矗立在尼罗河畔的埃及古老神殿,还是在两河流域留存的众多神

庙遗址和不断出土的各种神像,都在诉说着它们曾经有过的辉煌存在和悠久历史.然而,犹太人的宗

教却是那一地区出现在上古时期诸多宗教中唯一历经沧桑巨变延续至今、并依然保持着旺盛生命力

“活着的”(living)宗教.
无庸讳言,犹太人的宗教的出现与两河流域传统宗教思想有着直接的联系,是在两河流域传统宗

教思想直接影响下出现的.宗教作为当时两河流域人们生活核心的事实直接影响到犹太人的宗教日

后在犹太人生活中的地位.不过话说回来,犹太人的宗教更值得关注的特征是它的创新之处.换言

之,如其说犹太教〔１〕的出现是对两河流域传统宗教思想的继承,不如说是在宗教思想上的创新.伴

随犹太教出现的“独一神”思想在两河流域传统宗教思想中是未曾有过的新思想,是独一无二的,被后

来的宗教学家看成是人类宗教史上迈出的“革命性”一步.
在盛行多神崇拜的上古社会,独一神论的提出实在是一种创新,可以说标志着人认识上的一种跃

进.从犹太教演绎出的“伦理一神教”思想则籍助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其

重要的影响,成为规范人们行为道德的一种普遍准则.在这里我们不妨可以借用以色列驻华大使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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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为了叙述上的方便,从现在起采用“犹太教”的表达,指称犹太人的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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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中国人解释何为犹太教时印制的小册子中对犹太教的简明作为犹太教的定义作为说明.该小册

子是出自以色列犹太教专家之手,他们试图用简洁、最直截了当词语对何为犹太教作一解释.小册子

中是这样说的:“犹太教是犹太民族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２〕从中,我们不难看出,从本质上说,犹
太教的独特之处不仅仅在于其提出的“独一神”思想,而更在于它对犹太人生活方方面面的规范和犹

太人生活之道(即犹太律法)的确定.正因如此,当犹太教的独一神思想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接受和

继承后,犹太教仍保持着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同的自身特色.可是,由于犹太教自产生以来主要是

在犹太人中流传,再加上长期以来非犹太人社会对犹太人的偏见和对犹太教的歧视,使得人们对于犹

太教的真正含义缺少应有的把握.而国际学术界囿于基督教神学观的长期影响,将通常将“宗教”只
定义为一种信仰体系,把“信”当成是界定宗教的信仰标准,对不以“信”为主体的犹太教的论述自然很

难得“要领”.
尽管,今天世界范围的人们将犹太人的宗教,或信仰体系统称之为“犹太教”,可是在犹太人的母

语———希伯来语中却没有“宗教”一词.在犹太人看来,我们称之为“犹太教”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种生

活之道———由一系列专门规范犹太人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的律法构成的道而已.英语中最常用的、
表达犹太人宗教信仰的词是“Judaism”,其在希伯来语中的基本含义拟为“犹太人的一切”,既指代信

仰和教义,更指代犹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如此,对于犹太教信徒来说,做一名真正意义上的信

徒,最重要的不是他们“信”什么,而是他们“做”什么(如何行),特别是日常生活中以什么准则规范自

身和每日的生活.由此可见,犹太信仰的内涵远不止是宗教的含义,反映的是一种民族意识,也就是

由历史、语言、文学、国家、文化及共同命运所维系的民族感,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文化和文明.犹太教

代表着一个拥有共同身份、共同归属感、共同根源与血统、共同使命民族的文化和文明的全部.正因

如此,很多犹太人都认为,犹太教中的种种具体的律法、制度、组织、礼拜、礼仪、祷告、研习、捐赠、饮食

法、习俗等远比抽象的宗教信仰和神学思辨更为重要,也更接近犹太教的本质.
犹太教的这一特征使得非犹太人对犹太宗教产生过一系列误解,难怪连１８世纪欧洲最伟大的哲

学家康德也认为“犹太教其实不是真正的宗教”,因为根据他的理解,“真正的宗教是建立在纯粹的道

德信仰之上的.”〔３〕

对于这样一种宗教的评介如果仍停留在对信仰体系的抽象论述上,一定会使读者不得要领,甚至

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因此,最佳领会犹太教本质和避免误解的方法是按犹太人对犹太教的观念去

