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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变换与权威再造：
苏联解体后中亚东干人精英的社会组织化过程

∗

李如东
内容提要

本文考察不同类型东干人精英在苏联解体后的中亚“ 新语境” 中完成其

身份变换和权威构建的过程。 文章通过实地调查和文献研究指出，苏联解体后商人和宗
教人士成为东干族人数较多的精英群体。 知识分子和公职人员虽仍具有社会影响力，但
人数已经相对较少。 在再造权威的过程中，部分个人和群体借助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完
成身份转换，成功跻身精英行列；而苏联时期位于较高社会层级的群体中则有重组社会资
源并巩固其社会权威者，有凭借个人品行赢得声望者，亦有滑入较低社会层级者。 东干族
精英在权威建构过程中形成了相互依赖与竞争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其社会变迁的基本特
征，它与苏联解体后中亚“ 新语境” 中的政治、经济、宗教、社会和文化等因素的彼此交织
有颇多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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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伊玛佐夫，Имазов Мухаме Хусезович） 一直担心东干学研究做不下去，因为没有年轻

人愿意去工作，工资太低了……” 吉尔吉斯斯坦（ 以下简称“ 吉国” ） 科学院东干学与汉学研究中心
研究者苏菲娅在聊到东干族的“ 科学人” （ 学者） 时这样说道。① 苏菲娅所言不虚。 苏联解体后，吉
国科学与教育工作者的工资收入急剧下降，部分研究者要么转业，要么在从事科研的同时兼职其他
工作；其生活状况与社会地位和苏联时期不可同日而语。 相较于商人、国家公职人员和宗教人士等
经济回报较高或更易获取社会威望的职业，科学研究已不是人们择业的首选。 此种职业选择倾向
在苏联解体后成长起来的中亚年轻人群体中尤为明显。 苏联解体至今，吉国东干学与汉学研究中

心仅吸收了两名年轻研究者（ 除苏菲娅外尚有一位男性） ；而为维持家庭和其他社会事务的支出，
这两位年轻人不得不将更多时间投入到农业生产和商业活动中，科研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副业。

显然，部分科研工作者经济和社会声望的衰减与中亚的政治、社会、经济以及观念变化有关。
苏联解体后，随着中亚地区的民族国家建构、市场经济发展，以及宗教复振等关涉政治、经济与社会
面相之事宜的展开，个人和群体的生活状况、社会身份与权威也随之受到影响。 设若我们对此视而
不见，就很难理解昔日备受尊重的“ 科学人” 在当前中亚社会的境遇。 笔者认为，苏联解体后东干
人精英群体发生了重组，商人和宗教人士成为主要的精英群体；知识分子和公职人员虽仍具有社会
影响力，但人数已经相对较少；部分处于较低社会层级的个人和群体借助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完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少数民族海外华人研究” （ 项目号：１４ＺＤＢ１１４） 、“ ‘ 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民族志研究及数据库

建设” （ 项目号：１７ＺＤＡ１５６） 、国家民委项目“ 苏联解体后中亚东干族民族观的再组织研究” （ 项目号：２０１７－ＧＭＥ－ ０３９） 阶段性成果。 文章
初稿曾蒙尹韬阅读指正，英文摘要写作得到樊静协助，谨此一并致谢。
①

田野日志，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９ 日；出于学术规范以及保护访谈人的考虑，除公众人物与学者之外，文中出现的受访者或信息报道人

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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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身份转换，成功跻身精英行列；部分在苏联时期处于较高社会层级的东干人中，有的通过重组
社会与文化资源巩固其权威，有的则依靠个人的品行或学识赢得人们的尊重，但也有一部分在社会
重组过程中滑落到较低的社会阶层。 东干精英权威的社会组织化过程正是在不同群体的相互合作
与竞争的关系中展开和完成的。 这种“ 合作 －竞争” 关系是东干人各精英群体权威组织过程的基本
特征；这一特征的形成和苏联解体后中亚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转型及其彼此之间交错复杂的
关系密不可分。

一、研究问题与方法
本文的研究问题是苏联解体后中亚东干人精英身份的变化及其权威再造的社会组织化过程。

东干人的主体是 １８７７ 年到 １８８４ 年间因西北“ 回民起义” 和中俄划定伊犁边界（ 《 中俄伊犁条约》 ）

迁往中亚的陕甘回民之后裔。 此外，受 １９６２ 年“ 伊塔事件” 影响而迁往中亚的部分新疆籍回民及
其后代迁居中亚后也被登记为东干人，并成为其时苏联集体农庄的劳动者。 东干人主要居住在中
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交界的楚河流域以及乌兹别克的塔什干等地区，人口大约为 １３． ２

万。① 从定居中亚至今，东干人已在中亚生活和发展了 １４０ 年。 苏联解体后，随着中亚各国以“ 主
体民族” 为担纲的民族国家建设逐渐加深，东干人的政治参与和民族文化发展呈现出“ 边缘化” 趋
势。 与此同时，绝大多数东干人借助中国与中亚的商贸和文化网络增加了与祖籍地的互动频度。
这些新变化在本文讨论的东干人精英社会转变诸面相中都有所呈现。
本文所涉及的东干精英群体主要有知识分子、宗教人士、政府公职人员和商人等，笔者将这些
东干人精英分为知识精英、宗教精英、官僚精英和商业精英来讨论。 此分类既参考了东干人对其内
部不同群体的表述，也参考了苏联解体后精英变化的一般社会学语境。 在具体社会生活中，东干人
将商业精英表述为“ 巴依人” 、“ 有钱汉” 等，将宗教精英称之为“ 教门人” 、阿訇、伊玛目等，将知识
精英表述为“ 科学人” 或“ 写家” （ 即作家） 等，将官僚精英称为“ 做官活的” （ 东干人将官僚体系中的

工作称为“ 官活” ） 或“ 官家人” 等。 而在社会学语境层面，前述各群体乃是苏联解体后中亚社会转
型过程中较为常见的精英类型。 需说明的是，苏联解体后多数东干人知识精英转入其他行业，持续
从事科研工作者多为吉国“ 东干学与汉学研究中心” 的学者，故本文所论知识精英以该群体为主
体，但同时也兼顾其他知识群体（ 如教师） 。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以“ 实地调查” 为主，文献研究为辅。 文章所用的材料主要来源于笔者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至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在吉国阿列克桑德洛夫卡乡（ Село Александровка，也译亚历山大乡） 、托克
马克市（ город Токмок） 、比什凯克市（ город Бишкек） 、奥什市卡拉苏（ Кара⁃Суу） 等地区的实地调
查，以及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中下旬在哈萨克斯坦（ 以下简称“ 哈国” ） 马三青乡（ Село Масанчин） 、阿拉木
图（ Алматы） 等东干人群体中的田野访谈资料。 笔者将在这些田野调查点获取的资料基础上结合
相关文献，讨论东干人不同类型的精英在因应中亚“ 新语境” 过程中的身份变换和权威构建。

