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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民间文化与新农村建设
以华北梨区庙会为例
岳永逸

岳永逸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博士
　　本研究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民俗文化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 ”
(05BSH030)资助。本文部分内容曾于 2006年 3月在中国农业大学举办的“乡村文化与
新农村建设”研讨会上宣读。在此 ,特别感谢参会的钱杭、麻国庆、李小云和赵旭东等诸
位教授的批评意见。

摘　要 :华北中部的梨区曾经“村各有庙 ,庙各有会”。从勾龙传说、娘娘救刘

秀的传说和九龙口传说等不同庙会解释文本的演化可知 ,仪式实践仍遵循传

统的梨区庙会是以官、民为主体的多个异质性群体“共谋 ”的结果。在发展经

济的民俗旅游乌托邦幻象的引诱下 ,这些共有的表述使得庙 2博物馆在当地的

修建成为可能 ,也成为目的各异的官民共同努力的方向。在倡导“新农村 ”建

设的今天 ,从民众的生活逻辑出发来理解传统民间文化 ,并给予其适当的生

存空间乃新农村建设有机的、重要的一部分 ,只有根植于传统文化土壤的新

农村才会有持久的活力。

关键词 :民间文化 　新农村 　民间信仰　民俗旅游　乡村庙会 　传说

一、颓败的乡村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曾一度激发出农村的生机 ,并解决了绝大多

数中国人的温饱问题。民工潮的涌动在部分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同

时 ,也给包产到户后的农村注入了新的活力。万元户、砖瓦房及小洋楼

等的出现 ,都标志着不同年代正确的政策给农村带来的兴旺景象。但

是 ,我们看到 ,除东部部分特别发达地区外 ,在中国绝大多数地方 ,城乡

差距事实上仍然在不断扩大。同时 , 20世纪中晚期以来 ,着意在改造

国民性 ,要彻底“破旧立新 ”的层出不穷的事件、运动的持续作用下 ,新

时期包产到户、民工潮和现代传媒的普及 ,使得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公民

的农民自主性增强、自我意识提升的同时 ,也孕育、促生着以自我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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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狭隘的个人主义 ,并在乡村普遍形成了无公德的个人、孝道的衰

落、信仰世界的坍塌、具有监督价值的公众舆论的沉默和灰色势力的混

杂等“村将不村 ”“人将不人 ”整体的社会事实 (阎云翔 , 2006;董磊明 ,

2007)。一项调查表明 ,在乡村 ,凡此种种变化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孝道

的衰落上 ,有 53%的子女对父母感情麻木 (李彦春、翟玉和 , 2006)。

显然 ,时下所提的“新农村 ”建设不仅应是与经济发展相关的数字

增长和“破旧立新 ”,强调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更应与有着

数千年农耕文明历史和儒家文化影响的“旧 ”农村的传统相衔接。只

有根植于传统的“推陈出新 ”和“扬弃 ”,才会使新农村建设不流于形

式。因此 ,对乡村传统文化的考察和理性认知也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事实上 ,合理利用乡村传统文化并发挥其良性功能是新农村建设

的有机组成部分 ,甚至是新农村建设是否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本文以华北腹地的梨区为例 ,考察在以科学、理性为主导的主流话语

中 ,仍以本土民间信仰活动为核心的乡村庙会存在的策略及其对乡民

生活和新农村建设的意义。

本文中 ,乡村庙会指“庙宇建筑、所供神灵、神媒、信众、香烛纸炮、

庙戏及庙市和各自相应的传说故事等基本质素的综合叙事 ”(岳永逸 ,

2004a: 23)。对于封建统治者而言 ,这些散布乡野未被官方归整收编、

在民间自发形成的庙会是与“正祀 ”相对的“淫祀 ”。在 20世纪以来的

主流意识形态中 ,乡村庙会长期被定格于落后、愚昧 ,是与现代教育相

抵触并需要清除的“封建迷信 ”。但是 ,在当今经济全球化而文化个性

化的背景下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反复证明其存在必然性的语境中 ,

乡村庙会则有可能成为表征民族文化特色的民间文化或民间文化遗产

(或曰非物质文化遗产 )。

本文所用的材料均来自笔者 1999年以来田野调查的资料。鉴于

已有的对梨区铁佛寺庙会 (岳永逸 , 2004a: 1132130)、娘娘庙会 (岳永

逸 , 2004b)、龙牌会 (岳永逸 , 2005b)等仪式的详细描述 ,本文将侧重对

与庙会仪式相关的解释文本进行解读 ,探究这些乡村庙会与时俱进的

特点 ,以及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

二、“村各有庙 ,庙各有会 ”的梨区

距河北省石家庄市东部约 50公里的三县交界处 ,有 50多个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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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约 8万人口 ,都密布在滹沱河的故道上。如今 ,这块历史上天灾人

