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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俗文化圈

[摘 　要 ] 　民俗文化圈既是一个民俗问题 ,也是一个文化问题 ,同时 ,又是一个从未有人

涉及过的现实问题。民俗文化圈的界定和在理论上予以建构 ,不仅对民俗文化理论框架的建

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对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区域认同和族群关系认同以及区域文化格局

和族群文化特征的研究 ,都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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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CulturalZoneofFolk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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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ulturalzoneoffolkloreisanissueonbothfolkloreandculture,

whichhasneverbeenstudied.Howtodefineandconstructittheorfticall yisof great

importancetothetheoreticalconstructionoffolklorecultureaswellasthestudies

onreco gnitionofthecommunit yandsocial groupsandtheindividualculturalfea 2
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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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人
类是一种能够传承并且创造文化的独特动

物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 ,人类就是靠着自

身这一独特的个性 ,不仅传承了上辈创造的

文化知识 ,同时还在传承中修正并创造新的文化知

识 ,使人类这一独特的“动物”逐渐地与其他动物区

分开来 ,成为地球的主宰。民俗文化作为一种独特

的生存方式在形成之后 ,就在人们的生活中一代一

代地传承着 ,并作为族群中的一种规范性生活模式 ,

为族群的内聚和生存服务。

因此 ,从本质意义上来说 ,一种民俗文化内容形

成之后 ,传承便是最为至关重要的 ,停止传承也就意

味着消亡。而民俗文化的传承有两种方式 ,即纵向

传承和横向传承。纵向传承主要是代与代之间的口

耳和行为相传 ,这是一种最为重要的传承方式 ,其真

实性最为可靠 ,人们也最为真诚地接受 ,但它的地域

性限定非常的强 ,大都在家庭或家族之内完成。横

向传承是一种跨地域的传承 ,其中移民迁徙、侵略扩

张和语言 (方言等)的传布是主要的方式。而语言的

传布 ,在很大程度上又依靠移民的迁徙和侵略扩张 ,

当然也包括一些军屯、流放、政治性迁移和逃亡等形

式 ,正是后者带着自己的语言并保存了自己的生存

方式 ,才使民俗文化得以从一地传承到异地得到保

存和生长 ,而这种保存和生长 ,在最大限度上则是依

靠语言的特殊凝聚力来达成的。两种传承模式使民

俗文化的主体得以保存 ,保证人们能按照传统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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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模式有序地生存。不过 ,纵向和横向的传承 ,并不

是独一无二的不变模式 ,在许多情况下 ,传承并不是

用某种模式可以绝对地涵盖的。其中 ,两种民俗文

化在特定的条件下的碰撞 ,常常形成一种介于两种

民俗文化之间的不同的形态 ,这是一种已经异化了

的形态 ,但却在新一轮的传承中得以保存。然而 ,不

管是何种传承模式或形态保存下来的民俗文化内

容 ,都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那就是它的生存依托是有

限定性的 ,换句话说 ,就是它的传承并不是没有限制

和完全扩散性的 ,它有着自身具体的对象禁忌 ,虽然

这种禁忌并不像有些村规民约或家规家法以及婚丧

仪礼那样严格 ,但却是不容忽视的。

正是传承中这种不容忽视的具体对象禁忌 ,造

成了民俗文化传承的相对保守性 ,并形成了我们本

文意义上的民俗文化圈概念。[1] (P245～246)