理解.
至此,读者的头脑里很可能已经有了这样一种疑惑:如此看来,这里讨论的“犹太教”不就等同“犹

太文化”吗? 不就是一种一般意义上的“犹太文明”吗?
的确如此.这是犹太教独特性之使然.例如,现代犹太思想家、犹太教重建主义的创始人开普兰

在撰写论述犹太教的专著时干脆就使用“犹太教:一种文明”作为书名.〔４〕 而犹太教改革派的学者撒

母耳科亨把自己论述犹太教的书名也直截了地使用了“犹太教———一种生活之道”〔５〕.
任何对犹太教和犹太文化有深入一点了解的人都会察觉到犹太教和犹太文化是托体同根,是一

体的和不可分的.而这种一体和不可分性使得犹太人的一切均具有了宗教性,与宗教结合在一起.
如果以犹太人的节日为例,对于犹太人而言,所有的节日不仅是文化意义上的节日,更是宗教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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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教»Youtaijiao [Judaism],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印制的小册子,第２页.

AlfredD．LOW,JewsintheEyesoftheGermans,９３.
摩迪凯  开 普 兰 ModikaiKAIPULAN [MordecaiM．Kaplan]:«犹 太 教:一 种 文 明»Youtaijiao:Yizhong wenming

[Judaism:AKindofCivilization],济南Jinan:山东大学出版社 Shandongdaxuechubanshe[Shandong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２年.
撒母耳科亨 SamuerKEHENG [SamuelCohen]:«犹太教———一种生活之道»Youtaijiao:Yizhongshenghuozhidao

[Judaism:AKindofLifeWays],成都 Chengdu:四川人民出版社 Sichuanrenminchubanshe[SichuanPeoplesPress],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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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节日.在犹太人眼里,宗教与文化同根同源,是宗教的也就是文化的.
事实上,不仅犹太教与犹太文化同一来源,而且犹太文明的其他方面,无论是犹太历史、犹太社

会、犹太哲学都可以归于同一个来源.把握犹太教的这一独特性对于我们理解犹太人和了解犹

太文化均十分重要.
而造成犹太教这一独特性的根本原因是犹太民族的独特起源,或者说是犹太人对自身起源的独

特认知所致.因此,这里有必要首先简略交待一下犹太民族的起源.
从民族起源一般意义上来说,犹太民族显然是两河流域古代诸民族中的一员,被犹太人称之为族

长的亚伯拉罕就出生在两河流域古代文明中心地带的一个名为吾珥(Ur)的苏美尔城市.“他们

出了迦勒底人的吾珥”(«创世记»第１１章３１节)记录着犹太民族早期历史的«圣经»对犹太人的出处

如是说.从种族起源上看,犹太民族是与建立起古巴比伦王国的阿摩利人同一来源,是闪族(亦称闪

米特人)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闪族语系人群的一支.
史料表明,与其他曾经在这一地区生活过的许多民族相比,犹太民族的出现显然相对较晚(约在

两河流域文明出现后的１５００年).在他们进入历史之前,由诸如苏美尔人、阿卡德人和阿摩利人(亦
称古巴比伦人)创造的文明早已发展到了辉煌.根据有关史料推算,犹太人进入历史的年代当在汉谟

拉比时代,正值古巴比伦王国的“黄金时期”.出现在这样一个高度发展的文明地区和氛围中,犹太民

族显然受益非浅.犹太文明一开始就具有的高度文化性的特征很可能与此有着直接的联系.
不过,由于史料的匮缺,犹太人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古老民族一样,其早期的历史是朦胧不清的,传