祸频繁的平原已经发展成为以产梨为主的果林区 ———梨区。梨区密布

的村庄多是杂姓村 ,聚居的人口常有数千 ,年龄在 50岁以上的长者约

有 1 / 3。与 1920年代新河县各村村庙状况 (傅振伦 , 1930)和 1940年

代日本人调查的与梨区相距不远的寺北柴村村庙 (中国农村惯行调查

刊行会 , 1985: 42244, 152)状况大致相同 ,直至 20世纪二三十年代 ,梨

区各村庄几乎都有形制简单的老母庙、关帝庙、三官庙、真武庙、玉皇庙

和五道庙等村庙。昔日这些形制不一的村庙不仅是一个村的界碑、景

观 ,也成为村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与村民的生老病死、财吉祸福有着

不同程度的关联 ,并且几乎每个村庙都有自己的信仰群体和规模不等

的庙会 (岳永逸 , 2004a: 762103)。

改革开放以来 ,梨区的经济状况、生产生活条件和自然景观等都有

了较大的改变。相对安稳的生活 ,“父母在 ,不远行 ”、“养儿防老 ”、“千

好万好不如自己家好 ”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 ,加之产梨的劳动密集

型生产性质和与梨生产、销售配套的梨箱厂、梨袋厂等工厂的存在 ,使

梨区的青壮年人较少出远门打工。现今梨区人的婚姻不但出现了向村

内收缩的趋势 (赵旭东 , 2003: 48254 ) ,还大面积存在给孩子“换小

贴 ”———娃娃亲的现象 (岳永逸 , 2005c)。

虽然梨区已多是砖房 ,楼房也在日渐增多 ,外观形制有着鲜明的现

代气息 ,但梨区人的家居仍然是一个圣化空间。家神、观音、关公、三皇

姑、九莲圣母 ,甚至毛泽东的神马也散见于不同人家的主屋 ;路神、门

神、土地爷、灶神、仓神、马王以及厕神等则循规蹈矩地分布在“行好 ”

人家家中不同的角落。一般而言 ,对于这些神灵 ,家中长者会在春节等

特定日子例行性地烧香祭拜。

梨区并非只有本土长久传承的信仰。在梨区 ,尽管天主教仍在相当

有限的范围内传播 (按照现今官方的统计 ,教徒仅约占梨区总人口的 2.

6% ) ,但它在这里已经传承了近两百年。梨区信奉本土民间信仰的中老

年人常自称“行好的”,而将天主教徒称为“奉教的 ”。信仰本身具有的

排他性和在现实世界中“不公 ”的待遇 ,使原本就拥挤的梨区充满了张

力 ( tension)。天主教是政府认可的合法的“制度性宗教 ”,改革开放

后 ,梨区的天主教堂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修复 ,奉教的信仰生活也公开

化。与之相异 ,占梨区人口绝大多数的“行好的 ”信仰活动仍处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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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迷信 ”的阴影之中 ,修复或新修庙宇多数仅仅是一种奢望。但是 ,

这反而使得“行好的 ”总是尽可能把本村老辈人旧有的庙会搞得红红

火火。连同附近非梨区的个别村落 ,主要由梨区各村中以老年人为主

体的“行好的 ”人们围绕特定的神灵、村庙形成了近百个庙会组织。在

不同的时日 ,这些庙会组织纷纷与自己往来密切的庙会互串“过会 ”,

互相敬拜、唱诵对方的神灵 ,形成了一个存在交换和礼尚往来的“庙会

圈 ”,少有村庙的梨区也就时常弥漫着经文唱诵声和袅袅香烟。为了

给自己的信仰和仪式实践正名 ,寻求合法性 ,“行好的 ”,包括给人看香

治病的“香道的 ”(岳永逸 , 2008)人们在内 ,纷纷到政府认可的附近的

佛寺中归依 ,或者加入道教协会 ,寻求合法的公民身份。

仍在传播的神灵惩戒不敬者传说的象征恐怖主义 ( symbolic

terrorism) ,使梨区绝大多数基层干部仍然是本土信仰这个“集体信仰

者 ”( a community of believers)中的一员 (Chau, 2001: 972101)。作为生

活世界中的个体 ,梨区基层干部大多对神灵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在乡

村庙会的现场扮演了“消极缺席者 ”的角色 ,变相地为有着“看香 ”、祭

拜、求子、还愿等“迷信 ”色彩的庙会提供了较为宽松的环境。而从不

同岗位退休还乡的、有着城里人和乡下人双重身份与角色的部分老人

虽不信神 ,却也遵从乡里人的习俗 ,加入到“行好的 ”群体中 ,并在相当

意义上拥有对庙会的解说权 ,成为庙会现场参与者中的“消极膜拜者 ”

(岳永逸 , 2004a: 1352136)。

自 1990年代初期以来 ,注重实地调查研究的学者也纷纷来到梨区

进行调查研究。在这股潮流中 ,仅仅是梨区庙会体系中的龙牌会成为

学界经常书写的对象 (刘其印 , 1997;王斯福 , 1997;刘铁梁 , 2000;岳永

逸 , 2005a;高丙中 , 2006;赵旭东 , 2006; Zhao & Bell, 2005) ,并伴随学界

的书写而日渐“成长 ”、与时俱进。正是有学者、媒体的变相参与和支

持 ,在仪式内容上与传统并未有本质不同的龙牌会 ,先是在 2003年修

建起了“庙 ”,后又在 2005年成功地申报为河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 ”。2006年庙会期间 ,写有“热烈庆祝龙牌会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

产 ”的横幅醒目地出现在二月初一游行队伍的第二位 ,紧跟令旗之后 ,

人们也于当年专门在龙祖殿前勒石纪念此事。从 2007年起 ,“龙牌

会 ”就在努力地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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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乡民的策略 :“庙 2迷信 ”与“博物馆 2文化 ”之间的转化

今天 ,受龙牌会的感染和鼓舞 ,梨区的不少庙会都在尽可能地争取

其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行好的 ”人们到佛寺皈依、庙会期间将毛

泽东的神马供奉在显眼的位置、欢迎学者前往调查、领导莅临指导等都

是处于弱势的乡民的策略之一。当庙会作为一个村落的中心事件吸引

了多数人的注意 ,并认为对村落有益时 ,村落中的不同人都会为庙会贡

献自己的力量。这时 ,对一个庙会也就有着多种表述。赵宗福 (2002)