如果我们相信保持和传承民俗文化是一种相对

意义上的族群活动 ,那么 ,民俗文化圈的概念就应该

引起我们的重视。事实上 ,我们大家都生活于不同

的民俗文化圈之中 ,我们有自己的生存方式、方言和

生存空间。这就从根本上形成了人们经常感受到的

“奇风异俗”的存在。人们感受到民俗文化的不同 ,

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从自身的民俗文化圈体验和具

有的价值伦理观念出发去判断每一种相同或相异的

文化事项的 ,与以往的经验不同 ,感受到的就是相异

性。这儿用“感受”一词是因为 ,感受是非理性和表

象的 ,它仅仅是一种个人体验。不过 ,在文化的研究

中 ,感受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感受就无法体验相异

性 ,这也是我们要特别强调实地调查的根本原因。

尤其是民俗文化 ,它生存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 ,

他们没有文字 ,同时也缺乏记录 ,民俗学家如果不到

现实生活中去调查去搜集资料 ,他的研究就必然缺

乏真实性和生命力。

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上 ,我们相信 ,民俗文

化圈是一种以族群为活动依托 ,具有地域性和传承

性特征的民俗文化生存形态。它因为家庭或家族制

度的形成、因为自然村落或自然环境的不同、因为行

政区划或语言 (方言) 的不同 ,而使民俗文化事项在

各自的家庭或家族、自然村落或自然环境 ,以及相同

的行政区域或相同的语言 (方言)中形成具有自我个

性的内容 ,互相独立传承、具有不同的解释系统和施

行的族群。因此 ,民俗文化圈理论 ,就在于使我们相

信 ,民俗文化在相对的环境、族群和空间 ,存在相对

的民俗文化事项 ;换句话说 ,民俗文化是在相对的族

群中以相对的内容和方式独立地存在。顺便应该提

到的是 ,这儿的“圈”并不是一种绝对对称的圆圈 ,而

是一种相对范围的区域 ,一种包括过去、现在和地

域、空间范围的区域。

二
民俗文化圈是一种真实客观的存在 ,它在过去、

现在都曾经对人们的生活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许多

时候 ,人们用各种形式来认同民俗文化圈的存在 ,比

如一个远离故乡的人 ,会因为在他乡遇到故乡的人

而产生一种特别亲怩的情感 ,这是一种深埋于意识

之中的民俗文化认同感 ,原因是相同地域来的人有

着相同方言和习惯。而这种相同的方言和习惯是民

俗文化拥有相似或相同内容的依托 ,因此 ,事实上所

谓同乡就是来自于相同民俗文化圈族群中的个体。

不过 ,对于民俗文化圈的认同 ,在许多情况下并不是

绝对的 ,大都是一种相对的认同 ,而且 ,随着情况的

不同而有所变化。比如当一个人远离自己的省区

时 ,同省区的区域认同便使来自于相同省份的人产

生一种亲怩的情感 ;而在同一省区之内 ,则相同县市

的人会产生一种亲怩的情感 ;在同县之内 ,则同乡镇

的人会产生一种特殊的亲怩情感。因此 ,民俗文化

圈的认同在许多时候具有不确定性 ,随着前提的变

化而可大可小。有时 ,在运用上也极不确定 ,但这并

不是民俗文化圈本身存在不确定性 ,而是人们为了

表达情感时的一种变通形式。

那么 ,民俗文化圈是怎样形成的呢 ? 我以为大

致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

11 家族制度的作用

家族制度是一种在家庭基础上形成的 ,以血缘

关系为联系前提 ,以家长或族长制为组织形式 ,以祠

堂、族产等为共有财产 ,以家规家法和共同祭祀为行

为规范和情感纽带的一种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我国

的家族制度在许多时候表现为同姓集居的现象 ,一

个宗族的人 ,世代居住在一起 ,形成一个大村落。他

们有着共同的姓氏和祖先 ,生活于同一方天地 ,从事

着同一种生产方式 ,过着相同的日子。由于同姓同

源 ,世代居住在一起 ,从而形成了相同的民俗文化习

惯。这种相同的民俗文化习惯 ,不仅具有完全的一

致性 ,而且具有鲜明的族群性 ,从而形成一种牢固的

民俗文化圈。一些具体的民俗文化内容 ,只有在相

同的家族之内才得以通行 ,如独特的抚贫济困的赡

恤制度、传统的扬善惩恶的族规家法等等。这些独

特的民俗文化事项 ,不仅是个性化的 ,表明民俗文化

圈的存在 ,而且还具有强大的凝聚力 ,强化同姓宗族

的认同 ,并最终为家族制度的保存和民俗文化圈的

内聚 ,起着粘和力的作用。因此 ,家族制度是形成民

俗文化圈的一个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而这种

民俗文化圈不仅最小也最牢固 ,具有强大的内聚力。

21 自然村落的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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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情况下 ,中国农村的自然村落以同姓集

