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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專輯是山東大學人類學系選修「經濟人類學」和「飲食與文化」課程同學的田野調查報告選

編。上課伊始，我就鼓勵同學們尋找自己感興趣的課題，進行研究。調查開展後，我們不斷就研究方

法及資料選取等方面進行交流，因為在變化萬千的社會場景中進行研究，需要學習如何掌握相關的社

會文化因素。學生們都是剛開始接觸人類學的新手，而且由於時間和地點的限制，他們的調查需要改

進的地方還很多，但是令人驚喜的是他們的熱誠，他們選擇了不同的課題與對象進行研究，從他們的

行文中，不難看出他們各盡所能，用人類學的方法去觀察和體驗日常生活，換句話說，他們嘗試以人

類學的角度去思考問題。作為他們的老師，我感到由衷的高興。                              

　　清真牛肉拉麵以「湯鏡者清，肉爛者香，麵

細者精」的獨特風味和「一清（湯）二白（蘿

蔔）三紅（辣子）四綠（蒜苗）」的悅目色彩贏

得了很多國內外顧客的好評，被中國烹飪協會評

為三大中式速食之一。1 相傳清真牛肉麵是回族人

馬保子於1915年創始的，並在其發展過程中逐漸

流傳於西北東鄉族、撒拉族、保安族等民族中。

而今，清真拉麵館已遍佈中國各大城市，並作為

回漢文化交流的重要陣地存在着。

　　本文的研究對象是濟南市中外來的清真牛肉麵

館的經營者，他們攜家帶口、在他鄉開啟自己的致

富之路。對於生活環境的轉變，他們怎樣看待；對

於子女的教育，他們持何種態度；對於在新的城市

中面臨的挑戰，他們又是如何應對的呢？帶着這些

問題，我開始了自己的調查和研究。

　　本文採取參與觀察和非結構式訪談相結合的

研究方法，通過調查在濟南數家做牛肉麵生意的

流動穆斯林商人的來源、生存狀況、人際關係、

對自己的要求和對子女的教育等問題，來瞭解他

們如何在經濟和宗教的雙重身份中加以協調，並

運用理論知識對所得資料加以分析和總結。本文

的調查對象主要是在濟南經營牛肉麵館的外來回

民（絕大多數是青海人）。由於調查對象不願公

開自己的真實姓名和身份，故本文不提及受訪者

姓名。

一、濟南的「三江源牛肉麵」

　　行在濟南，能看到許多不同規模的牛肉麵

館。如果您留心看，會發現其中有很多家麵館都

掛着「三江源牛肉麵」的牌子。走進這些「三江

源」牛肉麵館，我發現其裝潢風格和菜品種類都

非常相似。經過詢問，我得知這些麵館老闆都來

自同一個地方：青海省化隆縣。其中幾個麵館老

闆對我說：

 

我們這個（三江源）牛肉麵是化隆縣政

府支持的。剛開始叫「化隆牛肉麵」，

是馬文良搞起來的，只需要按他的標

在宗教身份與世俗身份之間

　　對濟南外來清真拉麵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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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裝修，和縣政府說好了不用交錢就能