指出 ,一个庙会的解释文本可分为地方文化精英、神职人员和以农民为

代表的纯下层民间三个层次。以农民为代表的纯下层民间 ,所表述的

是祖辈相传的口耳之学 ,具有地方化、合理演义化、无限神圣化、复合化

和模糊化等特点。神职人员则以相应的宗教经典为主体表达方式 ,接

近于民间话语。其实 ,关于庙会的“学术普通话 ”同样也是庙会解释文

本的一个层次。而且 ,地方文化精英的解释文本在逐渐向学术普通话

靠近 ,并以知识界通行的术语更新原有的地方口耳相传的民间语汇 ,或

用学术普通话语法重新组合他们自认为土气、落后的传统表述。

(一 )龙牌、勾龙与人祖之间的三级跳
“龙牌是勾龙 ”这一如今已经成为龙牌会起源之正统说法 ,是 1990

年代初 ,范庄的文化人 (退休在家的和在外工作的 )在对龙牌会的民间

模糊表述基础上附会的结果 (岳永逸 , 1999)。该说法之所以成为龙牌

会解释文本的主流 ,主要因为对文字的敬拜使自认为读书少的范庄人

相信这些识文断字的文化人的说法有道理。在目睹这一解释文本给龙

牌会带来了众多的调查研究者、新闻工作者 ,并由此产生了众多的益处

后 ,长年供奉龙牌的会头也就逐渐认同了这一起源解释。而且 ,从其诞

生之日起 ,这个包括盘古开天辟地、共工颛顼之战、女娲补天、洪水神话

等远古神话原型在内的规范化的解释性传说就被固化在大木板上。十

多年来 ,每年龙牌会期间 ,这个大木板都放在庙会现场显眼的位置 ,供

局内、局外之人反复阅读。由此 ,新造的神话传说长期被学界误读为范

庄人的信史 ,并进一步拔高 ,认为龙牌会是“祖龙崇拜 ”、“图腾崇拜 ”的

活化石、活标本 (刘其印 , 1997)。

学者的调查研究又及时回归范庄 ,研究者的文章先后在 1997年和

2003年被当地人编印成册。范庄的文化人向学术普通话靠近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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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直接影响到当地“行好的 ”人们的表述。近五、六年来 ,在龙牌会中

影响日渐增大的一位“香道的 ”人士就多次强调 ,龙牌会弘扬的是龙文

化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是真的、善的。龙牌会宏扬“龙的精神 ”已

经成为范庄人的共识。这样 ,新时期新造神话传说经过地方文化人和

外来学者的共同努力 ,完全融入到意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神话体系

之中。同时 ,在开发民俗旅游以发展地方经济的幻象下 ,龙牌会也获得

了广泛的社会合法性。这使得在 Z县县委门口、有着公安身份的门卫

都知道龙牌会是民俗 ,是民间文化 ,而梨区其他与龙牌会一样的庙会都

是“迷信 ”(岳永逸 , 2005b)。

尽管因为交通仍然不够便捷、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稀少、能为地方

带来经济效益的民俗旅游业资源的缺乏 ,使得当地人对旅游经济的前

景感到渺茫 ,但镇、县政府却对龙牌会这一“民俗 ”充满了期盼。2003

年 , Z县县政府专门成立了龙文化博物馆一期工程落成典礼的领导小

组 ,时任县长担任领导小组组长 ,并下发了“龙文化博物馆一期工程落

成典礼安排意见 ”的文件。乡村人生活的实际需要、文化的造势和上

报政绩的要求 ,合力使得三位一体的“龙文化博物馆 2龙祖殿 2龙祖庙 ”

在 2003年成功修建 ,同一座建筑物在不同人的表述中有了自己认同的

称谓。虽然修建经费完全是从“行好的 ”人们那里集资、募捐所得 ,但

龙牌会已经被镇政府作为振兴该镇经济的龙头 ,还制定出了遥遥无期

的龙文化博物馆二、三期工程的宏伟蓝图。

1 http: / /www. hebnet. net /mag1 /20010404 /colart8444. htm

2 http: / /he. peop le. com. cn /GB /channel5 /26 /200409 /08 /1571. htm l

实际上 ,由于学者、新闻传媒参与而造成的龙牌会越来越大的社会

影响 , Z县县政府早在 2001年就希求这种长期被官方话语贬斥的乡民

“陋习”能带来经济效益。当时的县长曾撰文 ,认为龙牌会是可以发展旅

游并促进 Z县经济繁荣的“人祖文化 ”。1到 2004年 ,与政治合拍的媒

体进一步造势 ,将作为“民俗风情活动 ”的龙牌会视为可以领跑 Z县县

域经济的“朝阳产业 ”。2正是因为能在不同层面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 ,

在近十多年来 ,原本一个在十多户人家家居中供奉龙牌的龙牌会 ,不但

其仪式表演场域实现了从私人空间向公共空间的转变 ,仪式实践并无

本质变化的龙牌会也实现了从“私密 ”到“公开 ”、从“非法 ”到“合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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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变 ,完成其在当代社会与语境中的“成人礼 ”。与之相伴 ,不但龙

牌的外形逐渐长大 ,木制龙牌所承载的象征意义及期盼也无限膨胀 ,实

现了从木制的龙牌到另劈天地、排山倒海、治水造田、栽培谷物的勾龙 ,

到中华民族的祖先、人祖 ,直至到要被扶持并受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 ”的跃进。