二、相关研究与概念界定
苏联解体后，来自汉语和英语世界的学者越来越多地参与到东干人研究的队伍中，这改变了此
①

据 ２００９ 年吉尔吉斯斯坦人口普查数据和 ２０１４ 年哈萨克斯坦人口数据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东干文化研究中心提供的该国东干人

口数据等资料综合计算而得。 资料来源：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Ｋｙｒｇｙｚ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 Ｍａｉｎ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Ｕｎｉｔｓ” ， Ｂｉｓｈｋｅｋ， ２００９， ｐ．５２；“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 ｏｆ 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 ２０１６．２．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ｅｎ． 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 ｏｒｇ ／ ｗｉｋｉ ／
Ｄｅｍ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ｓ＿ｏｆ＿Ｋａｚａｋｈｓｔ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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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东干研究俄语世界一枝独秀的局面。① 从研究议题上看，多数中国学者将研究集中于东干人的
语言、历史、文化和文学等方面，②这些研究逐步奠定了中国“ 东干学” 的格局。③ 此外，尚有部分学
者（ 尤其是民族学者） 将东干人的民族认同作为核心议题，④ 并和国外人类学者的相关研究进行对
话。⑤ 这些出自不同学科和学术（ 国别） 传统的研究为我们从整体上认识东干人的语言、历史与文
化等提供了基础，但多数学者的研究未涉及苏联解体后东干精英群体的社会变迁。
事实上，部分学者在研究苏联解体后的中亚社会时已从不同角度对精英群体进行过考察。 在
梁·鲍林琼斯（ Ｐａｕｌｉｎｅ Ｊｏｎｅｓ Ｌｕｏｎｇ） 所编的一本著作中，个别作者从国家 － 社会（ ｓｔａｔｅ⁃ｓｏｃｉｅｔｙ） 关系

视角对中亚各层面的精英在世俗主义价值观影响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展开的互动进行了研究。⑥

２００７ 年，托马索·特维萨尼（ Ｔｏｍｍａｓｏ Ｔｒｅｖｉｓａｎｉ） 反思了既往学界对苏联解体后乌兹别克斯坦社会
所采取的静态分析模式（ 这种研究常将人的活动置于部族与其他庇护关系中去讨论） ，并以社会动

力学（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ｙｎａｍｉｃ） 研究路径考察了集体农庄废除后乌兹别克斯坦农村精英在棉花生产和销售过
程中彼此竞争的面向；⑦２０１３ 年，劳伦斯·马科维茨（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Ｐ． Ｍａｒｋｏｗｉｔｚ） 以乌兹别克斯坦和塔
吉克斯坦为中心展开比较研究，重点考察了经济、权力和精英活动彼此交织的关系对中亚国家资源
开发、保护和管理（ 尤其是不动产） 的影响。⑧ 这些研究虽然凸显了精英群体在苏联解体后的中亚
社会和经济变迁中扮演的角色，但均有意无意忽略了精英身份和权威再造的社会组织化过程。 本
文对苏联解体后东干人社会精英群体的变化及其社会权威的组织过程的考察将对中亚精英研究以
及东干人研究中对“ 人的忽视” 这一缺憾做些许补充。
在展开进一步论述之前，有必要说明本文使用的几个概念。 首先需说明的是两个描述性概念

“ 身份变换” 与“ 权威再造” 。 前者主要描述个人或群体社会身份的变迁和转换过程，用以表明其身

份变迁的社会延续或断裂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层级变换；后者则用于描述个人或群体利用政治和
社会文化资源巩固、提升或获取权威的过程，以及此过程中的竞争状态。 最后需说明本文的分析性
概念“ 社会组织化过程” 。 该概念受启于罗伯特·雷德菲尔德（ Ｒｏｂｅｒｔ Ｒｅｄｆｉｅｌｄ） 讨论文明互动时所
使用的“ 传统的社会组织化” （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 雷德菲尔德用其来描述“ 大传统” 与
“ 小传统” 的互动，⑨意在呈现文明互动的社会过程性。 笔者将借用此概念作为东干人“ 身份转换”

和“ 权威再造” 的过程性分析概念。 此外，文中将根据具体语境使用东干人与东干族，无论在何种
语境下，其所指皆为同一群体。

①

俄语世界的东干人研究主要出自苏联时期研究者之手；初期阶段，其研究议题主要集中于东干人的族源、文学、语言和习俗等方

面；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后，该群体的东干人研究逐渐从汉学、东方学传统转向民族学与民俗学。 参见苏三洛著，郭兆林译：《 苏联东干学现
状》 ，载《 回族研究》 ，１９９１ 年第 ３ 期，第 ５４—５７ 页；丁宏：《 东干学与东干学研究》 ，载《 回族研究》 ，１９９８ 年第 ２ 期。
②

海峰：《 中亚东干语言研究》 ，新疆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林涛：《 中亚回族陕西话研究》 ，宁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王国杰：《 东干

族形成发展史———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研究》 ，陕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丁宏：《 东干文化研究》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常文昌主
编：《 世界华语文学的“ 新大陆” ———东干文学论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
③
④

这种研究格局在胡振华编著的《中亚东干学》中有明显体现。 参见胡振华主编：《中亚东干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

如杨文炯：《 跨国民族的族群认同———“ 东干” 与回族：族源、族称与族群认同的人类学讨论》 ，载《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 ，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丁明俊：《 中亚东干人文化变迁与民族认同》 ，载《 回族研究》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期；李如东：《 地域观念与民族认同：以中亚回族（ 东
干人） 为中心的考察》 ，载《 西北民族研究》 ，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⑤
⑥

有关英语世界东干人研究的相关著述，可参见李如东：《 英语世界的东干人实地研究述评》 ，载《 回族研究》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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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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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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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ｗｒｅｎｃｅ Ｐ． Ｍａｒｋｏｗｉｔｚ， Ｓｔａｔｅ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Ｕｎｌｏｏｔａｂｌ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Ｕｎｒｕｌｙ Ｅｌｉｔｅｓ ｉｎ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ＮＹ， 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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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干精英群体之变换
２００５ 年，由吉国科学院通讯院士伊玛佐夫先生所编的《 东干族百科全书》 出版。 该书人物部分