说便成了构建这一时期历史的主要来源.读者完全不用因此而感到颓丧,用传说来构建一个具有悠

久传统民族的早期历史十分平常.譬如,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早期历史,无论是涉及三皇五帝,还是涉

及尧舜均属于传说部分.
然而,与其他民族不同的是,犹太人对本民族在历史上出现的认知十分独特.据犹太人的传说,

犹太民族的开端被追溯到一个名叫亚伯拉罕〔６〕的人身上,并把他作为犹太民族的“始祖”看待.因

此,我们可以说犹太人的历史正是通过这个名叫亚伯拉罕的人的介入才正式步入人类历史的舞台.
亚伯拉罕是何人? 何以能够成为一个民族的始祖? 根据«圣经»记载的“族谱”,亚伯拉罕是从大

洪水事件幸存下来的挪亚三个儿子之一“闪”的后代,祖籍所在地是两河流域中心地带的一个名为“吾
珥”的城邦.显然他是生于斯长于斯.尽管«圣经»没有提供更多有关亚伯拉罕在吾珥时的具体生活

信息,但犹太传说却有一些详细的交待.〔７〕 了解这一传说无疑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犹太人与犹太教之

间不可分的关系.
传说是这样叙述的:亚伯拉罕在成长过程中受到两河流域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宗教的熏陶,承认神

的存在,但他不能认同当地流行的多神信仰和偶像崇拜,因为他在观察和思考过程中察觉到无论是天

上的太阳、月亮,还是地上的其他自然物体都不可能是神,因为它们作用十分有限.人们崇拜用石头

或者陶土做成的神像在他看来更是无稽之谈,因为这些神像是“有口不会说话,有眼却什么看不见,有
耳什么也听不见,有脚不会走路”.在他的想象中,真正的神必须是无所不在、无处不在、无所不知、无
所不能,一定不受任何物质形式、存在形式、和表现形式的约束,是造物主,创造并主宰世界上的一切.
因此,“神”只能是无形的、不可见、不可摸、无法描述的.而且这样的神只能是一个,并非多个.亚伯

拉罕对当时人们习以为常的神的这一不同寻常思考使他成为第一个意识到独一神———上帝存在的

人.这使得亚伯拉罕不同于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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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叫“亚伯兰 Abram”,后更名为“亚伯拉罕 Abraham”[在希伯来语中有“多国之父”的含义].
犹太传说有众多来源和不同版本,较有影响的是LouisGINSBERGg撰写的«圣经传说»Shengjingchuanshuo [Legendsof

theBible],TheJewishPublicationSocietyofAmerica,１９５６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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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伯拉罕不仅是这样思考的,而且还表现在行动上.相传,一日,亚伯拉罕的父亲外出有事,让亚

伯拉罕在自己开设的神像店站店,照看生意.就在亚伯拉罕站店的当儿,一位老妇人进来买神像.她

一边挑选,一边嘴里嘟嘟嚷嚷,说什么上次请的神像不管用,这回要挑个管用的.亚伯拉罕一问才明

白:原来这位老妇人先前曾经来买过一尊神像,可是日前在她洗澡时,一个小偷进屋偷东西,离开时顺

便将老妇人家里供奉的神像也给偷了.听到这里,亚伯拉罕十分气愤,进而想到,如果神像连自己都

保不住,被一个小偷轻而易举地就偷走,如何能够保佑人? 这样的神像还有何用? 他开始感到父亲卖

神像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骗人的勾当,认为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于是,他抄起一根棍棒,将店里的

神像统统砸烂.随后,亚伯拉罕还用一根绳索将一尊腿被打断的神像拖上街,用“游街示众”的方式告

诉人们神像不过是一个废物,偶像不值得崇拜.亚伯拉罕的这一举动表明:这时的亚伯拉罕已经不再

是原先的亚伯拉罕了,而是一个决心与两河流域传统,特别是信仰多神、进行偶像崇拜的传统,决裂的

新人.亚 伯 拉 罕 在 宗 教 问 题 上 的 这 一 系 列 思 考 和 做 法 使 得 他 最 终 成 为 了 只 信 仰 “独 一 神”
(monotheism)的犹太民族的始祖.〔８〕