開……有專門的培訓課……他們（指着

店內雇員）都是和我一起來做生意的，

都是我的老鄉……這邊賺錢多，（我

們）縣裡面也跟着富起來了……五百米

以內是不能開第二家（三江源牛肉麵）

的，我們不會互相搶錢……我們收入也

就兩千來塊一個月，手頭挺緊。自己倒

還花不了什麼錢，但是孩子也在這邊，

開銷大呀，錢不夠花……平時不怎麼聯

繫（指與其他到濟南開牛肉麵館的化隆

縣人），過節了會在一起聚聚。

　　化隆縣是青海省的回族自治縣，回族人口約佔

52%，縣內還有藏族、漢族、撒拉族等12個民族。

近年來，化隆縣政府以「做大做強做優勞務經濟」

為目標，開始創建勞務品牌。三江源牛肉麵就是其

「勞務經濟」政策的產物，「目前全縣群眾在外

開辦經營的拉麵館達1.2萬家，從業人員近8萬人，

年收入近8億元。」2 「三江源牛肉麵館」的品牌是

由青海化隆人馬文良創立的，並受到了縣政府的支

持。縣政府出錢對想做牛肉麵生意的人進行培訓，

並指導他們統一店舖裝修和菜譜等。只要是化隆縣

人，都可以免費使用這個名稱。

　　由此可見，在濟南做拉麵生意的穆斯林商人

之間主要通過地緣、血緣和業緣關係互相連接。

他們有着同鄉的基礎，並以家庭為單位開店外出

務工。他們中的大多數都是帶着孩子來開麵館

的，大一點的孩子就在濟南上學，沒到上學年齡

的就跟着父母待在拉麵館裡。基於同鄉的地緣關

係，他們（至少在表面上）迴避彼此之間的競

爭，並制定了「五百米內不開兩家三江源麵館」

的規則，但這種規則也無形中阻礙了他們之間的

聯繫。另外，由於受到政府的支持和統一的培

訓，他們具備一定的經濟基礎和技術知識，但對

於如何經營好拉麵館這個問題，他們並沒有較清

楚的認知。

二、經營者的生存狀況  

　　在調查過程中，我瞭解到這些在濟南經營牛

肉拉麵館的伊斯蘭教徒的生活情況。他們的每月

總收入大概在2,000至3,000元之間，平均每個人的

每月收入只有八九百，並且沒有參加任何形式的

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在他們的收入

支出中，對孩子教育的投入佔很大比重，其中一

位拉麵館的老闆娘對我說：

    

我們家一個月的收入也就兩三千塊，孩

子要上學，買書買筆就要不少錢。再

加上還要往家裡寄，根本餘不出多少

錢花。平常再怎麼省，最多就能存下

三四百塊。

　　除了經濟狀況緊張之外，他們也不能很成功

地融入新的環境，一位拉麵館老闆的弟弟（年紀

約三十出頭）對我說：

   

在這邊我們感到不舒服，不像在家，大家

都互相認識，又都是穆斯林，平常總出

去（聚）。在這邊我們（指同來的經營麵

館的穆斯林）連住都成問題，交通又擠，

也就去清真寺的時候能見上幾面。這邊人

（濟南本地穆斯林）嫌我們，根本不（願

和我們）交際。不做生意的時候我都很無

聊，(只能)看電視什麼的。

　　家庭作坊式的經營方式使他們能接觸到的人

很少，外來人的身份限制着他們和山東本地穆斯

林的交流。在這座對他們來說很陌生的城市之

中，穆斯林商人們感到孤獨、覺得自己處在社區

邊緣，並普遍有着對於回家的嚮往，一位女性拉

麵館雇員（老闆的表妹，三十出頭）說：

  

我就盼着回家，家裡好。在這邊我們每

天要幹快十個小時，除了幹活就是做禮

拜，吃的東西也不知道乾不乾淨。不是

說這樣不好，但家裡要更好，可以出去

（聚）。我哥就是捨不下這館子，孩子

也在這邊上學，沒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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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問到他們覺得自己在濟南比較親近的人