按照“ 科学与教育人物” 、“ 文学与艺术人物” 、“ 公共与国家人物” 、“ 军事人物” 、“ 生产工人与服务
业人物” 、“ 医生” 、“ 宗教人士” 和“ 运动员” 将东干人中涌现出来的精英进行分类介绍。① 这份精英
名录有几点值得注意的地方。 首先，排在名单前列者是从事科学、教育与文艺工作的知识分子和国
家公职人员，而位于名录后三位的则是医生、宗教人士和运动员。 其次，在这份名录中，人数较多的
是“ 科学与教育人物” （９６ 人） 、“ 军事人物” （５５ 人） 、“ 生产工人与服务业人物” （ ４５ 人） ，人数较少
的则是“ 医生” （９ 人） 、“ 宗教人士” （３ 人） 和“ 运动员” （１７ 人） 。 再次，被选录者绝大多数在苏联时
期获得其荣誉。 最后（ 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东干族精英的分类以苏联时期的阶级划分互为
表里，它意味着编者在进行精英分类时受到阶级观念的影响。 显然，这份名录虽然出版于苏联解体
后的第 １３ 个年头（２００５ 年） ，但编者对东干人的精英分类仍有明显的苏联印记，它很大程度上反映
了苏联时期阶级归属与精英类别之间的关系。 然而，随着苏联解体后中亚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
各方面的变化，东干人的社会精英群体的状况已不能和苏联时期同日而语，商业和宗教精英的大量
涌现以及知识和官僚精英相对减少才是其现状。
（ 一） 商业精英
苏联解体后，中亚经济转型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越来越多的人主动或被动投入到商

业活动（ 尤其是跨境贸易） 中。 东干人也不例外。 据 ２００９ 年的一份研究报告对哈萨克斯坦东干协
会驻西安代表的访谈，其时大约有百分之三十的东干人在中亚与中国之间从事边境贸易。② 虽然
该数据非严格统计所得，但它仍足以说明苏联解体后东干人从事商业者日渐增多的趋势。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１ 日，哈国东干协会原会长安胡塞在接受我们访谈时也说道：③

现在大量东干人的收入是靠边贸……光阿拉木图市场里，做生意的东干人就有一万
多人。 包括新 渠， 包 括 营 盘， 每 个 家 庭 （ 家 族） 都 有 一 个 人 在 这 阿 拉 木 图 巴 拉 赫 尔 卡
（ Барахолка） （ 市场） 做生意……以前我们做生意，都是一个家族一块做生意，之后把钱挣
上了，我们就再投资一些钱建工厂。

可以看到，苏联解体后，大量东干人从其他职业转入商贸行业。 在此过程中，不少商业精英从
商人群体中涌现出来。
在城市，不少东干族的工人、学者乃至公职人员放弃此前职业，转而从事跨国贸易。 早在苏联

解体初期（１９９６ 年） ，丁宏在中亚东干人群体中做实地调查时就发现：④

城市中更多的东干人已经放弃了“ 铁饭碗” ，专门从事商业活动。 他们利用自己的语

言优势，在与中国市场的贸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许多东干人频繁地往返于中国与
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之间，把中国的商品运来后，成批在本国销售，或转运到俄罗斯及其
他独联体国家销售。 一些东干人由于起步较早，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资金，其贸易活动范
围也越来越大，常年往返于中亚与中国、印度、土耳其、俄罗斯及欧洲各国之间，有人甚至
①
②

М．Х．Имазов （ Главный редактор） ，《 Дунган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Бишкек， Илим．， ２００５， ｐｐ．２６７－３５６．

Ｍａｒｌèｎｅ Ｌａｒｕｅｌｌｅ ａｎｄ Ｓéｂａｓｔｉｅｎ Ｐｅｙｒｏｕｓｅ， “ 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 Ｍｉｎｏｒｉｔｉｅｓ ａ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Ｍｅｄｉａｔｏｒ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Ｅｕｒａｓｉａ Ｆｏｒｕｍ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ｖｏｌ．７， ｎｏ．１， ２００９， ｐ．１０６．
③
④

安胡塞访谈，阿拉木图安胡塞办公室，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１ 日。 访谈人：丁宏、李如东、玛依努、巴里根。
丁宏：《 东干文化研究》 ，第 １２５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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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租飞机运货。
时至今日，城市中不少“ 转业商人” 已成为大商人，他们中的部分甚至开始将其资本转移投资
到工厂、物流、旅游和服务等围绕边贸展开的其他行业。
从其他职业变换为商人者并非仅有城市东干人，农村亦然。 因绝大多数东干人以农业为主要
生计，故由农转商者也就成为东干商人的多数。 值得注意的是，农村东干人在转入商业的同时多继
续从事农业，“ 弃农从商” 者并不多见。 此外，由于相当部分农村商人以农产品买卖为主，因此其商
贸活动受自然条件影响的风险较大；这进而影响了他们的资本累积和转移投资等后续商业活动。
凡此种种，均使多数“ 由农入商” 的东干人身份变换显得不够彻底，尤其是在相较城市商人和“ 弃农
从商” 者而言时更是如此。
这也意味着虽然东干人中从事商业者人数众多，但他们并非都能跻身商业精英行列。 一般而
言，只有那些深谙经商之道，在商业活动中积累大量财富，并将其财富优势转化为社会影响力者才
可能被认为是商业精英。 故此，那些放弃其他职业，专职从商的“ 城市商人” 和“ 弃农从商” 的农村
商人往往更有机会成为商业精英。 因为身份转换越是彻底，其职业性特征越是明显，商业意识也就
更为敏锐，这使他们无论在资本累积或转移投资等方面通常能快人一步。
（ 二） 宗教精英
迁居中亚初期，宗教上层人士在东干人群体中曾享有较高威望，但苏联时期施行限制宗教的政
策，东干人的宗教活动逐步转入地下；宗教从业者人数随之减少，影响力也相对有限。 苏联解体前
后，随着宗教政策的改善，伊斯兰教的实践在中亚地区逐步公开化，宗教人士的重要性随之凸显出
来。 苏联解体初期，东干人中宗教人士较为紧缺。 在此背景下，陕西籍东干人曾组织教民到祖籍地
陕西搬请阿訇，并最终于甘肃平凉请到一位“ 老教” （ 格底目派） 阿訇到托克马克（ Токмок） 一带的

东干村庄主持宗教事务和培养宗教人士。 时至今日，该阿訇已为陕西籍东干人培养出二十多位阿
訇。 这些阿訇多在哈国和吉国东干村落的清真寺主持宗教事务，从事伊斯兰教学。①
差不多同时，甘肃籍东干人则选择派送有志于从事宗教工作的年轻人到中亚和埃及等地伊斯兰
学校学习宗教知识。 据吉国阿列克桑德洛夫卡乡甘肃籍东干人所提供的信息，苏联解体初期，少许从
沙特阿拉伯学经归来的瓦哈比派伊玛目因会说阿拉伯语，吸引了部分教众；这引起了东干人长者的不
安，经集体商议，遂决定派年轻人去国外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经典知识与教义教法；该村大寺 Ｗ·
阿訇及几位宗教人士正是在此背景下被选送到中亚布哈拉、埃及和中东等地伊斯兰学院（或大学） 学
习的。② 与此类似，哈国亚曼派（ 新教） 东干人也选派部分年轻人到中亚、埃及和中东等地学习宗教
知识。③ 这些学成归来的阿訇如今都在相应的东干村落主持宗教事务并从事伊斯兰教的教学工作。
不难看出，除从中国请来的阿訇外，苏联解体后东干人群体中涌现出来的第一批宗教人士多是
具有世俗教育基础者在完成规范的伊斯兰教育后成为宗教从业者的。 在成为宗教人士之前，他们
要么是大学毕业生，要么是退伍军人（ 如阿列克桑德洛夫卡的 Ｗ·阿訇） ，要么是农民。 虽然 ２００５