在亚伯拉罕意识到作为独一神的上帝存在后,上帝开始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他晓谕: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

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物都要

因你得福.(«创世记»第１２章１Ｇ３节)

这几行出现在«圣经»文本中简短的文字被认为开启了犹太人的历史.
因此,严格地说,亚伯拉罕是在遵循上帝的旨意,离开了原居住地后,是在离开了信仰多神的族群

后,才有了“犹太人”的身份.虽然人们也了解亚伯拉罕的先人以及所属的群体,然而,在犹太人看来,
那些人却并不属于犹太民族之列.很显然,亚伯拉罕之所以成为(或者说被后人认定是)一个民族的

始祖,完全是由于他思想的变化和他所采取的颇为奇特的迁徙行动.以这一方法叙史,特别是把一个

民族的开端与一个人的思想变化联系在一起,在我们所了解的上古人类历史上不仅是第一次,而且很

可能是仅有的一次.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开端之说有可能是在预示犹太教和犹太文化对人和人的价

值的独特认知作用的同时,还表明犹太民族从一开始就有一点“与众不同”.
有论者云:通过对一神信仰的全盘接受,一个民族被安排走上了一条将他们与周边其他民族分离

的道路,演绎了一个将永远地对众多的人和民族产生影响的历史.〔９〕

据犹太人自己保存下来的传说记载,亚伯拉罕是在在公元前１８００年前后,带着自己的家人和财

产,离开祖辈生活的两河流域,前往被视为“应许之地”(ThePromisedLand)〔１０〕的古迦南地,即犹太人

所说的“以色列地”,或今日人们所通称的巴勒斯坦地区〔１１〕.迁徙到迦南地的犹太人从当地人那里获

得了一个新的称谓———“希伯来人”.这是最早用来称呼犹太人的一个专门称谓.该称谓中的“希伯

来”(它的英文拼写为 Hebrew,一般认为该词汇来源于“Habiru”〔１２〕)一词的含义为“自河(指幼发拉底

河和底格里斯河)那边过来的人”,形象地说明了他们的籍贯来历.不管怎么说,在这块新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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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见LouisGINSBERG «圣经传说»ShengjingchuanshuoTheLegendsintheBible的第５章,第８８Ｇ９９页.
杰克罗森JiekeLUOSEN[JackRosen]:«犹太成功的秘密»Youtaichenggongdemimi[TheSecretofJewishSuccess],

徐新 XUXin等译,南京出版社 Nanjingchubanshe[NanjingPress],２００８年,第１０页.
“应许之地”最早是一神学用语,特指上帝允诺给予犹太民族作为家园的土地,即现在人们习惯称为“巴勒斯坦”的地区.现

亦含“希望之邦”之意.
巴勒斯坦Balesitan称谓最早由希腊罗马人使用,犹太民族传统上称之为“以色列地”(EretzYisrael).
有“渡河者”含义,亦译哈卑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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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这一新的称谓,一个新的、独特的民族也就出现在了人类历史的舞台上了.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该地区的民族迁徙史,人们便会不难发现,在上古时代,迁徙是生活在这一地

区(特别是对于其中的游牧民族而言)十分常见的生活方式.“逐水草而居”是对游牧民族生活方式的

形象描述,尽管这类迁徙的半径通常有限,人们通常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来回流动.不过,由于人