犹如一架古式钢琴 ,龙牌会被不同人群用不同的曲调演奏着。接

受了所有这些表述的龙牌会也就统合着价值观念、利益追求与情趣迥

异的异质性群体。反之 ,这些异质的行动主体都表述着自己认同的龙

牌会。这样 ,在仪式层面仍然保留着烧香拜佛等形式的龙牌会得以大

张旗鼓、热热闹闹地举行。

(二 )刘秀走国与汉文化博物馆 :传说的物化
龙牌会看似顺利的生存空间的获得方式鼓舞着梨区其他庙会 ,梨

区 C村的娘娘庙会正经历着类似的演变。

据传 ,在汉代 , C村姑娘救了逃命的刘秀 ,但却因谣言诽谤而自杀 ,

成为皇帝的刘秀对其封赠后 ,该庙会就传衍下来。事实上 ,就在近十多

年里 ,这个与娘娘庙会有些关联的“原生态 ”解释性传说发生了下述转

换。 (1)匿名的村姑变成了贾亚茹 ; ( 2)送饭归来变成了送饭途中 ;

(3)村民的诽谤主要变成了家母、兄嫂的责骂 ; ( 4)出现了出生于 C村

附近的东汉大将耿纯和贾亚茹的父亲贾玉浦 ; (5)皇后娘娘变成了昭

济圣后 ; (6)庙变成祠 (岳永逸 , 2005b)。

由于变化后的传说是 Z县有名的文化人整理而成的 ,且还引用了

地方志和《后汉书 》来证明这是发生在 C村的真实事情 ,因此 ,娘娘庙

管理委会特意将其整理的文字印刷出来 ,发给前来调查采访的人 ,并摘

其精要印成单页 ,散发给过会的香客。最为重要的是 ,在 2002年 ,根据

这个整理、规训后的传说 ,庙会新绘制的 12幅神马在开光后挂进了庙

会期间的神棚 ,“连环画 ”式地再现了这个传说。当年娘娘庙会期间 ,

外村的香会、香客 ,本村的老人小孩 ,无一不驻足于这些重述娘娘事迹

的神马前 ,传单亦在人们手中传递 ,贾亚茹的形象及其善行得到了极大

的渲染 ,“积德行善 ”被充分强调。在他者面前 ,不仅是贾姓村民 ,所有

C村村民都自豪地将贾亚茹称为自己的“老祖宗 ”,强调过会就是在继

承、弘扬老祖宗的传统美德 ,庙会染上了浓郁的祠祭色彩。原本还有的

与娘娘有关的求雨等其他灵验传说退居幕后 ,匿名的娘娘也渐渐被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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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人忘却。

通过在庙会这种仪式场合对娘娘传说的立体化重现 ,在冀中平原

普遍的“刘秀走国 ”传说被定格于此 ,成为 C村人真实的历史 ,并强化

着庙会某一方面的意义 ,即将庙会与自己的日常行为和操守联系起来。

不论是村干部还是普通村民都强调 ,因为信奉娘娘 ,村里这些年来没有

打架斗殴的现象。村干部格外强调 ,娘娘庙会使 C村与他村不同 ,村

民从来都没有拖欠国家税收和违法乱纪等现象 ,基层工作很容易展开。

对于老年人而言 ,娘娘庙会有着更为特别的意义。除了庙会期间能看

戏 ,见到故交 ,他们更高兴的是娘娘庙会让年轻人记得老祖宗 ,教年轻

人学好 ,积德行善。除感受到庙会现场神秘、神圣的气息 ,学到课堂上

根本不可能讲授的“地方性知识 ”外 ,包括中小学生在内的年轻人也同

样感受到比过年还要热闹的、自由而欢快的氛围。

就这样 ,庙会、传说和村民三者之间彼此互动 ,任何一方同时升华

着其他两方 ,互相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舍己救人、积德行善同样是

现代社会倡导的美德 ,展现这一传统与现代社会共认道德的“刘秀走

国 ”传说和娘娘庙会将家与村、村与国、民与官、主流与非主流统合了

起来。明初 ,有关宦官刚铁的传说被后来的宦官群体通过为其树碑、修

祠、立传 ,完全将其历史化、具像化 (赵世瑜、张宏艳 , 2000)。与此相

近 ,“娘娘 ”贾亚茹救刘秀的口头传说在 C村被村民借庙会这个传承性

的仪式行为进一步实体化 ,取代了匿名村姑成为曾经在 C村生活的真

实人物。

龙牌这个男性神先被升格为范庄人的祖先、再升格为中华民族的

祖先 ,直至升格为人祖。同样 , C村人也将娘娘这个女性神说成是自己

的老祖宗 ,再联系娘娘被封为“昭济圣后 ”的传说 ,娘娘也成为“母仪天

下 ”的国母。但是 ,娘娘救刘秀的传说仅仅是“刘秀走国 ”传说中一个

十分普通的异文而已 ,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尹虎彬 , 2003)。由于刘

秀是皇帝、天子 ,有着正统性 , C村人遂极力挖掘该传说的潜在价值 ,

以求为娘娘庙会谋取历史、社会与文化的合法性。自然 ,村民原有的其

他不同表述被有意遗忘。这个规训后的神话传说也就顺理成章被当地

文化人纳入到意在建构民族 2国家这个“想像的共同体 ”(安德森 ,

2003)的神话体系中。

这样 ,对于娘娘庙会 ,代表官方的村委与村民之间有了更多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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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村委不但对娘娘庙会鼎力支持 ,还与庙会组织一道积极申请 ,希望

能建成“刘秀走国汉文化博物馆 ”,最终发展民俗旅游、促进地方发展。

C村“行好的 ”人们的逻辑很简单 :娘娘庙会是老祖宗留下的 ,是生活

中需要的 ,只要庙会能光明正大地办下去 ,只要有一座被专门用来烧香

磕头的像样的建筑物就行 ,建筑物能够有什么样的称谓已经无足轻重。

正如娘娘庙会会首们自己所说 :