年出版的《 东干百科全书》 仅仅收录了三位宗教人士，但时至今日，东干人中的宗教人士数量较之
苏联解体初已不可同日而语。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 ２００４ 年，仅吉国东干人聚居点就有清真寺 ３５

座，哈国东干人聚居点的清真寺为 ３８ 座。④ 另据笔者田野调查所获信息，当前整个吉国东干人中
①

据笔者田野日志，尤其是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６ 日田野日志。

③

丁宏：《 东干文化研究》 ，第 ２２５ 页

②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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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阿訇访谈，阿列克桑德洛夫卡某清真寺，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０ 日。 访谈人：李如东。
尤素福·刘宝军：《 悲越天山———东干人记事》 ，宁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第 １４５—１４７ 页。

身份变换与权威再造：苏联解体后中亚东干人精英的社会组织化过程

在任和退任阿訇大约有 １００ 多人，其中仅阿列克桑德洛夫卡村就有阿訇 ２０ 人。① 有意思的是，这些
宗教从业者几乎没有一位出自苏联时期的科学、教育和文艺工作者群体。
（ 三） 知识精英

苏联时期，东干人精英大部分由知识分子（ 学者、文学家和教育工作者等） 组成。 王国杰的研
究资料显示，截至 １９７６ 年，其时总人口 ４ 万余人的东干族中拥有副博士学位（ 教育部认定为博士学
位，其学制介于硕士与博士研究生之间） 者 ４０ 人，博士学位者 ４ 人，“ 这种比例（ １ 万名东干人中 １
名博士，１０００ 名东干人中 １ 位副博士） 在全苏 １２０ 多个民族中位居第一位” 。② 这些知识精英创制
东干文字、东干文报纸、广播电台，编著大量东干语教材，并以本民族历史文化及其他素材写作学术
与文学作品；在他们的努力下，东干人的民族文化和民族主体性得到发展与提升。 与此同时，国家
也给予知识分子较高待遇。 据伊玛佐夫提供的信息，苏联时期政府给每位教授提供的科研与生活
待遇相对丰厚，除为他们在城市里提供一套公寓外，还在郊区给其建造一栋别墅。 此外，知识分子
在社会上也有较高影响力。
时过境迁，随着中亚各国民族政策的调整以及经济和社会领域的新变化，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
与社会地位都明显下降。 部分东干族知识工作者转而从事其他更有“ 钱途” 的职业。 随着老一代
知识分子逐渐退休或老去，而年轻人又多选择从事商业或其他更有经济回报的职业，东干族知识分
子的总数逐渐下降，甚至出现了文章伊始处描述之青黄不接的困境。 尽管如此，不少东干智识工作
者仍在坚守其职业，其中吉国科学院的学者最为典范。 在吉国科学院东干学与汉学研究中心的九
位东干研究者中，有七位从苏联时期工作至今。 此外，在教育领域，虽然多数男性教师迫于生计转
而从事其他职业，但坚守者也不乏其人。 事实上，因教育行业受人尊重，也不乏年轻人完成学业之

后选择教育工作的情况；但需补充的是，这些年轻人多以女性为主，因为在“ 重商主义” 的影响下，
多数男性青年还是更愿意选择有“ 钱途” 的职业。
（ 四） 官僚精英及其他
苏联时期，不少东干人曾在集体农庄和国家权力机构担任领导者。 时至今日，仍有部分村落、
街道或学校以担任过集体农庄领导的东干人名字命名。③ 苏联解体后，由于新独立的国家实行国
语政策，且法律明文规定公职人员须能使用“ 主体民族” 的语言（ 吉尔吉斯语或哈萨克语等） 开展工
作。 这使很多不会或不能熟练使用“ 主体民族” 语言的东干人对“ 官活” 望而却步。 整个东干群体
对“ 官活” 的参与度较之此前明显降低。
和知识精英的境况相似，在公职系统中较有影响力的东干人多延续其在苏联时期的职业。 虽
然也有部分熟悉“ 主体民族” 语言的年轻人进入官僚机构，但他们多位于官僚系统的底层，很少有
位居权力上层的精英。 但这并不意味着东干人在新独立的国家中没有机会跻身“ 官僚精英” 之列。
事实上，仍然有部分东干商人或具有较为丰富社会资源者通过竞选东干协会主席的职务或国会议
员而进入较高权力层级。 此外，在东干人聚居的村落，村长的职务也成为有志竞逐权力者通向较高
权力层级的渠道。
相较商人、宗教人士、知识分子和公职人员，通过其他职业跻身社会精英的机会并不多。 苏联
时期很多职业在苏联解体后的中亚社会已逐渐淡出公众视野。 这些职业包括工程师、艺术家等。

①

此信息由 Ｗ·阿訇提供。

③

如“ 吉国” 南部城市奥什辖下的卡拉苏（ Кара⁃Суу） 塔希洛夫村就是 以苏联时期担任集体农庄 主席的东干人赫 · 塔西洛夫

②

王国杰：《 东干族形成发展史———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研究》 ，第 ３５０ 页。

（ Хайтахун Таширов） 的名 字 命 名； 阿 列 克 桑 德 洛 夫 卡 乡 的 一 所 中 学 也 以 该 乡 此 前 “ 友 谊 农 庄” 主 席 伊 斯 玛 仪 （ Йсмаев Арсмане
Мухамеевич） 的名字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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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数家中资企业担任管理者的伊斯哈尔所说的那样：①
在苏联时，有些工程师，他（ 们） 可能很有影响力，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已经变成普通
人了，现在我们社会对他们已经没什么需求了。 但有两种人在社会上，不管苏联（ 时候）
还是苏联解体以后，一直受人们的尊重，一个就是大夫（ 医生） ，一个就是老师。 像其他
的，比如工程师，我的岳父，他在苏联时期是一个工程师，一个管水的工程师，但在苏联解
体以后，我们那边不需要这种人了，他（ 们） 就变成了普通百姓了，种地啊，或者干其他
的……对，就是种地，后来他也跟着我们跑边贸了。 有很多人，包括画家，现在不需要这种
画家了，他（ 们） 也是去种地了，也是去做边贸了……包括其他，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他
（ 们） 也就在社会中消失了，变成普通老百姓啦，就除了医生和老师。
不难看出，在苏联解体后中亚政治、经济和宗教语境变化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东干人投入到跨
境贸易和宗教事业里。 在此过程中，部分农业生产者通过投身贸易逐渐成长为商业精英；部分具有
一定宗教基础或其他职业的人则通过学习宗教知识而转变为宗教人士。 知识精英和官僚精英的人
数较之商业和宗教精英要少，这是因为这些群体面临着“ 代际断层” 的困境。 除部分苏联时期的知
识分子和官员延续其职业外，年轻人更多地投入到商业和宗教领域中去追逐经济回报和社会声
望；②工人、工程师和艺术家等要么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要么投身贸易和其他职业。 尽管如此，部
分和人们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职业之从业者（ 如医生和教师） 虽人数不多却依然享有社会声望。