有哪些的時候，一位麵館老闆這樣說：

我覺得還是一起來開館子的和我們最親

近吧。在這邊做禮拜的時候雖然也認識

了幾個這邊兒兄弟（指濟南本地的穆斯

林），但是總覺得他們是把我們當外人

看的，可能也是（因為）覺得我們那地

方窮。從家裡一起來開館子的雖然也不

常聯繫，但起碼有什麼事的時候跟他們

開口容易些。做生意會認識些周圍的漢

族人，還有些老來這吃飯的，他們人都

挺不錯……有時候我有什麼事，比如說

借點錢啊什麼的，寧願去找他們（指在

周圍做生意的漢族人）也不願意去求那

些本地人（指穆斯林）。起碼大家都是

從外面來做生意的，地位平等嘛，不像

這邊的人總感覺高人一等似的……顧

客？不，我們哪求得着他們啊，他們人

是挺不錯的，但是畢竟和我們不是一類

人嘛。

　　另外，他們在孩子教育上的觀點也是十分矛

盾的。一方面，他們覺得濟南教育水準較高，對

孩子的成長有好處；另一方面，他們又怕孩子長

期在這種環境中生活會被過度漢化。他們不願自

己的孩子和漢人交往，在學校之外限制孩子與漢

人的交流，但又不想把他們送到回族學校學習。

他們在飲食上和行為上都會格外注意，希望自己

嚴格遵守伊斯蘭教規的行為可以感化孩子，讓孩

子不要忘記自己的宗教身份。

三、日常生活與宗教生活

　　聯繫濟南穆斯林麵館老闆的宗教生活和日常

生活，最主要的紐帶，就是製作特色清真飲食。

這些在濟南做生意的穆斯林店主離開了自己所熟

悉的宗教氛圍，來到非回族聚居區做生意，其內

心是非常矛盾的。他們擔心自己在不熟悉的環境

中無法像在家鄉一樣忠於自己的信仰。這種擔憂

讓他們更加注意自己的日常行為，嚴格按照教規

行事。而製作拉麵作為他們生活中很重要的一個

部份，自然也緊緊和其宗教信仰聯繫在一起。一

位穆斯林店主（男，47歲）對我說：

我們買肉都是很注意的，這些肉都是在

南大寺3 邊上買的現殺的牛羊肉。剛來

的時候不知道，在牛羊肉市場買到用老

母豬肉冒充牛肉的，煮出來才發現不

是（牛肉）。那以後我就不敢再胡買肉

了，問了那些早來的（同鄉），才知道

他們都在寺邊上買，保證是清真的……

濟南這邊太亂，很多冒充穆斯林開清真

餐館的，要我說，就該拆了他們的館

子。民宗局（即民族宗教事務局）也不

管，在我們那邊這算是大事兒……我們

清真的東西就是乾淨，我們都很注意

的。雖然用的餐具是兩種（指他們自己

吃飯的餐具和他們給顧客用的餐具），

但吃的肉都是一樣的啊，你們可以放心

吃，比外面的館子乾淨多了……濟南這

邊還有些（開清真餐館的本地）穆斯林

（在自家餐館中）賣酒，你說說這，掙

這麼個錢有啥意思，都掉到錢眼兒裡去

了，我們不賣酒的，（我們這裡）也不

讓（顧客）自己帶吃的來，都不乾淨，

（如果有人喝酒或者帶外食我們是）絕

對是要哄他們出去的……在這邊我們會

絕對注意不亂吃的，在家裡有時候我們

聚會都會喝點酒，但是這邊不行，絕對

不行，在這邊做禮拜比家裡少，再喝酒

就太不像（話）了。

　　由此可見，這些店主對於保持純正的清真飲

食是十分注意的。在這些麵館中，貼在牆上的菜

譜邊印着清真食品標誌牌4，門口貼着「清真餐

飲，外餐莫入」的警示牌。他們對清真飲食潔淨

的特性引以為傲，並把製作這種飲食看作文化傳

承的方式。這些店主對於清真食品標誌牌尤其

看重，雖然他們認為民族宗教事務局「不辦實事

兒，效率低」，但他們還是會把取得標誌牌當作



田野與文獻　第七十四期　2014.1.15第4頁

政府對於他們的飲食文化的一種認可。在自己所

不熟悉的環境中，這種來自官方的認可對他們來