居的形式出现 ,这种自然村落往往也就是家族制度

的体现 ,他们所传承的民俗文化事项具有鲜明的个

性 ,这是容易理解的。不过 ,除了同姓集居的自然村

落之外 ,大量存在的是非同姓 ,来自于各个不同地方

或不同民族 (后者情况在边远或边疆地区较多见) 的

人所组成的自然村落。这种自然村落的族群 ,在人

与人之间 ,尤其是不同的家庭成员之间 ,并无祖上的

“血缘”关联 ,人们仅仅因为迫于生活或生存而走到

一起 ,在早期 ,文化背景和习惯并不相同。但是 ,在

长期的一起居住于同一自然村落的生活中 ,由于生

产方式相同 ,生活空间和区域相同 ,便在互相影响和

学习过程中逐渐地形成了相似或相同的民俗文化事

项 ,从而形成一个以自然村落为主的民俗文化圈。

在这个民俗文化圈中 ,他们除了有一些共同的祭神

赛社和年节外 ,还有共同的方言、共同需要遵守的村

规村约 ,以及大量相同的民俗事项。这种因生存而

将不同姓氏的人联结在一起的方式 ,成为中国家族

制度文化的一种强有力的补充形式 ,从而成为民俗

文化圈形成的又一重要原因。

31 地理环境的影响

非同姓氏自然村落所具有的民俗文化圈 ,其实

也是地理环境影响的一种表达形式 ,他们因为长期

共同生活于同一方水土而形成相似或相同的民俗文

化义项。不过 ,我们在这儿所要涉及的地理环境影

响 ,已经不仅仅限于自然村落这一较为狭隘范畴 ,而

是指有着相对一致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地理环境的区

域 ,比如某一乡或某一县甚至是数县之中 ,由于相同

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相同的文化历史背景而形成相似

或相同的民俗文化义项 ,从而形成具有内聚力的

“圈”。地理环境的影响可以造成以下两种情形 :第

一是相同的生存生产方式 ,第二是长期的互相交往。

前者形成了同一地理环境之下的具有相同的生活方

式 ,后者则在文化交往方面加速趋同化 ,从而形成相

同的民俗文化圈。比如 ,生活于环湖流域的居民 ,他

们因为自然生存环境的影响 ,形成了以捕鱼为生的

共有的生产方式 ,从而形成了共有的信仰神　和共

有的信仰祭祀节日以及一些相同的禁忌和习俗。而

事实上他们并非居住于同一自然村落 ,甚至也非同

县市。这种情况对于海边以捕鱼为生的渔民也同样

如此 ,只是后者由于自然地理生态环境的不同 ,如季

节的不同、海域情况的不同等 ,从而形成更小更具内

聚力的民俗文化圈而已。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所形

成的民俗文化圈 ,除了上举事例外 ,相同的自然地理

区域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如浙江的温 (岭) 黄 (岩) 平

原 ,其地理区域同一 ,历史文化背景相同 ,当然生存

生产方式也相同 ,从而造成了大量相同的民俗文化

的传承 ,如相同的墓葬和婚姻礼仪等。

41 行政区划的规一

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行政区划的意义有

时是非常重要 ,而且具有某种决定性的作用。从大

一统的中国来说 ,汉民族的完成就得利于秦一直到

汉的长期大一统行政区划的建立。这种行政区划的

建立 ,为划一的行政政策的贯彻落实提供了最直接

也最有利的条件 ,从而为规范、趋同同一行政区划之

内的民俗文化作了导向性的工作。因此 ,长期的同

一行政区划 ,往往导致大小不同意义的民俗文化圈

的形成。不过 ,大小不一的因行政区划不同而形成

的民俗文化圈并不是与所有的行政区划都有着完全

一致的意义 ,它同样还要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和作

用 :一个是在当地具有影响的宗族和文化人 ,一个是

相当稳定的长期的行政区划 ,一个是独立的语言 (方

言)系统 ,一个是相同的地理环境。其中 ,后面的三

个因素 ,若缺乏一个 ,这种因行政区划而建立起来的

民俗文化圈便不会牢固。因此 ,一般的情况下 ,因行

政区划的归一而形成的民俗文化圈 ,大致在县一级

的行政区划到乡一级的行政区划较为稳定。比如

说 ,浙江的武义县是于唐代武则天称帝时从永康市

划区而治的 ,由于长期以来一直作为独立的建置县

而存在 ,从而 ,形成了具有与永康市不同的民俗文化

圈 ,在婚嫁、丧葬、礼仪、语言等方面 ,都有自身一些

相异的民俗文化义项。因此 ,永康人还是武义人 ,对

当地人来说 ,非常容易区别。至于武义县中因 1958

年合并而进入的原宣平县所属的部分 ,则还较为独

立地保持着具有自己特征的民俗文化义项 ,行政区

划归一之前所形成的特征 ,依然被保存着。这说明 ,

行政区划归一所形成的民俗文化圈需要有一个较长

的时间过程。

51 方言的内聚力量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因此 ,对于文化的传播来

说 ,语言的作用和意义是不可忽略的。不过 ,我们这

儿所指的方言 ,并不是指中国实际上存在的十大方

言 ,如吴方言、闽方言、湘方言等等 ,这种巨大的方言

区域 ,由于存在大量的不同的地理环境和辽阔的面

积、众多的人口 ,可能形成一些相似的民俗文化义

项 ,但却不太可能铸造具有内聚力的民俗文化圈。

因此 ,这儿的所谓“方言”,是指在方言的基础上进行

分片之后的各个地方语支 (小片) ,尤其是地方土语。

正是这种方言内的地方土语 ,由于使用者居住区域

相同或相近 ,交往密切 ,并且长期处于同一行政区划

之内 ,因而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在方言的土语之内

所传承的文化往往具有趋一性 ,出现完全相同或相

似的民俗文化义项 ,从而形成民俗文化圈。如吴方

言台州片中的太平话 ,是一种在现在的温岭市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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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清江以北地区通行的土语 ,在讲太平话的处于