四、权威再造的几种路径
前文对东干族精英社会身份变换的论述虽已足窥苏联解体后该群体社会组织化过程之一斑，
但若欲理解前述不同类型的精英何以能产生社会影响力，则还需对其权威构建过程进行考察。 不
同精英群体的权威构建路径不尽相同。 通常而言，商业精英主要通过慈善事业和权力竞逐来赢取
或加强其社会权威；宗教精英主要通过宗教品级（ 学识与实践） 来提升其权威；知识精英则通过其
个人品性以及对本民族语言、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而赢得声望（ 因为其研究恰好因应了人们的民族
情感诉求） ；相较而言，官僚精英权威构建的方式显得比较单一，尽可能多的获得权力是其巩固和
提升权威的主要路径。

（ 一） 经典知识与宗教实践
苏联解体后，伊斯兰③成为中亚社会中的主要思想之一，这无论在主体民族还是同为穆斯林的

“ 少数民族” 群体中都一样。 在此语境中，宗教人士想要赢得声望并建立起权威，除精通伊斯兰经
典与宗教仪轨诸事项之外，还需严格实践伊斯兰，做到知行合一；前者是其主持宗教事务的资质，后
者则是他们获得信众认同的基本品行。 正如东干人在评价阿訇群体时所常说的那样：“ 你不要光
听他（ 们） 说呢，还要看他（ 们） 咋么做。” 在信众看来，一个“ 好阿訇” 不仅要宗教知识好，而且更重
要的是能身体力行的践行伊斯兰。
绝大多数具有良好口碑的阿訇在主持宗教事务之前都有着长达十多年的求学（ 或游学） 经历。
他们要么到巴基斯坦、埃及和中亚等地著名的伊斯兰学校求学，要么追随本地学识较好的阿訇学
①
②

伊斯哈尔访谈，阿拉木图，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４ 日。 访谈人：丁宏、李如东、巴里根。

本文对“ 社会声望” 的讨论受马克斯·韦伯著作的启发。 值得一提的是，张亚辉教授最近对马克斯·韦伯声望社会学中关于民

族问题的研究进行了专门论述。 详见张亚辉：《 习俗与声望———马克斯·韦伯论种族与民族》 ，载《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 人社版） ，２０１６
年第 １０ 期。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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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 伊斯兰” 指作为思想与生活方式的伊斯兰，而如果用“ 伊斯兰教” 则与语境不符；下同，不赘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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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有的则在追随本地阿訇学习数年之后再到国外宗教学校进修，抑或反之。 一位宗教人士在获得
主持宗教事务的资质之后，往往先从坊民较少的清真寺开始起职业生涯；在讲授伊斯兰经典和处理
宗教事务方面积累足够丰富的经验之后，其声望与权威方可得到寺坊内穆斯林相应的认可。 此时，
他便获得了前往坊民更多的清真寺主持宗教事务的资质，而在这样的大寺坊中主持宗教事务反过
来又会提升其宗教权威。
在此基础上，设若某位阿訇出生宗教世家，且又在官方宗教机构获得认可，则其声望与权威也

就相应更高。 以阿列克桑德洛夫卡乡的 Ｗ·阿訇为例：其叔父是当地有名的阿訇，而他不仅是苏
联解体后最早一批被送到布哈拉伊斯兰学校学习的人，而且在主持宗教事务之后，又被吉国官方宗
教机构委任统管该乡五个清真寺的官方宗教事务。 Ｗ·阿訇不仅在经典知识与宗教实践方面获得
教民的认可，而且因其家庭背景和官方宗教机构的支持而进一步提升和巩固了其声望与权威。 这
使他不仅经常被邀请去主持东干人的日常与集体宗教活动，而且也被请去调解很多坊民之间的纠
纷。 其声名远播东干乡庄之外，有时甚至连周围村落的吉尔吉斯人也前来找他调解日常生活中的
分歧与纠纷，①其声望与权威由此可见一斑。
（ 二） 公益活动与权力竞逐
正如不是每位宗教人士都能跻身精英行列一样，积累了财富的商人也不一定都赢得社会声望
与权威。 如伊斯哈尔在接受我们访谈时所说的那样：“ 我觉得啊，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什么国家，或
者不分什么民族，他们肯定会受到尊重，但顶多也就是尊重，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力。” ② 从事商业
者要跻身社会精英队伍之中，除财富基础之外，还需在社会事务或权力竞逐等方面有所作为。 将部
分财物用于社会公益活动和作为参与政治的资本是东干商人获取其社会影响力常见的两种方式。
扶贫济弱、资助宗教和民族事务是东干商人最常见的公益活动。 很多东干商人的社会救济活

动是通过清真寺来完成的。 通过商业积累丰厚财富的“ 有钱汉” （ 东干语） 通常将其部分资金或物
品捐到清真寺，再由清真寺将这些资金与物品进行再分配（ 这通常也被这些商人作为践行伊斯兰
教“ 五功” 之“ 缴纳天课” 的基本方式） ；通常，它们会被置换为油、米和面等给有需要的个体或家庭
发放。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钱物并非仅限东干族群体或村落共同体内部使用，而是面对所有需要帮
助者。 如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４ 日，阿列克桑德洛夫卡乡邻村萨多沃耶（ Садовое） 某位参与物资分发的乡
佬所说的那样：③

萨多沃耶有些老回有些难，这些米面是阿列克桑德洛夫卡的（ 清真） 寺给萨多沃耶发

的，每个（ 困难） 家户一袋米、一袋面、一壶清油，一满（ 总共） 有 １７ 户。 里头有一个车臣人
老婆子（ 老妇人） ，男的没有（ 没有丈夫） 、娃娃也没有（ 没有孩子） 。 我们穆民（ 穆斯林） 一
个把一个帮，让大家都不作难。
除公开捐赠外，也有东干商人暗中给清真寺送去相应的救济物品。 阿列克桑德洛夫卡的 Ｗ·