說十分重要。對宗教信仰的忠誠和來自官方的認

可是他們保持清真飲食純正性的動因。另外，這

些店主還把製作清真飲食當作一種文化的展演形

式。他們很樂意介紹自己店內的食物，並告訴詢

問者哪些食物是他們家鄉青海的特色，哪些是新

疆的和甘肅的。我在廚房裡看拉麵師傅拉麵的時

候，他有些羞澀地說：

我們這個拉麵厲害吧？你到時候要寫寫

我們這個（拉麵的技術）有多厲害，這

是我們家的特色，（指着鍋裡的麵）清

真的，特別乾淨，麵條也勁道，這邊水

土不好做不出正宗的湯，我們家那的還

要好吃。

　　店主對清真飲食非常重視，但他們對自己孩

子的狀況也十分擔憂，一位女店主對我說：

孩子從小跟着我們在這邊（長大），小

時候也沒去幼稚園。我們（交際）圈子

又小，害怕他被帶壞了也不讓他出去跟

別的小孩玩。現在他上中學了，整天和

那些漢族小孩混在一起，平時又住校，

我真怕他跟着那些（漢族小孩）胡吃什

麼的壞了規矩。

　　這些孩子大多數不在回民學校念書，與漢人

的長期接觸讓他們更傾向於僅僅選擇不吃豬肉，

而不是嚴格按照教規不吃非清真灶的食物。他們

認為父母對於清真食物的重視沒有什麼特別的意

義，僅僅是在裝樣子。我在網上和一個店主正在

上初中的兒子聊天的時候，他這樣說：

我們學校清真食堂的飯特別難吃，剛開

始我還去那邊吃飯，後來實在吃煩了，

我就去普通食堂吃了……我爸媽都不

知道，回家我會和他們一起好好吃清真

食物，但在學校我只不吃豬肉，其他的

也沒什麼忌諱……有一次我和我同學在

門口吃涮菜被我爸撞見了，回家他特生

氣，我吃那些都得躲着他……我覺得

（不吃清真）沒什麼吧。

　　另外，濟南的穆斯林麵館經營者履行宗教職

責的方式，也隨他們所處環境的改變發生了一些

變化。作為伊斯蘭教徒，「五功」，即念功、拜

功、課功、齋功與朝功，是教法規定其必須履行

的職責。5 我在調查的過程中，發現麵館經營者們

根據其日常生活的狀況，對修行「五功」的方式

做了一定調整。念功即誦讀清真言6 和作證詞7，是

其在濟南最常做的功課，他們在任何時間、地點

都可以做。一位麵館老闆的妻子對我說：

只有在這時候（做念功時），我才能真

正感覺到平靜，好像脫離了那種忙忙碌

碌的狀態……（我）不會因為忙就不做

的，越忙越要做，在家裡會更經常的去

禮拜，我反而做得（比在這邊）少呢。

　　由此可見，在濟南時，穆斯林麵館經營者做

念功的頻率更高。然而，他們去清真寺做禮拜的

頻率卻降低了。與阿訇關係的疏遠和對自己「外

來人」身份的認同，使他們不願像在家那樣頻繁

的去清真寺禮拜。一位穆斯林麵館老闆對我說：

在家裡我們一定會去清真寺做禮拜，很

少在家（做），最起碼週五一定要去

做主麻8 的。但是在這邊我們卻很少去

（清真寺），甚至有些節日也不去。我

們和這邊的阿訇9 也不熟，不像在家裡

面，大家關係都很好。濟南地方大，清

真寺太少，也難怪阿訇顧不上我們這些

外邊的……不是說我們很少做禮拜了，

在（濟南的）家裡也可以做，但是總覺

得不去清真寺心裡過不去。

　　在履行齋功方面，穆斯林麵館經營者呈現出

較明顯的代際分化。年長一些的穆斯林表示他們

一定會堅持，一位麵館老闆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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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齋月10）我早早就起來吃一大碗麵