1引文摘自 2002年娘娘庙会会首与笔者的通信。

我们水祠娘娘庙会 ,自改革开放以来 ,都是这样举办的 ,

特别是 2001年和 2002年 ,两年更为隆重。村民们都说这样

举办的庙会好 ,宣扬的是我村的历史、文化 ,是本村的实事。

在那时 ,咱村的妇女就有舍己救人、助人为乐的高尚情操。虽

然水祠娘娘贾亚茹的事迹已过多年 ,但村民们愿意宣扬历史 ,

教育后人 ,继承先人舍己为人、助人为乐的光荣传统。1

(三 )佑民与护国 :乡民的国家
事实上 ,梨区的每个庙会都在给自己的生存寻求社会、文化以及法

律、行政等多重合法性 ,而这些合法性又是以神灵的灵验为基础。只不

过这种对合法性的寻求仅限于地方的灵验传说常常天然地与国家的兴

旺、昌盛 ,与大传统不露痕迹的联系起来 (岳永逸 , 2003)。离乡民生活

很远的国家成为乡民表述自己的一种策略 ,被乡民表述的国家是需要

与他们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神灵来庇护的。由此 ,村庙的重修、神灵的

礼拜、颂扬也就成为村民的“国祭 ”,村民观念世界中的地方性、个体性

的信仰行为也就具有了更广泛意义上的合法性。

在 1994年重修的梨区 L村老母庙壁上 ,刻写的《重修老母庙记 》

交待了作为显圣物的老母塑像“出土 ”后的灵验 :“几年来 ,白叟黄童 ,

凡有所请 ,无不灵验。謦 　瞬间福及生灵可见 ,数例奇患 ,顷刻痊愈。

顶礼膜拜者 ,门无虚日。庙祝三妇 ,侍迎香客 ,累喘不息 ”。不仅如此 ,

这个仅一间小屋的村庙之所以要重修 ,还因为这个偏居一隅的老母使

“国家兴旺 ,庶民安宁 ,梨果满园 ,屡丰告庆 ”。

由地方精英主导完成并被进一步具像化的、与乡村庙会关联的神

话传说有着明显的虚饰与提升痕迹 ,但这却完全是迎合大的语境而自

然发生的变化 ,并给庙会的参与诸方带来或多或少的益处。因此 ,被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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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化的、并力求与当今主流意识形态联姻的这些神话传说也就成为各

方都接受的共享文本 ,但是 ,与此前的“原生态 ”神话传说的重现一样 ,

它依然叙说着“发生在时间开头的原始事件 ”(伊利亚德 , 2002: 49) ,并

建构着属于乡村和乡民的民族国家 ,或者说显现着乡民认为的民族国

家应该有的表征。

博物馆是官方的 ,是标志现代文明及其姿态的东西 ,其意义不仅在

于其内部静物的展示 ,博物馆的修建动作就意味着现代对于过去、传统

所谓的尊重。村庙是民间的 ,是乡民对自己的世界与宇宙的建构 ,体现

的是乡民的宇宙观和自我认知 ,是乡村人文景观不可或缺的部分 ,是乡

村的地标 ,也是千百年来乡民在无助时寻求心灵安慰的地方 ,更是主流

意识形态长时间视为危险、愚昧的所在。但是 ,在今天发展经济、保护

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语境下 ,二者却相互献媚式地走近。有人将博物

馆与村庙之间的“合体 ”动作归结为学界 (包括媒体 )的参与、村民

(“行好的 ”人们与地方精英 )的努力、政府机构的支持与通融 (岳永逸

2005a) ,认为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多种紧张关系在某个具体的情境中得

以缓和、解决的过程 ,是传统社会的“双名制 ”激活后运用于公共事务

领域的一种政治艺术 (高丙中 , 2006)。但是 ,这种献媚式的走近和相

互妥协、迁就还有一种深层的动因 ,那就是矛盾对立的双方对文化与经

济拉郎配式的民俗旅游的乌托邦想象。

四、民俗旅游的乌托邦 :民间之神与官方之鬼的博弈

当今 ,表面兴盛的民俗旅游事实上是全球化背景下权力政治、资本

与地方性文化之间共谋的结果 ,是一种后现代文化现象 ,服务于民族 2
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诉求 (刘晓春 , 2001)。在龙牌会、娘娘庙会那里 ,建

博物馆并发展民俗旅游是乡民主动谋求庙会生存的策略之一。但是 ,

对于梨区的铁佛寺庙会而言 ,民俗旅游却成为官方对民间的一种收编、

整合策略 ,成为官方改造、渗透传统乡村庙会的手段 ,成为官方之“鬼 ”

与民间之“神 ”博弈的棉里针。

铁佛寺庙会是一个历史悠久、规模远大于龙牌会、娘娘庙会的一个

区域中心型的乡村庙会。铁佛寺位于两州三县四村的交界处 ,一个名

叫九龙口的地方。传闻燕王扫北时 ,原本打算定都于此 ,但地下冒出的

三尊铁佛占据了这块风水宝地 ,于是 ,燕王只好北移了七百多里修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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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如今九龙口虽然梨树环绕 ,但梨树并没有侵吞原本铁佛寺庙宇旧