乐清市的大荆等地 (北雁荡山区域) ,他们的民俗文

化义项就与温岭市所传承的民俗文化义项属于同一

民俗文化圈 ,他们在婚丧嫁娶以及饮食民俗等方面 ,

都具有相同的义项。这种因方言的内聚而形成的民

俗文化圈 ,在方言岛内表现得尤其明显。这些因驻

防、军屯、逃荒、战乱迁徙、流放或侨居等原因而形成

的方言岛 ,由于自己在迁入之前的语言一直被保存

着 ,从而使原有的民俗文化也一直被保存着 ,形成了

以语言为依托 ,具有内聚力的民俗文化圈。[2] 岛内岛

外截然不同。

以上是形成民俗文化圈的主要原因 ,正是这些原

因 ,使我们感受到民俗文化所具有的鲜明地方个性。

三
民俗文化圈既是一种系统 ,也是一种独特的存

在方式。由于传承是它得以保存的惟一依托 ,因此 ,

对于民俗文化来说 ,传承形态不仅基本上是固定的 ,

传承对象也基本上是固定的。它们在同一家族、同

一自然村落、同一地理环境或行政区域 ,以及同一方

言区之内通过自己的行为、语言传承和认同 ,来达到

建立相同民俗文化圈的目的。并通过同一家族、同

一自然村落、同一地理环境或行政区域 ,以及同一方

言区来保持自身民俗文化圈的内聚力和自己的民俗

文化义项。民俗文化在长期的历史传承过程中具有

相对的稳定性 ,就是民俗文化圈这一独特的存在方

式所决定的。在许多时候 ,它与经济基础没有直接

的变更上的关联 ,在经济基础变更之后 ,依然保持传

统的风貌 ,就是民俗文化圈的功效。因为家族、自然

村落、相同的地理环境和行政区划、相同的方言 ,总

是并不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 ,当然也不随上层建筑

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 ,民俗文化圈是一个相对稳

定的系统 ,这种稳定性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1 长期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的平稳发展

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相对于民俗文化圈来

说 ,长期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的平稳发展 ,是民俗文化

圈得到保存的一个政治和社会背景。从具体表现来

看 ,第一 ,稳定的政治常常使民俗文化圈保持自己的

运行规律 ,换句话说 ,就是没有行政性的政治干预 ,

有的只是引导和善意的改良。第二 ,平稳的社会发

展 ,可以在物质资源方面 ,保证民俗文化圈运行的所

有需要。第三 ,长期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的平稳发展 ,

使家族宗族、自然村落、行政区划和方言的变动减

少 ,从而使民俗文化圈的运行在一定的范围内 ,保持

更加独立的方式 ,保持自身的个性和特色。第四 ,各

种文化的交往相对温和 ,激烈碰撞的方式被避免 ,自

身文化生存空间的选择性较大。以上四个方面说

明 ,长期的政治稳定和社会的平稳发展 ,是从根本上

保证民俗文化圈独立、稳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

21 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所包含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 ,诸如政

治、经济、文化、战争、民族等等方面 ,但对于一个相

对封闭的社会环境来说 ,没有生气的政治或无为的

政治、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缺乏文化交往而独立

生存的空间则是共有的因素。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

当中 ,尤其是对于文化的生存来说 ,自我的累积和发

展是最为重要的一种运行机制。民俗文化作为人类

创造的整个文化形态之一 ,不仅也在完全的自我累

积和发展中生存 ;同时 ,因为它所具有的内聚力和族

群的认同作用 ,还在进一步加强着封闭的社会环境

氛围 ,制造一些更小的社会空间 ,从而使民俗文化圈

具有更加稳定的因素。因此 ,从根本意义上说 ,封闭

的社会环境 ,不仅使民俗文化圈处于相对稳定的状

态 ,同时 ,相对稳定的民俗文化圈也反过来加强封闭

的社会环境 ,形成相互强化的一个生存链。

31 长期不变的生存方式

这儿的生存方式我们主要是指物质的生存方

式 ,包括生产技术水平、生产经营方式等。在传统的

社会 ,长期以来生产技术水平都处于相对较低的状

态 ,手工生产工具象征着生产力的低下 ,以及紧随而

来的贫困、落后、饥饿等等的威胁 ,人们并没有处在

自在生存的阶段。在生产经营方式方面 ,主要是自

给自足。当然 ,这种自给自足并不是完全个体的 ,而

是一种家庭或家族的行为。因为 ,事实上 ,从猴子变

成猿人开始 ,原始人就完全靠族群而生存。费孝通

所说的 ,人只有在群体中才能获得生存 ,就是这个意

思。当人们处于低下的生产工具和必须群体配合才

能有效地生存的时候 ,一种规范每一个人的行为方

式的“规则”,绝对是必不可少的。这种规则就是习

惯法 ,也就是我们的习俗制度。当一种生产方式长

期不变地存在着的时候 ,相关的“规则”,也就不会改

变。更何况这些“规则”,本身也就是一种非生产性

的生存方式 ,是一种与生产性的生存方式具有同样

重要性的社会生活方式。所以说 ,我们的民俗文化

圈的长期稳定存在 ,是与我们长期不变的生产方式

紧密相关 ,不可分离的。

41 独立的生存运行机制

从前 ,许多民俗学者 ,将民俗视同为上层建筑 ,

是一种附着于经济基础之上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

变化的精神文化 ,事实上这是一种只见影子 ,不见本

体的现象。因此 ,从我个人的认识来看 ,民俗是一种

生活方式 ,一种具有不断重复进行特征的独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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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4]这种在重复进行中传承的生活方式 (民俗文