條。然後就幹一天活，也不累，直到晚

上再吃。

　　但年輕一些的穆斯林則覺得較難堅持，上面

那位麵館老闆上初中的兒子在網上對我說：

齋月的時候我下午就會餓，特別盼着太

陽趕緊落山好吃東西。但是我不會背着

爸媽偷偷吃的，因為齋戒是最基本的

（穆斯林職責）。

　　由此可見，年輕的外來穆斯林雖然不像他們的

父母那樣把齋戒當作一種習慣，但還是會盡力做好

齋功，履行他們眼中作為穆斯林的基本職責。

　　在繳納天課時，大多數麵館經營者表示自己

會把錢交回家鄉而非濟南的清真寺，但也有一些

經營者，尤其是在濟南清真寺附近經營麵館的，

會選擇向家鄉和濟南兩邊都繳納天課。

　　由此可見，繳納天課成了一部份麵館經營者

融入本地穆斯林圈子的一種方式。同時，他們認

為向家鄉繳納天課是必須履行的職責，從這個方

面體現出他們對於濟南人這新身份並不認同。

　　麵館經營者普遍有着一種對於朝覲的嚮往，

即使經濟狀況不允許他們每年去聖地麥加朝覲真

主，但他們仍把此作為奮鬥的目標。很多麵館老

闆都表示，「掙夠了錢就要去朝覲一次。」

　　除了履行傳統的宗教職責之外，年輕一代的

外來穆斯林來到濟南後開始接觸一些網上的穆斯

林交流平臺。他們最常提及一個叫做「中穆網」11 

的網站。在那裡，他們可以提出自己平時不願向

父母提出的問題，比如穆斯林男女的戀愛問題以

及穆斯林是否可以火葬等等。在此類網站上，他

們結交到很多穆斯林朋友，且能更深入地瞭解自

己所信仰的宗教。

四、展演「清真」

　　濟南穆斯林牛肉麵館老闆既是外來務工人

員，也是伊斯蘭教徒。他們背井離鄉，來到非回

族聚居區做生意，時常會面對其宗教身份和經濟

身份的衝突。經濟生活與宗教生活的結合主要是

通過清真飲食這一橋樑達成的。濟南的穆斯林麵

館老闆把製作具有代表性的清真食品作為謀生的

手段，同時又把這種謀生手段當成了展演其宗教

文化的一種方式。展演理論（performance theory）

最早由人類學家密爾頓•辛格（Milton B. Singer）

在印度馬德拉斯做田野時提出。他發現文化展演

由文化媒介組成，這種文化媒介不僅包括語言，

還包括那些非語言媒介：如歌曲、舞蹈、表演、

繪畫和造型藝術等，印度文化的表達與交流就是

通過這些文化媒介形成的。在他看來，對於文化

媒介的研究，反映了被研究的文化是如何環環相

連的。研究通過這些文化媒介達成的文化展演能

對文化交流和社會變遷過程有更新的認識。12 維克

多•特納（Victor W. Turner）進一步發展這一理

論，他認為，文化展演類型不是單向的，它不僅

反映或表達了社會系統或文化結構，從某種意義

上說，展演常常是對產生它的社會生活的一種批

評、指引或掩蓋，也是對社會處理歷史方式的評

價。也就是說，他認為文化展演不僅反映了變遷

中的社會結構，同時也讓社會中的人得以透過文

化反觀他們自己。基於此，他提出了展演的反觀

性（reflexive）特徵。13 在濟南牛肉麵館老闆的個

案中，他們實際上是通過在非回族聚居區的環境

下嚴格遵守清真飲食規則來向自己進一步揭示自

己的信仰　　在家鄉時，他們並不覺得嚴格遵守

清真的飲食規則是非常必要的，在朋友聚會時他

們甚至還會相約出去喝酒。但在濟南這個不熟悉

且伊斯蘭教氛圍不是很濃厚的地方，他們進入了

特納所說的閾限（liminal）階段中的隔離狀態，即

從原有的處境中分離出來的階段。他們在這裡被

邊際化了，對自我主體性的認識開始變得不甚清

晰。但通過在這裡製作清真飲食，並嚴格遵守教規

所要求的飲食習俗，他們覺得自己仍然沒有與伊斯

蘭教的文化脫節。他們所做的事正是向自己的宗教

表示忠誠，並把它加以傳承的一種方式。這在一定

程度上彌補了他們被排斥在社會正常體系之外的缺

失感，使他們回歸了自己正常的生活軌跡。對於麵

館老闆的孩子們來說，他們從小就生活在伊斯蘭教

氛圍不是很濃厚的現代都市之中，在這裡他們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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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從原有宗教中被分離出來的感覺，所以他們對父