阿訇曾经告诉我：很多次，部分捐赠者夜里将米、面、油等物品放到清真寺，至今仍不知何人所为。
这种不公开的捐赠行为虽然不能具体到具体商人之上，但却更能使商人群体获得口碑。
相较扶贫济弱这种更易达成的社会公益活动，部分经济基础更为雄厚的东干商人通常选择资
助宗教事务。 这些资助包括为清真寺修缮房屋，修建水房，提供礼拜大殿的地毯，在某些纪念日出
①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０ 日，我在阿列克桑德洛夫卡乡 Ｗ·阿訇工作的清真寺对其进行访谈时，恰好目睹了一场他调解周围村落一对吉

②

伊斯哈尔访谈，阿拉木图，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４ 日。 访谈人：丁宏、李如东、巴里根。

尔吉斯夫妇离婚案件过程。 在其调解下，原本准备离婚的一对夫妇重归于好。
③

田野日志，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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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以村落或民族的名义举办大型宗教活动（ 过也贴） 以及修建清真寺等不一而足。 据我的信息报
道人 Ｒ·王提供的信息：①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中旬，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郊外的东干村米粮川，一座由在比什凯克

朵拉多衣（ Дордой） 市场从事贸易的四兄弟出资修建的清真寺投入使用。 在清真寺开学

的当天，除各东干村有名望的阿訇和秋伊州（ Чуйская область） 穆夫提派来的代表之外，
朵拉多衣集团公司的负责人以及东干人群体中部分有名声的人也参加了当天的仪式。

从出席仪式的宗教、商界及其他领域的代表来看，修建清真寺的四兄弟之“ 社会影响力” 已被

认可。 Ｒ·王提供的信息还表明，通过修建该清真寺，兄弟四人集体成为寺董，并获得提名该清真
寺阿訇人选的权力；他们选择了与自己关系密切的阿訇主持该寺的宗教事务。 这意味着四兄弟所
在家族将对该村落社会（ 宗教） 产生实际影响。
如果说资助宗教事务所获社会影响力尚集中于寺坊之内，那么部分更为富裕的商人通过竞逐权

力获得的影响力则广泛得多。 这点在吉国托克马克市某位东干族议员的经历中有充分体现。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该议员接受了我的访谈。 以下是根据访谈资料整理的该议员参政的基本情况：②

该议员是陕西籍东干人。 苏联解体后，最初种植蔬菜往俄罗斯销售。 １９９７ 年前往乌

鲁木齐做生意，从边疆宾馆批发市场往中亚“ 打发” 鞋子。 ２００５ 年，他开始与浙江温州某
位商人接触，并去该商家的工厂实地考察。 考察后决定成立物流公司，从新疆直接发货到
朵拉多衣巴扎。 ２００７ 年，他当选为托克马克市的议员，５ 年后（ ２０１３ 年） 再次当选。 当我
问他议员的身份有无对其生意产生直接影响时，他的回答是否定的。 并说，大家选举他当
议员，主要是想让他帮忙说话，为当地人服务；他每年都做慈善，帮扶穷人，为市民谋利
（ 如帮助修整市区的道路等） 。 但他认为政治身份的好处是使他更好地融入到了大的关
系网中。 用他的话来说：“ 把人知道得更好了” （ 即认识了更多的人） 。
显然，东干商人通过商业所积累的财富成为其竞逐权力的资本，而在获取权力后，在施行社会
公益活动的过程中，其权威反过来被巩固。 与此同时，跻身官僚精英之后，东干商人的商业活动也
受益于其更为广阔的社会网络；但这样的案例毕竟是少数。 因中亚各国宪法规定，参政者需能同时
使用国语（ 主体民族语言） 开展公务活动，在政治竞逐中，那些不能熟练使用国语的东干商人通往
权力上层的机会并不多。
（ 三） 学习国语与跨族联姻
苏联解体后的中亚权力体系中，“ 主体民族” 无论是在参政人数还是权力等级上都远优于其他
民族。 在此语境中，东干人参与政治角逐者并不多。 东干人民间社会中甚至流传着“老回做不了官，
猪毛赶不了毡”这样的顺口溜。 故此，东干人参与权力竞逐除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之外，尚需更多的
社会资本。 学习国语，同“ 主体民族” 联姻以及成为本民族在国家政治机构国民大会（ Ассамблея
народа）中的代表是那些已经或有意跻身权力系统中的东干人竞逐或巩固权力的社会资本。③

部分参与竞逐权力的东干人通常能够熟练使用国语。 在他们看来，做官活主要看个人，跟民族

身份没有关系，“ 老回做不了官” 这样的说法值得商榷，只要能把国语学好，任何人都能“ 做官活” 。
①

田野日志，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３ 日。

③

在中亚五国中，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均设有国民大会。

②

１０６

综合 ２０１５ 年 ２ 月 １６ 日田野日志和访谈录音整理。 访谈地点，比什凯克北京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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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访谈中，供职于吉国国家检察院的 Ａ·苏莱曼（ 化名） 对此观点的表述颇具代表：①
那会（ 苏联时期） 你只要脑子有，官家（ 政府） 收的呢。 哈子（ 现在） 啥大问题？ 你要
知道吉尔吉斯话呢，吉尔吉斯话再不知道，难做（ 官家） 活。 因为啥难做活？ 一满写的吉
尔吉斯话，你不会念不会翻（ 译） ，你做不上活嘛！ ……哈子（ 现在） 年轻娃们一满（ 都） 不
懂（ 吉尔吉斯话） 。

老回咋做不上（ 官家活） ？ 老回（ 娃） 好好把书不念，他们不当事，把书，他们光念（ 古

兰） 经。 谁再把书念好，官家活做的嘛！ 吉尔吉斯话学上，要学吉尔吉斯话呢，这难些。
一满都是看人咋么样，他要是连（ 同） 吉尔吉斯人一模一样，把他不收。 他要是头（ 知识）
比吉尔吉斯高些，（ 官家） 把他收的呢。
时任（２０１５ 年） 吉国东干协会主席的苏莱曼·巴哈德看法与之类似。 不同的是他认为东干人
不仅要学国语，而且要学英语和中文，如果“ 老回把好少话（ 很多语言） 知道得好，官家把他喊的
呢！” ②Ａ·苏莱曼与苏莱曼·巴哈德所言不虚，在吉国奥什地区，东干人因本地化程度较深而导致
民族语言失落，但他们却因“ 把吉尔吉斯话知道得好” 而获得了较多进入公职系统的机会（ 尽管很
多位于权力体系的底端） 。③