化) ,具有自己独立的生存运行机制。即它具有相对

的传承个人和族群以及口耳相传的传承方式 ,具有

相对的时间和空间范围 ,具有相对的仪式和文化解

释系统 ,具有满足族群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习惯规约

和道德规范价值 ,具有排斥和吸收相异民俗文化的

过滤功能。因此 ,民俗文化不仅是一种可感觉和把

握并进行分类的文化形态 ,它更是族群的一种生存

系统 ,一种以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和谐、健康、

有序、平和方式存在和发展的生存方式。正是民俗

文化所具有的这种独立的生存运行机制 ,使民俗文

化圈获得稳定的保持和发展。

51 具有自身独特的文化功能

从根本上来说 ,这是使民俗文化的价值得以体

现的方式。而事实上 ,民俗文化所具有的族群教化

功能、规范功能、维系功能和调节功能 ,是任何其他

文化样式都无法取代的。在使人这一地球上的高级

动物社会化和文化化的过程中 ,民俗文化起了最初

的教练员作用 ,正是这一作用 ,使每一个人总是以自

己族群的习惯为习惯 ,以自己族群的社会信仰为信

仰 ,以自己族群的生活禁忌为禁忌 ,以自己族群的所

好为爱好。所以 ,从本质意义上说 ,民俗文化独特的

文化功能 ,就在于随时随地去创造一批适应自己文

化习惯并追随自己文化习惯的“信徒”,这些“信徒”