址所在的数百亩的领地。

建国之后 ,基层政府一直力图控制庙会。在旧、落后、错误、迷信与

新、先进、正确、民间文化等多重对立语境的制约下 ,官方与民间、国家

与社会在这里展开了一系列暗含妥协、冲突的对话、交流。在巴赫金意

义上的“复调 ”叙事中 ,官民双方各自都有着自己的公开语本和隐蔽语

本 ( Scott, 1990)。

官方对铁佛寺庙会的参与和渗透在不同时期表现亦不相同。在拉

锯战式的长期较量中 ,双方都表现出自己的韧性。政府的干预最初是

强权支配下的暴力 ,是彻底的“破 ”。土改后 ,没有商榷余地 ,铁佛寺庙

会被官方明令禁止。改革开放后 ,尽管国家的一些基本方针发生变化 ,

但在基层政府的眼中 ,位于“边缘 ”的铁佛寺仍然随时都可能失范、越

轨 ,是危险的所在。1980年代初期 , Z县公安人员在庙会期间曾鸣枪

示警 ,禁止过会。但是 ,这并未能阻止远近“行好的 ”人们过会 ,而且还

在铁佛寺庙宇的废墟上陆续地为各自信奉的神灵修建起了形制简陋的

小庙。

在 20世纪的最后十年 ,“行好的 ”人们在九龙口建庙达到高潮。

1999年 ,这里的大小庙宇多达 23个。民众这种冷眼向阳式的固执给

他们自己的热情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2000年铁佛庙会前夕 ,拥有推

土机的官方在夜间摧毁了这些庙宇群。当年 ,河北省省会精神文明办

公室下发的“省会精神文明建设简报 ”表彰了 Z县“以拆除农村非法庙

宇为突破口 ,集中精力打击封建迷信活动 ”所取得的成绩。与以往不

同 ,民众此次对政府“权力 ”强行的公开语本是沉默、退让 ,但其隐蔽语

本仍然坚强有力 ,“夜晚推的 ,大家都不知道 ,只是到了第二天才看见 ,

要是在白天 ,可能就不那么容易推了 ,多可惜呀 !”官方毁庙成了 2000

年更多“行好的 ”人们前来过会的动因 ,人们纷纷在废墟上搭建茶棚过

会。在这场“精神文明 ”对“封建迷信 ”的战斗中 ,官民都以自己的方式

给本土民间信仰的神灵“正名 ”:在民间 ,这些偶像是万能的、能明察秋

毫、助善惩恶 ,代表公正、平等、自由和心想事成的“神 ”;而在官方 ,这

些偶像则是邪恶的、愚弄百姓、影响社会进步 ,扰乱一方治安与秩序的

“鬼 ”。虽然方向相反 ,但双方都表达出对两位一体的“神 2鬼 ”的敬畏。

官方的公开语本不仅仅是强力。在 2000年庙会期间 ,官方散布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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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重新组织修建铁佛寺 ,要把这里开发成一个梨园民俗度假村 ”

的消息。正是通过重修寺庙和民俗旅游这一乌托邦的安抚 ,官方进一

步深入到了铁佛寺庙会的内部。在继续赶会的前提下 ,在修复一个更

好的铁佛寺的图景下 ,官民双方无言地达成妥协 ,如今已存在数年的庙

会指挥处就是这种妥协的产物。作为官方的代表 , X村村委会是直接

参与铁佛寺庙会的官方力量。在庙会指挥处的 4名成员中 , X村东、西

两会的会头各 1人、X村村委会派 2人。作为非制度型的民间权威 ,会

头负责庙棚中的事务 ,并成为村委会安定人心的一面旗帜 ,民间权威多

了些许官方人的属性。作为官方的代表 ,村委的 2人则负责庙会期间

的集市、安全保卫 ,并监管整个庙会 ,尤其是在庙会期间 ,带领临时雇佣

的年轻人收取集市各摊位的“税 ”,为庙棚中的敬拜活动 ,也为整个庙

会“保驾护航 ”。同时 ,庙会香油钱的收支、庙戏的写定与戏价、摊位的

税额、电力的输送与电价等决定权都直接掌控在村委领导手中。

虽然没有一分钱的财政拨款 , 2002年 4月初八上午 ,县有关领导

参加、并由县广电局记者摄像的“Z县梨园民俗度假村 ”的奠基仪式让

“行好的 ”人们激动了一些日子。官方的渗透也就在这些人的激动中

默默地延展。由此 ,铁佛寺戏台柱子上的对联被重新书写 ,由 1999年

的“文成武就虚富贵 ,男婚女配假风流 ”换成了 2002年的“千年古寺重

放异彩 ,万代文化永存光辉 ”。显然 ,前一幅对联更具有民间的色彩 ,是

社会的 ,是民众自己对生活、戏剧的感受直白 ,在调侃中诉说着唱戏与

人生的真谛 ,指向的是一个“戏 ”字。但或者正是因为这幅对联太具哲

理性 ,反而没有了地方特色 ,尤其体现不出“积极向上 ”的精神。替换

后的对联则有着浓郁的官方色彩 ,是国家的大政方针在民间的简化、演

绎与宣传 ,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和“积极健康 ”的内涵 :重建古寺 ,发扬

传统文化 ,开发民俗旅游 ,提高百姓经济收入 ,丰富百姓精神文化生活 ,

等等。不仅如此 ,铁佛寺的性质也在置换后的表述中发生了变化 ,得到

强调的是“千年 ”古寺 ,而铁佛寺庙会则成为“永存光辉 ”的传统文化。

这样 ,与龙牌会、娘娘庙会一样 ,铁佛寺庙会也是先通过其解释文

本的转换而纳入到民族国家的神话体系中 ,以此为其正名。而且 ,这次

转换是由官方主导完成的。对联替换的动作似乎表明国家对民间社会

的控制加强了 ,但与之并行不悖的是 ,在这块荒野之地 ,人们继续跪地

磕头、烧香烧纸、看香求神。尽管异梦 ,官方的“民俗 ”(旅游还只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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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想象 )和民间的“信仰”友好地在九龙口同榻而眠 ;或者伴随国家力量