此外，与“ 主体民族” 联姻也成为那些身处（ 或有意进入） 权力系统的东干人巩固和竞逐权力的

社会资本。 这种联姻至少从两个方面直接或间接为东干人参与政治生活创造了有利条件。 首先，它

为东干人流利地说吉尔吉斯语提供了语境，而这正是在“衙门” （政府部门） 工作的必备条件。 其次，
某些姻亲对象的家族本身在吉国政府就拥有势力，联姻显然有助增加其政治资本。 事实上，在吉国，
我所接触到的较有影响力的东干族官僚精英中多与吉尔吉斯族有联姻关系。 他们中有些自己娶了当
地望族的女子，有些则让自己的儿（女）娶（嫁）具有一定政治背景之家族的吉尔吉斯族女（男）子。
除联姻外，吉国与哈国东干人竞逐权力的途径是成为各自国家东干协会的主席，并在此基础上
竞选国会议员。 在东干人聚居的吉国与哈国，人数较多的“ 非主体民族” 多拥有本民族的协会，东
干族也不例外。 多数有关该民族的事务由协会主席负责。 协会主席通常有资质参与竞选国会议
员，成为协会主席，也就意味着获得了跻身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之一的机会。 故此，部分有志于“ 权
力游戏” 且具有一定政治和社会资源的东干人多会竞逐此职位，以期获得通往更高权力的机会。

２０１５ 年，为争取连任议员，时任吉国东干协会主席的苏莱曼·巴哈德组织了一个团队在吉国大多
数东干聚集点进行了竞选活动；这些竞选活动包括主麻日到各乡庄清真寺进行演讲，在“ 五·一”

劳动节于阿列克桑德洛夫卡乡组织足球比赛；出资赞助于米粮番（ Милянфан） 举行的“ 五·九” 卫
国战争胜利日纪念活动等。 几乎每一次活动，苏莱曼都发表了竞选演讲。④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４ 日，苏
莱曼最终如愿当选议员。⑤ 在苏联解体后的中亚各国，国会议员似乎是目前东干精英所到达的最
高权力级别。
（ 四） 书写“ 民族”
前已论及，苏联解体后东干族知识精英面临青黄不接的局面，不仅后来者鲜有选择科研工作，
就连部分苏联时期的知识分子也迫于生计而转业或身兼数职。 即便如此，在吉国东干学与汉学研
①

Ａ·苏里曼访谈，Ａ·苏里曼车上（ 从比什凯克到阿列克桑德洛夫卡途中）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２４ 日。 访谈人：李如东。

③

田野日志，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４ 日。

②
④
⑤

吉尔吉斯斯坦东干协会主席苏莱曼·巴哈德（ 时任） 访谈，东干协会主席办公室，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３ 日。 访谈人：李如东、丁宏。
以上内容据本人田野日志整理。

中国新闻网：“ 吉尔吉斯斯坦东干（ 回民） 协会主席再次当选议员”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５ 日，载 ｈｔｔｐ： ／ ／ ｆｉｎａｎｃｅ．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 ／ ｇｊ ／ ２０１５ ／

１０－０５ ／ ７５５５５００．ｓｈｔｍ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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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心主任伊玛佐夫教授的带领下，仍有少数几位知识分子在坚守着他们的职业。 虽生活境况不甚
如意，但他们仍继续研究东干族的语言、历史、文化与文学等。 这种坚守为他们赢得了声誉，也捍卫了
知识分子的尊严。 在民间，当提及穆哈默德·伊玛佐夫教授，有人甚至说：“他是咱老回的脸面！” ①
正如苏联时期东干知识分子通过书写让东干族的文化在俄语世界乃至更为广泛的世界被人所
知一样；今天的东干族知识分子也继续以本民族作为书写对象。 在“ 主体民族” 知识分子创作的大
批充满民族主义话语的语言、历史与文学作品的海洋中，东干族知识分子坚持书写本民族历史和文
化的工作显得弥足珍贵。 在和东干族知识分子交流的过程中，几乎每一位工作者都告诉我，虽然他
们知道工作报酬很低，但如果他们不写，就没有人再写。 遗憾的是，由于出版经费紧缺，这些学者写
下的大量书稿至今仍未出版。
除去研究本民族的语言、历史与文化，这群知识精英也为传承民族文化而四处奔走。 每年夏
天，吉国科学院的语言学家都会将那些在教育一线工作的东干语教师召集起来培训，以此应对中小
学教育中日渐式微的东干语教学；很多东干族学者还将自己写作或收藏之学术著作捐赠给部分中
学的图书馆。 与此同时，他们还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向世界各国的人们讲述东
干人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然而，坚韧如东干学与汉学研究中心这群知识精英在东干族知识分子中毕竟屈指可数。 因生
活境况或商业潮流的影响，多数东干人选择了其他职业，本就为数不多的东干族知识精英正在淡出
人们的视野。 如伊斯哈尔所观察到的那样：“ 像依玛佐夫，他不管钱多少，他就一直做他的事。 像
其他的，不管他（ 们） 过去是博士也好，是啥也好，都消失在社会中，他（ 们） 很少再继续干他（ 们） 过
去的职业。” ②

五、余

论

东干人在苏联解体后的语境中经历的身份变换和权威（ 声望） 再造是其精英社会组织化过程

（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ｌｉｔｅｓ） 的主要面相。 在此社会组织化过程中，东干人的“ 能动性” 虽有较好发
挥，但同时也受中亚社会的结构转型和各种相互交织之关系的影响。 苏联解体后，中亚社会从此前
的社会主义社会转型到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民主社会（ 尽管部分中亚国家的自由与民主仍未得到
充分实践） ，这使苏联时期以阶级为基础的精英体系转而成为具有社会流动性的精英体系。 在以
阶级为基础的精英体系中，精英作为阶级代表，其权威与声望的获得取决于国家和阶级之间的关
系。 而在处于转型过程的中亚社会中，个体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是精英生成的核心要素。
如前文所论，在财富累积的基础上，东干商业精英通过社会公益活动、资助宗教或民族事务，以
及竞逐权力等方式来扩大其社会影响力。 宗教精英通过宗教经典知识和严格的宗教实践来获取其
声望。 官僚精英则凭借较为熟练的国语能力以及政治联姻等方式巩固和提升其权力。 与此同时，
知识精英则在写作（ 尤其是对本民族的书写） 过程中赢得声望。 设若我们对前述四类精英群体的
权威基础稍作观察，则不难发现宗教与知识精英的权威建基在个人品格和声望之上。 官僚精英的
权威基于官僚制度的权力体系，而商业精英则同时朝声望与权力两个方向构建其权威基础。 不难
看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精英的身份转换与权威再造成为互为表里的关系，越是要完成身份转换，
则其权威再造显得越为必要。 反之亦然。 而在此过程中，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越是充分，则个体
跻身精英行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①
②

１０８

语出笔者在阿列克桑德洛夫卡调研时所住东干人家庭的家长 Ａ·伊斯玛。

伊斯哈尔访谈，阿拉木图，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４ 日。 访谈人：丁宏、李如东、巴里根。