又反过来使自己所“享用”的民俗文化得以完整无误

地传承 ,使民俗文化圈获得超稳定地存在。

正是以上几方面的原因 ,建构了民俗文化自己

的生存体系 ,从外在的社会环境到内在的传承机制

和存在价值等方面都有了自己的运行动力 ,从而保

证民俗文化具有与其他文化样式不同的超稳定的特

征。这种特征 ,不仅使诸如原始社会或前历史社会

在原始人或史前人类中盛行的埋葬自己的亲人 ,在

脖子上、手腕上佩挂饰物和信仰灵魂鬼神等丧葬、服

饰、信仰习俗 ,得到前所未有的保存 ,同时 ,它还几乎

没有多少变化地一直到今天的社会中依然还在传

承 ,还活在我们的族群之中。正是这种超稳定性 ,一

旦成为族群内传承的民俗文化义项 ,并具有内聚的

“圈”的价值功能 ,它便在族群中生根发芽 ,长期生

存 ,成为族群认同的主要方式。

四
民俗文化圈虽然具有超强的稳定性 ,但它也并

不是一成不变 ,保持完全一致的内容。它是一个具

有生命的、运动着的“活”的结构。民俗文化圈这种

“活”的特征最主要的方面 ,就是它的承袭性。

承袭性有两种表达方式 ,一种是民俗文化圈内

部的承袭 ,一种是在民俗文化圈传承过程中空间的

扩张 ,后者 ,我们也可以称它为传播。

民俗文化圈的内部承袭 ,主要以口耳相传和行

为传承为主 ,其中有软性的习俗 ,也有刚性规定。前

者如年节、婚丧寿诞、祭祀、娱乐等习俗义项 ,在承袭

时的规模、内容或形式等方面 ,都可以有一定的伸缩

性。像年节 ,家贫者可以尽可能的简单 ,家富者则可

以奢华。杨白劳在过年时只给自己的女儿喜儿一根

新的红头绳 ,以示红火和去旧迎新 ,过年成了一种象

征 ,但仍然不失为是一种“过年”。婚丧祭祀寿诞和

娱乐习俗等都是如此 ,有人办隆重的寿诞庆贺宴 ,有

人则只有在出生纪念日吃上一碗寿面 ,但纪念意义

却是一样的。这就是习俗的软性 ,它更强调的是民

俗生活方式的象征和仪式意义。而习俗的刚性则是

一种硬性规定 ,是人人必须遵守的仪式或内容 ,如家

族或宗族习俗中的族谱、族规及族祭规定 ,自然村落

中的村规村约 ,一些共同的信仰和禁忌习俗等等。

象族规 ,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家规家法 ,它对每一个

家庭成员都是硬性规定的 ,必须遵守 ,不得违犯的 ,

否则将受到严厉的处罚。信仰和禁忌习俗也是这

样 ,只要你进入某种民俗文化圈之中 ,你就必须遵守

那种民俗文化圈中所具有的信仰和禁忌 ,否则 ,你将

受到族群的唾弃或“神圣”的处罚。

事实上 ,民俗文化圈之中的民俗义项 ,不仅在民

俗文化圈中承袭 ,同时 ,在一定的条件下 ,也向民俗

文化圈的外空间传承 ,这种传承 ,我们称之为民俗文

化的传播 ,是民俗文化圈的一种扩张。因此 ,从一般