母嚴格按照教規選擇食物的做法感到排斥。

五、地位平等想像之下的共同體

　　在濟南，回族麵館老闆的交際面相對來說是比

較狹窄的，比起和濟南本地的穆斯林做朋友，他們

更願意和自己的同鄉交往。他們和一同來做生意的

同鄉會選擇同一時間在同一清真寺進行禮拜，在節

日期間，他們也會選擇和同鄉聚會。但除了同鄉之

外，他們認為排在第二的、可以求助的群體是在周

圍做生意的漢族人，而非具有同樣信仰的本地穆斯

林。這些漢族人也是從外地來做小本生意的。在麵

館老闆眼中，「外來人」和「做小本生意」的標籤

是顯示他們與自己地位平等的標誌。而本地穆斯林

的地位則是高於自己的。白友濤在他的著作《盤根

草：城市現代背景下的回族社區》中概括了大城市

回族社區「盤根草格局」的基本特徵：「第一，各

地社區相對獨立，沒有隸屬關係，表現出某種分散

性；第二，回族社區內部血緣、地緣等社會網路關

係緊密而複雜；第三，家庭、行業會和清真寺董事

會是大城市傳統回族社區的主要社會組織。」14  

　　在濟南外來穆斯林麵館老闆的個案中，這種

特徵有着比較明顯的體現。來自同一地區的穆斯

林商人選擇依據地緣關係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社

區，這個社區相對獨立於其他穆斯林社區而存

在。而在他們所結成的小的回族社區中，地緣關

係和血緣關係是混合在一起的，很多人彼此之間

既是同鄉，也是親戚，同時，他們又具有共同經

營家鄉特色食品的業緣關係。在他們的社區中，

家庭是最基本的組成單位，而他們的主要活動，

則是宗教性的禮拜活動和節日慶祝。在他們的觀

念中，地位是否平等是衡量可否建立親密關係的

最主要因素。一同來做生意的穆斯林同鄉的地位

相對來說彼此平等，且他們之間交織着複雜的血

緣、地緣以及業緣關係，所以關係的親密程度最

甚；同樣來自外地做小本生意的商人也是與他們

地位差不多的一群人，他們之間的關係因從事相

同的行業而得以維持，有什麼事可以互相幫助；

而本地穆斯林的地位在他們看來則是較高的，雖

然彼此之間存在着交往的可能性　　因共同的信

仰，但麵館老闆遇到困難還是傾向於去求助前兩

類人；本地的漢人（比如那些常來消費的顧客）

基本上是被麵館老闆們排除在可深交的範圍之外

的。雖然他們承認有些漢人「人很好」，但不同

的信仰以及本地人的身份是交往過程中不可跨越

的鴻溝。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提出「想像的共同體」的概念，想像

意味着非真實，共同體則表示連續性。15 在本文的

案例中，穆斯林老闆們對可結成共同體對象的選

擇是基於對地位「平等」的想像。

六、宗教身份與世俗身份的協調

　　美國人類學家杜磊（Dru C. Gladney）曾於

20世紀80年代在中國四個回族社區進行長達多年

的田野調查，這四個社區分別為：作為西北回族

農區代表的寧夏的納家戶村、作為東部都市回族

社區代表的北京牛街、作為華北回族農村社區代

表的北京郊區的常營回族鄉、作為東南沿海回

族社區代表的福建泉州的陳棣回族鎮。對杜磊而

言，四類社區代表了四種不同類型的回族認同。

在這四個社區中，北京牛街回民和本文的研究對

象　　濟南的外來穆斯林牛肉麵館老闆　　有相

似之處。杜磊在《中國穆斯林》一書中寫到：

「對於身處都市背景下的北京牛街回族來說，清

真生活的追求更多與現實生活的考慮有關，對回

族的認同更多的是在現實的婚姻、升學、就業過

程中如何保持一種清真的生活方式。某種程度上

來說，清真飯館是其文化的中心。」16 

　　這種情況在濟南穆斯林店主之中同樣存在。

他們在濟南的生活環境與在自己家鄉回民聚居區

的生活環境是完全不同的。在濟南，他們面對的

是一個異質化的環境，他們不得不在自己的宗教

追求和現實生活中找到可以調和的點：基於對現

實生活和經濟利益的考慮，他們沒有選擇把麵館

開在回民社區，卻仍然按時做禮拜；基於對子女

教育的考慮，他們沒有選擇把子女送進教學環境

較差的回民學校，卻嚴格要求孩子按照教規選擇

食品；他們信奉着自己宗教中的權威，卻仍為領

到非宗教權威機構的民宗局所發的清真食品標誌

牌而感到興奮和驕傲等等。他們時時刻刻在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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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調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的矛盾，這種協調幫助

他們在精神生活和物質生活之間獲得平衡。經濟

活動和宗教活動共同構成了他們日常生活的中

心，並且在這兩者之間也有彼此交融的地方。

七、結論

　　濟南市的外來穆斯林麵館老闆一直在尋找新

環境中宗教身份和經濟身份之間的可調和之處。

這種努力表現在他們對於自己飲食習慣的調整、

對子女教育的態度、對交際人群的選擇以及對世

俗權威和宗教權威的共同肯定之上。通過這些調

和，他們讓自己的精神追求和物質追求既能彼此

制約，又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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