身份变换与权威再造：苏联解体后中亚东干人精英的社会组织化过程

东干精英的社会组织化过程之另一面向是在身份变换与权威构建过程中，各类型精英为赢得
社会声望与权威而展开的交互竞争与合作关系。 在具体社会过程中，商业精英要获取社会声望与
权威，除承认宗教和知识精英的声望影响之外，还需与官僚精英展开合作。 宗教与知识精英虽有较
高的社会声望，但在处理村落或民族事务之时，也需商业与官僚精英的支持；而来自商业与官僚精
英的支持反过来又能进一步确认和提升其社会声望；官僚精英在展开权力竞逐时，不仅需要相应社
会群体的支持，而且还会借用本民族的象征资本（ 如卫国战争的荣誉以及集体农庄的成就等） 作为
政治资本。① 故此他们也需要和商业、宗教及知识精英合作。 那些能够争得其他类型精英合作的
权威竞争者往往能够在本群体内部建立起较高的声望或权威。 反之，在本群体内部积累了相当权
威与声望的社会精英也更容易获得其他类型精英群体的支持。 但与此同时，这种相互依赖的关系
又加强了同一类型或不同类型精英之间声望与权威组织过程的竞争性。
东干人声望与权威组织过程中相互依赖与竞争的关系在村落内部权力、商业和宗教精英之间

的互动关系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哈国新渠东干乡庄的 Ｒ·玛玛子（ 化名） 所描述的村落权威构建
过程对此有生动呈现：②

国家的干部，还有这个伊玛目，（ 富人） 比不了。 为什么？ 你是国家（ 干部） ，你有国家
的那个（ 权力） 手段，你有枪，你有警察，你肯定（ 影响力） 大。 比如说，国家机构，肯定有这
样的人，这些人，在他们的背景下，你叫我干啥，我肯定得干，那我没有办法。 可是，只要我
能不听你话，我就不听你话；伊玛目，他没有这些手段，他就靠自己的威望，他靠自己的干
办，就看他在自己的（ 这个） 坊上，他干的好事多不多，他讲的话，和做的事，是不是一致，
这就（ 行了） 。 比如说，有的清真寺的伊玛目，他做的和说的不一致，人民对他就不太尊
重。 可是好的伊玛目，如果发生什么事，（ 发动） 起这个坊上的人，他能（ 发动） 起来；比如
说现在，你要政府人去清真寺去说让我干什么，如果我没有责任和义务，我就可以不去。
因为这个国家是比较自由的，我是自由人，我又不是你的干部，又不是在你那里打工的人。
比如说，你求我，让我为这个村干点好事，你得求我，我愿意，是为了这个村，而不是为了
你。 如果说，你对我不好，我完全可以不干。 明天，你这个村长啥也干不了。 为什么，你这
个村长，你车也没有，钱也没有多少，这也没有，那个也没有多少。 他就说，我要翻斗车啊，
我就说，翻斗车轮胎坏了，装载机也开不了，挖掘机也不行，推土机也不行，你去找去。 你
去找区上，区上给你这个钱吗，谁也不给。 然后村民一看，这个路磕磕吧唧的，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然后这个村民就会对你有意见。 这很大的影响，你还能当村长吗？ 你为了保持
你的脸（ 面） ，为了当好你的村长，你还得和这些（ 有钱人） 好好沟通，好好支持（ 他们） 。
从 Ｒ·玛玛子的描述中不难看出，在村落权威的组织过程中，各种类型的精英之间存在相互依

赖与竞争的关系。 这种既依存又竞争的关系之形成以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的社会力量从旧制度中
重新得以释放出来不无关联。③ 在新的政治与社会语境中，各类型精英的声望与权威基础大多植
根于社会之中（ 东干人这种政治参与度较低的“ 少数民族” 尤甚） 。 职是之故，各精英群体虽各有其
获得声望与权威的基本路径，但其权威的“ 合法性” 又需有社会的认同。 这也就意味着除横向组织

①

“ 象征资本” 的概念出自皮埃尔·布迪厄的社会学术语，此种社会资本拒绝经济资本的理性计算原则，在经济资本不被承认的

②

Ｒ·玛玛子访谈，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天山宾馆大厅，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８ 日。 访谈人：李如东、丁宏。

情况下完成其累积。 详见〔 法〕 皮埃尔·布迪厄著，蒋梓骅译：《 实践感》 ，上海，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第 １７７—１９２ 页，特别是第 １８６ 页。
③

关于此点，可参见李如东：《 制度、观念与网络：苏联对中亚社会影响诸面相考察》 ，载《 西北民族研究》 ，２０１７ 年第 ２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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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精英们还需要自下而上的组织其声望与权威。 Ｒ·玛玛子在访谈中对此也有精彩的描述：①
（ 现在） 不像原来社会主义制度下，你是村长，就是有那个农场，你是组织干活的那个

人。 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 所以现在，村长他的那个影响，他下台以后（ 可能就没有影响
了）。 所以说，他的影响，今天大，可能明天就没有了，你下台以后，可能什么事都办不了了。
我可以做到，（让）什么事都做不了了，你可能要摆一个样子，可是，我（ 们老百姓） 可以做到
让你样子也摆不了。 所以说，这个村长和伊玛目，他的影响是老百姓说了算。 我（ 们） 说了
让你有名，你就有名，让你丢脸，你就丢脸。 好多人不懂这个，老百姓有大的力，力量很大。
这种彼此竞争而又依赖的权威组织过程并不仅出现在村落之中，在整个东干人（ 乃至中亚） 社
会中皆如此。 中亚东干族社会精英的声望与权威组织过程较好地呈现了苏联解体后中亚“ 新语
境” 中宗教、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诸要素对人们生活相互交织的影响。 这些因素的交互关系在
观察其他民族（ 含主体民族） 的精英群体之权威组织过程和人们的“ 新生活” 时也同样值得重视。
如本文第一部分指出的那样，已有中亚社会精英的研究要么过于注重结构变迁的分析，要么过度强
调精英的“ 能动性” 而忽视其权威组织过程中复杂的社会、宗教与文化因素。 但是，如同不能忽视
苏联解体后中亚各国社会制度、观念和政治经济网络等方面的延续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一样；设
若不考察新语境里个人或群体身份变换与权威重构中各种社会关系和经济、社会、权力与文化等要
素的组织过程以及人们在过程中的诸多活动，就很难理解当前“ 中亚人” 的日常生活。 显然，在观
察中亚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之时，我们不能忽略社会精英的社会组织化过程。 反之，对“ 人的研
究” 也将有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亚的社会转型。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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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ｅｓ ｉｔｓｅｌｆ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ｔｈｅ “ ｎｅｗ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Ａｓｉａ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ｖｉｅｔ Ｕｎｉｏｎ．

（李如东，助理研究员 ／ 特聘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 一带一路” 建设与中亚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
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事业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西安，７１０１１９）
〔 责任编辑： 罗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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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玛玛子访谈，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市天山宾馆大厅，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８ 日。 访谈人：李如东、丁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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