的意义上来说 ,民俗文化圈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它作

为一种生存和运行模式 ,有时随着各种条件的变化

而不断地传播和扩张。

首先 ,民俗文化圈的扩张并不是一个向四周如

涟漪般等量的推进 ,而是向四周或某一个方向的不

等量的散射 ,有的传得很远 ,时间延续得也很悠久 ,

有的则很快被其他民俗文化圈中的相似民俗文化义

项所吞噬或涵化。如从汉代时开始传入汉族之中的

所谓胡床 ,对于汉族来说 ,不仅是一种坐具的革命 ,

同时也是一种坐姿的革命。通过魏晋南北朝到唐代

时 ,椅子的雏形产生 ,到宋代时彻底完成。这种可以

垂腿而坐的工具 ,改变了汉族人千百年来形成的席

地而坐的方式 ,同时也改变了入室时“声必扬”和脱

鞋入室的习惯。因此 ,胡床就既传得很远 ,也传得很

悠久 (直到今天) 。胡服也是如此 ,自从赵武灵王变

胡服为我所用之后 ,逐渐地便向四周 ,尤其是向汉族

聚居的区域扩张 ,通过长时期的传承 ,最终改变了汉

族人上衣下裳的服制。但也有很快被吞噬或涵化

的 ,如在南北朝贵族子弟中盛行的男子敷粉 ,随着那

个时代的结束 ,便很快被吞噬。再如一些帝王或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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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姓氏的避讳禁忌 ,也很快随着帝王或官员的退出

历史舞台而被其他人的避讳禁忌所替代 ,涵化于避

讳禁忌之中。

其次 ,民俗文化圈的扩张并不是一种实际上的

民俗文化圈的无限涨大 ,而是一种向外输出民俗文

化义项的传播。一般的情况下 ,一个民俗文化圈在

形成之后 ,总是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这种稳定性也包

括两个不同民俗文化圈之间关系的相对稳定性。因

此 ,民俗文化的扩张实际上常常是一种民俗文化义

项向另外一个民俗文化圈范畴内的传播 ,比如 ,当宋

代的范仲淹建立义庄模式之后 ,义庄这种抚恤族人

的族田族产习俗 ,便很快传入其他宗族之中 ,成了其

他宗族可接受的一项习俗。又比如 ,当南北朝时的

胡国珍笃信佛教 ,要求死后进行斋祭 ,这种人死后做

斋的习俗 ,便向信仰佛教 ,后来也向所有具有中国式

丧俗的民俗文化圈中传播 ,成了被大家所认同的具有

共性也具有个性的习俗义项。正是这种民俗文化的传

播模式 ,使民俗文化圈所具有的民俗文化义项不断增

加 ,内容越来越丰富 ,形式也越来越多种多样。

第三 ,在民俗文化圈的扩张中 ,民俗文化义项的

传播并不是一种随个人主观愿望的随意传播 ,而是

有着种种限制和条件。这种限制和条件包括 :