口的增长,这里的居民每隔千年左右都要周期性地向外迁移一次.史学家希提对这一迁徙作过一个

十分形象的比喻:“就像一个大蓄水池一样,池里的水太满的时候,难免要溢出池外的.”〔１３〕犹太人很

可能就是两河流域这一大蓄水池中溢出的水的一部分.
不过,亚伯拉罕及其家人的这一迁徙之举唯一令人稍感费解的是,与绝大多数通常是从贫困地向

富庶地迁徙不同,他做出的迁徙举动是从一次被认为是富庶之地向贫困地的迁徙行动.因此,一些犹

太学者对于亚伯拉罕率领家人离开祖辈生活的家园、从相对富庶发达地区的吾珥迁徙到相对贫瘠的

迦南地一事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在他们看来,亚伯拉罕及其家人的迁徙举动绝非是一次普通的迁徙,
他们离开原先家园之举一定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离开有着“背离”、“决裂”的意味,迁徙包含着“追
求”的含义.因此,传统的犹太教认为,做出这一举动的之所以是亚伯拉罕,“不是因为上帝在寻找他,
而是因为他在寻找上帝.他那受到启示的思想在异教信仰中看到的只是黑暗.在他那个时代,偶像

崇拜流行,然而他的理性思考引导他找到了一个给人以启迪的永恒上帝.”〔１４〕亚伯拉罕是遵循上帝的

旨意、在上帝的直接指引下进行这一迁徙的,是为了一种精神上的追求.〔１５〕 犹太史学家埃班据此认

为:[犹太人的这一迁徙]是为了与两河流域盛行的偶像崇拜决裂,追求一种全新的信仰.〔１６〕 犹太学

者罗斯的解释更为理想化.他认为亚伯拉罕“是因为看到了某种更崇高的事物,并希望能够达到一种

更为完美的精神境界才离开他自己的家园的.”〔１７〕尽管这类解释不是建立在史料的基础之上,却倒是

在某种程度上更加真实地反映了犹太人历来把信仰作为生活最高目标的特征,甚至完全可以说,是属

于另一(更高)层次上的“历史真实”.
一般认为民族和宗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分属不同的范畴.虽然这二者间有时存在着某种内在

的联系,但是人们在讨论这两个问题的时候往往会对二者进行了严格的区分,如信仰基督教、佛教等

宗教的人就分属不同的民族.然而,对于犹太人来说,犹太教和犹太人是统一的,犹太人是犹太教物

的外形,犹太教是犹太人的精神内核.〔１８〕 在现代社会到来之前,信仰犹太教是成为犹太人的必然

条件.
从上述传说和«圣经»相关表述我们不难看出犹太教与犹太民族之间不同寻常的关系,两者显然

是无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当代犹太教学者哥尔登伯格说过这样一席话:“犹太教是一种民族宗

教,一种与特别族群或民族认同联系在一起的宗教传统,因此,我们不可能在追寻该宗教历史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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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提Xiti[P．K．HITTI]:«阿拉伯通史»Alabotongshi[HistoryoftheArabs](上册),商务印书馆Shangwuyinshuguan[The
CommercialPress],１９７９年,第１１Ｇ１２页.

杰克罗森JiekeLUOSEN[JackRosen]:«犹太成功的秘密»Youtaichenggongdemimi[TheSecretofJewishSuccess],
徐新 XUXin等译,南京出版社 Nanjingchubanshe[NanjingPress],２００８年,第１０页.

正统犹太教阐述教义的书几乎无一例外这样认为.
阿巴埃班 AbaAiban[AbbaEBAN]:«犹太史»Youtaishi[DiesistmeinVolk:DieGeschichtederJuden],北京 Beijing:中

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Zhongguoshehuikexuechubanshe[ChinaSocialSciencePress],１９８６年,第８页.
罗斯 Luosi[Ross]:«简明犹太民族史»JianmingYoutaiminzushi[AShortHistoryoftheJewishPeople],济南Jinan:山东