的有效渗透 ,乡土中国民众的宗教生活仍然处于“文化碎片的再循环”阶

段 ,有了渐变的传统依然能够循环再生 ( Siu, 1997)。2008年 3月 ,笔者

再次来到九龙口 ,在这里 ,不但政府承诺的梨园民俗度假村没有了踪影 ,

更让人惊讶的是 , 6年前政府规划要重修的“千年古寺”又再一次被附近

不同村庄“行好的”人们修建的形制不一的 21个小庙所覆盖。

五、传统之脐与新农村

事实上 ,包括龙牌会、娘娘庙会、铁佛寺庙会等在内的梨区庙会的

生存策略及其现况与梨区过去传统和现在的社会环境相连 ,也与其经

济生态和自然环境相连 ,同时也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大政方针紧密相连 ,

并深受其影响。在迷信与文化两可语境的规训下 ,梨区庙会围绕神灵

的仪式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但与这些神灵、仪式相关的表述则主动进

行了与主流话语、大政方针相符的调适 ,官民双方之间仿佛更多的是理

解与求同存异 ,而非简单的对抗。

作为乡村传统文化的集中展演 ,作为一种通过仪礼和群体性的地

方庆典 ,与农耕文明相伴的乡村庙会虽然有着诸多与现代科学、文明不

相合拍的“看香 ”等因素 ,但它却在乡民的生活世界中有着重要的意

义。它不仅给个体人新的能量 ,给村落新的荣光 ,也给自然交替以力

量 ,使人、村落、自然免于失范的危险 ,对乡民生活世界或有意或无意地

进行着规束与重整 ;而今天的乡村庙会组织已经有了讲究公共性的契

约连带关系的俱乐部性质 ,并满足了多数老年人精神生活的需要 ,也给

并不热衷于此的年轻人以“根 ”的感觉 (岳永逸 , 2004b)。

早在 80多年前 ,在目睹妙峰山庙会的盛况后 ,顾颉刚 (1928)就精

辟地总结到 ,庙会是“民众艺术的表现 ”,是“民众信仰力和组织力的表

现 ”,如果要想把“中华民族从根救起 ”,就必须先了解这些民众艺术、

民众的信仰力和组织力。在一定意义上 ,新农村建设的重点正好是乡

村组织的重建与文化的重建。无论是对于乡村组织的重建还是乡村文

化的重建 ,有着传承和生命力 ,并且一直是梨区人生活方式的庙会都为

这些重建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作为地方群体性的庆典 ,龙牌会、娘娘庙会和铁佛寺庙会都有着严

密的组织机构 ,参与人众 ,且分工明确、各司其职 ,庙会现场热闹非凡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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秩序井然。如自改革开放后恢复以来 ,龙牌会组织的核心除轮值的 19

户会头之外 ,多年来它的组织机构还包括正、副会长、伙房、龙棚、什好

班、文宣、外事、戏班、烧水班、会计组、烟火班、保卫组、库房和后勤等部

门 ,共计约 40余人。2004开始 ,龙牌会的组织结构中还出现了女会

长。由于组织者明确抱着为诸神“当差 ”的精神 ,集中体现神的灵力、

善行的组织者也就有着好的口碑与号召力 ,这实际上是今天失去向心

力和凝聚力 ,无组织而且散漫的多数基层乡村所严重匮乏的 (董磊明 ,

2007: 1742202)。相反 ,很好地结合了娘娘庙会的梨区 C村不但没有打

架斗殴 ,而且从来都没有拖欠国家税收和违法乱纪的现象 ,基层工作在

这里很容易展开。庙会时 ,神马前精美的面供制作 ,远近村落前来进行

娱神娱人表演的地方色彩浓厚的拉碌碡、秧歌、鼓会、梆子戏等乡村艺

术 ,更是民众才情的集中展演和孩子们的乐园 ,以至于在很长时期 ,传

播现代科技文明的当地中小学遇到这些庙会都不得不放假 ,因为这时

孩子如果逃学 ,父母是不会责难的 ,人们会说 :祖辈都这样 ,庙会时 ,谁

都去。书本之外的地方文化、价值观念与伦理道德就在庙会这样的场

域中 ,在耳濡目染后得到了身体力行的传接。

事实上 ,今天的新农村建设与数十年前的废庙兴学、乡村教育、送

知识下乡、新近的送戏送温暖下乡等有着本质上的相似性 ,即要从形式

和内容上多管齐下地改造民众 ,使其生活富庶 ,精神健康 ,体魄强健 ,成

为与素质似乎高些的“都市人 ”“文明人 ”一样的“人 ”。但是 , 20世纪

前半叶多种形式的“到民间去 ”,要改造民众观念的运动多数都流于一

种浪漫的抒情、天真执着却不免一相情愿的想象 (洪长泰 , 1993)。也

就是说 ,这些留有良好愿望但却我行我素的改造是失败的 :医院有了 ,

赤脚医生都服务到每家每户了 ,但人们还是要向神灵求子 ,向神灵求平

安吉祥 ;种地机械化、科技化了 ,但人们还是会在旱年向龙王求雨 ;电

视、报纸、图书馆都进村了 ,但无论冬夏 ,老头老太太还是喜欢围绕神灵

唱诵歌谣。那么 ,究竟真的是民众愚昧无知 ,还是我们这些自视为是民

众“救星 ”的他者出了差错 ?