11 从具有影响的民俗文化圈向周边扩张 ,这种

影响包括某个民俗文化圈所具有的重要人物、某种

民俗文化义项具有更合理或更符合人性的因素等

等。如上举的义庄习俗 ,它所达到的抚恤族人的意

义 ,不仅是因为它的创制者是范仲淹 ,同时 ,也因为

它所具有的合理性和人性因素。做斋或斋七的习

俗 ,则是寄托了对死去亲人的美好愿望和符合人们

对来世或阴间的信仰 ,因而 ,获得广泛的传播。

21 从经济文化发达的区域向后进的区域扩张。

这种情况 ,在现代民俗文化的传播中 ,尤其具有代表

性。如改革开放后 ,广东人率先富裕起来 ,他们在接

受港澳文化或西方文化过程中形成的具有特色或个

性的民俗文化义项 ,便随着他们的技术文化向周边

的扩展 ,成了周边族群的模仿学习对象。如生活方

式中的称谓习俗就是如此 ,像对男性称先生 ,对女性

称小姐 ,对丈夫称老公 ,对妻子称老婆等 ,这些称谓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后 ,对中国的沿海地区及

北方和内地 ,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今 ,先生、小

姐、老公、老婆之类 ,已成为全国许多地方日常生活

中最普通的称呼。又如将公寓称花园 ,将商场称广

场 ,不仅在现在的许多大中城市盛行 ,而且还造成了

称谓上的一些混乱。这些情况说明 ,民俗文化在许

多情况下 ,是由文化发达的先进地区向后进地区传

播扩张的。

31 人口增加并向周边扩张移民 ,从而造成民俗

文化的的传播。人口扩张有许多途径 ,如家族或宗

族的人口增加 ,从而造成人口向周边迁徙 ,分立祠

堂。这种宗族的分裂 ,往往带走原宗族的民俗文化

所有义项。除了宗族的分裂之外 ,村落人口增加 ,扩

张成村镇并蚕食了周边村落 ,从而 ,使民俗文化圈得

以扩大 ,也是其中之一。但不管是宗族的扩张还是

村落的扩张 ,在时空上都是非常有限的 ,传播的距离

也并不远。因此 ,从民俗文化圈扩张和传播的本质

上来说 ,移民造成的扩张和传播 ,是最具有积极意

义 ,也是最为直接和快捷的。历史上移民的方式多

种多样 ,有因战乱而移民的 ,有因天灾人祸而移民

的 ,有因政府组织而移民的 ,有因逃亡而移民的 ,有

因为官一方而移民定居的 ,有因军屯守边而移民的 ,

有因罪谪流放而移民的 ,这些因不同原因而迁入不

同地区的移民 ,他们都带去了自己原有民俗文化圈

的所有民俗文化义项 ,并扩张和传播着自己的民俗

文化义项。有时基本上原封不动地照搬 ,有时则在

与当地的民俗文化义项的碰撞和融合中 ,形成一些

新的或异化了民俗文化义项。如唐代之后从中原陆

续迁到闽、粤、赣、湘等地的客家人 ,就既部分地保持

了古老的民俗文化形态 ,同时又创造了适应生存需

要的新的民俗文化内容 ,成为与当地土著居民不同

的民俗文化圈系统。

民俗文化圈的扩张和传播 ,使民俗文化圈作为
一种地方固定文化形态的同时 ,又具有流动性和运
行的特点。因此 ,我们在把握民俗文化时 ,既不能过
于拘泥 ,也不能忽视它的作为“活”的文化形态的个
性 ,正是两者的结合 ,使民俗文化圈成为一种独特的
文化结构 ,在人们现实文化认知系统中 ,起着任何其
他文化形态都无法取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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