大学出版社 Shandongdaxuechubanshe[Shandong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７年,第５页.
徐向群 XUXiangqun:«沙漠中的仙人掌———犹太素描»Shamozhongdexianrenzhang———Youtaisumiao[TheCactusin

theSesert———ASketchofJewish],北京Beijing:新华出版社 Xinhuachubanshe[XinhuaPress],１９９８年,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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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追寻该民族的历史.”〔１９〕我们甚至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断言:犹太民族的诞生和犹太教的开端是共

时的、同步的、不可分割的.犹太教是在亚伯拉罕意识到“独一神”存在时开始形成,而犹太民族也是

在亚伯拉罕意识到“独一神”后走进历史.尽管在最初,犹太教展示的还仅仅是一个胚芽,集中在“一
神信仰”的核心概念———“独一神”上;犹太民族也仅仅是有了一个具体的“始祖”、一个被后来的犹太

人称为“族长”的人,但它们均可以被视为犹太教和犹太民族的“种子”.是种子就会发芽、就会生长.
确实,随后的岁月见证了,这两粒种子同生共长.

犹太教(最初以“独一神”思想为标志)经过千年的演进,从亚伯拉罕的应许,到其后代在西奈山授

约,到在耶路撒冷为上帝建造圣殿,再到«托拉»的编撰、«圣经»的正典,以及«塔木德»的编撰,伴随着

犹太民族的形成,终于发展成为一个有自身体系的成熟宗教,在规范犹太人及其社会、文化、生活的同

时,影响着世界;
犹太人经过千年的整合和发展,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到摩西、约书亚、大卫、所罗门,再

到以斯拉、希勒尔,从迁徙迦南、逃离埃及、征服迦南、建立王国,到巴比伦回归、玛喀比起义、再到哈斯

蒙尼王朝的建立,伴随着犹太教的发展,犹太人终于成为一个极具特色的民族.〔２０〕 他们在保留和弘

扬上古中东地区光辉灿烂文明的同时,以不朽之势固守自己的信仰、发展自身的文化,为世界的进步

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说到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起码在犹太传统看来,在讨论犹太教与犹太民族关系问题时,不存在

“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争论.犹太教与犹太民族完全可以说是同生共长,相互依存,互为因果,谁也

离不开谁.犹太教与犹太人这种独特的关系不仅在古代如此,而且一直延续至今.人们因此作出过

这样看上去有循环往复悖论之嫌的宣称:是犹太教保存了犹太人,是犹太人守住了犹太教.这是犹太

人对自身和信仰的传统看法,也是犹太教解释自身和传承人的传统观点.正如当代著名犹太教研究

学者萨纳(JohnathanSarna)所说:“犹太人作为一个民族不能不与作为一种信仰的犹太教缠绕在一

起.传统上看,犹太教为人所知是作为一个民族教会而存在的”〔２１〕

正因如此,今天所有信仰犹太教的人(包括皈依者)均被视为是犹太人,不论他们看上去是什么肤

色(“白人”、“有色人”、还是“黑人”),不论他们原先来自哪个人群或民族,也不论他们是生活在哪个国

家和地区.所有犹太人的生活方式和模式均由犹太教规范.
如果稍稍比较一下基督教与其信仰者的关系,或者伊斯兰教与其信仰者的关系,犹太教与其信仰

者的关系就显得格外独特了.
众所周知,在基督教社会,基督教并不是界定信仰者的关键,更不是决定信仰者文化的关键.例

如,法兰西民族和德意志民族的分野显然不在宗教信仰方面.尽管他们的信仰都是基督教,法兰西民

族之所以成为法兰西民族是他们拥有的法兰西文化,而德意志民族之所以是德意志民族是他们拥有

的德意志文化.而无论是法兰西文化还是德意志文化均不等同基督教和基督教文化.
在伊斯兰教世界情行也大体如此.伊斯兰教也不是界定民族和信仰者文化的唯一标志,譬如,尽

管伊朗民族今日的信仰是伊斯兰教,伊朗社会仍然有在伊斯兰教兴起前古波斯文化发挥作用和产生

影响,使伊朗人有别于其他信仰伊斯兰教的信仰者.土耳其也是如此,尽管土耳其人的信仰是伊斯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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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daismisanethnicreligion,areligiousheritagetiedtoaspecificethnicornationalidentity,soitwillbeimpossibletotrace
thehistoryofthereligionwithoutalsokeepingtrackofthehistoryofthenation．(RobertGOLDENBERG,TheOriginsofJudaism,

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７,３．)
当代犹太教学者戈尔登伯格 GERDENGBOGE(RobertGoldenberg)在其著作«犹太教渊源»Youtaijiaoyuanyuan [The

OriginsofJudaism],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２００７)表达了近似的观点,认为犹太人成为一个民族经历了近千年的发展,犹太教

作为一种宗教也经历了千年的发展.详见导言说明,第１Ｇ４页.
乔纳森萨纳 QiaonasenSANA[JonathanD．SARNA]:«美国犹太教史»MeiguoYoutaijiaoshi[AmericanJudaism:A

History],胡浩 HU Hao译,郑州 ZHengshou:大象出版社 Daxiangchubanshe[TheElephantPress],２００９年,导言,第 V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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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而且在４００多年的时间里还是以伊斯兰教为主体信仰奥斯曼帝国的大本营和帝国首都所在地,但
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阿拉伯人,仍然保留若干突厥人的特有习俗和传统.在印度尼西亚,尽管印度尼

西亚已经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但印尼人不同于阿拉伯人,除了信仰与阿拉伯民族相同外,他
们还有着与阿拉伯人完全不同的自身文化.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差别,主要因为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对于信仰国家和民族而言都是

外来的,是作为一种信仰在随后的年代被这些民族接受的(不管是通过传教士传教的方式,还是武力

征服胁迫的方式),也就是说,是日后“外加”在这些民族的身上.“外加”在已有的文化之中,尽管有时

也呈现“取代”之势.
而犹太教与犹太民族的关系就不同了,是同生共长的关系.即便是日后的皈依者,皈依犹太教的

人通常被要求按照犹太教的生活方式生活,而基督教、伊斯兰教,或其他宗教并无这样的要求.许多

皈依者通常只需接受信仰,完全可以保持原先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例如,中国的基督徒在宗教信仰方

面是基督教,在文化生活方面却主要是中国的,尽管变化总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说犹太人与犹太教的关系是同生共长,那么,犹太文化与犹太教的关系就是托体同根,甚至

可以说是在犹太教培育下形成的.鉴此,了解犹太教和犹太文化需要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入手,把
握犹太教和犹太文化也需要一种独特的思维.亨廷顿曾睿智地指出:“犹太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

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２２〕

我们理解犹太文化和宗教也应该遵循这样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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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塞缪尔 亨廷顿 SaimiuerHENGTINGDUN[SamuelP．HUNTINGTON]:«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Wenmingde
chongtuyushijiezhixudechongjian[Theclashofcivilizationsandtheremakingofworldorder],新华出版社 Xinhuachubanshe
[XinhuaPress],第３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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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Foranation,thepeopleusuallytreattheirnationscultureandreligionseparately．
Religionisconsideredonlyaspartoftheculture．Thus,religionisnotthemostessential
element,uponwhichanationistobedistinguishedfromanother．But,thereisnosucha
distinctionbetweenJewishcultureandJudaism．ForJewishpeople,atleastbeforethecoming
ofmodernity,culturalisreligious．Justbecauseofthis,Judaism hasbeenconsideredasa
nationalreligion．AllbelieversofJudaism havethusbeenconsideredasJews．Whyhas
occurredsuchaphenomenon? WhycanJewish nation notbeseparatedfrom Judaism
religion? Accordingtothepresentauthor,thisisbecauseoftheidentitybetweenJewish
cultureandJudaism,sincethebodiesofJewishcultureandJudaismaresame,andthebirthof
JewishnationandthebeginningofJudaism weresynchronic,synchronousandcannotbe
separatedfromeach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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