显然 ,要去改造民众及其观念的他者必须主动进入民众的生活世

界 ,真切感受、认知民众仍在传承的文化、生活习惯 ,而不是根据自己奉

行的准则或高高在上的政策只管贴标签 ,随之就是棒之以惩罚或者糖

的引诱。在老百姓那里 ,文化与生活是一体的 ,而非游离于生活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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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 ,在民众的生活世界中 ,传统与现代只是相对而言的概念 ,没有绝

对意义上对立的传统与现代 ,传统是过去的现代 ,现代是传统的延续 ,

又会是将来的传统 ,仍然在传衍的传统则分明有着现代的色彩 ,绝非散

乱的碎片 (岳永逸 , 2005c)。在民众中传承并有着生机的文化 ,可能与

主流意识形态之间有些抵触 ,但它随时都会关注主流意识形态和强势

话语 ,并部分地将其内化为自我的一部分 (刘铁梁 , 2000)。

改革开放之初 ,“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 ”的指针给予包括乡村庙会

等在内的传统一些公开重现的契机。在国民经济已经取得一定发展的

今天 ,当政府有更多的闲暇和余力倡导多元文化建设时 ,乡村的传统也

就获得了一定的、不言而喻的合法性。同时 ,尽管与寻求民族独立、解

放的年代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 ,但在全球化浪潮的裹挟下 ,民族身份认

同再次成为一个重要议题。当一个现代国家、一个民族要在今天趋同

的语境中强调自己的身份、地位与特征时 ,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也就有了

更加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作为一个桥梁 ,“民族民间文化遗产 ”(或“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

一表述本身已经局部调和了传统与现代、科学与迷信、理性与野性之间

的界限。既然是遗产 ,那么遗产这些在现代启蒙认知背景下分辨出的

具有贬义的属性也就有了其正当性 ,至少作为一种既存的事实 ,人们不

再会轻易因此而否认曾经活态的好坏善恶一体的文化。“礼失求诸于

野 ”,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提法也是数百年前浪漫主义思潮与民族主

义思潮的延续。换言之 ,它部分意味着 ,在全球化的年代 ,民族精神和

民族之根在民间 ,不在官方。民间虽然处于弱势 ,但却涵括着官方。民

族民间文化遗产在强调民间文化对于一个现代民族国家重要意义的同

时 ,也在叙说着另一种结构和逻辑 ,即官是暂时的 ,民是永远的 ,并孕育

着生机与希望。

新农村的建设应该是落到实处并可持续的。尽管包括乡村庙会在

内的民间文化并非全都是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或者非物质文化遗产 ,但显

然新农村建设应该有传统民间文化的位置 ,应该给传统的民间文化空

间 ,给其自正、前进的时空。正如本文展示的这样 ,民间文化会利用各

方面对自己有利的因素 ,主动地调适、自正 ,有着“与时俱进 ”的聪明。

新农村建设不是通过口号的呼喊、标签的张贴、旌旗牌匾的发放就能完

成 ,不仅仅是房屋等外在景观的变化 ,也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型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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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仅仅依靠巨额的财政拨款扶持 ,从而修建与乡民生活习惯并无关联

的公园、老年活动中心、图书室、医疗室、免费搭建的健身器材就能完

成。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传统的国家 ,新农村必须有传统之根的延

续 ,必须有一种根植于传统的新的精神世界。如果仅仅是一刀切式地

割断“传统之脐 ”,其带来的灾难与混乱将不仅仅是乡村和农民的 ,也

远非孝道的衰落、狭隘个人主义的肆虐和群魔乱舞的灰色势力的增长 ,

而是长久与深重的。在某种意义上 ,虽然文化功能论有忽略文化传承

主体的倾向 ,但费孝通 ( 1999: 72)在 60年前的论述 ,在今天仍然值得

我们深思。

现在所有种种社会运动 ,老实说是在拆搭配。旧有的搭

配因处境的变迁固然要拆解重搭 ,但是拆的目的是在重搭 ,拆

了要配得拢才对。拆时 ,自然该看一看所拆的件头在整个机

构中有什么功能 ,拆了有什么可以配 ,新件头配得进配不进。

大轮船的确快 ,在水滩上搁了浅 ,却比什么都难动。

因此 ,新农村建设最为重要的第一步不是修路修房的“面子 ”工

程 ,而是对所谓的“旧 ”农村的家底 ,尤其是与民众世界观密切相关的

文化家底进行一次全面的盘点 ,然后再有的放矢地在当地民众的认同

与主动配合下进行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放。简言之 ,新农村建设应该

是自下而上的 ,而非一相情愿、自上而下的数字表述 ;新农村建设应该

是文化精神建设先行 ,而非仅仅把文化作为一面“大旗 ”,作为一种经

济发展的手段与工具 ,要使文化与经济之间良性互动而非恶性循环。

由此 ,诸如乡村庙会这样的传统民间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不是无足轻

重 ,而是举足轻重 ,它既是旧农村流动的“魂 ”,也是新农村迈步前行的

“魄 ”。虽然主要是针对与民众思想紧密关联的朝山进香而言的 ,但此

时我们会发现顾颉刚 (1928: 1210)当年在《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 》中简

单的表述仍然意义重大。

第一 ,在社会运动上着想 ,我们应当知道民众的生活状

况。⋯⋯朝山进香 ,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决不是可

用迷信二字一笔抹杀的。我们在这上 ,可以看出他们意欲的

要求 ,互助的同情 ,严密的组织 ,神奇的想像 ;可以知道这是他

们实现理想生活的一条大路。他们平常日子只有为衣食而努

力 ,用不到思想 ;惟有这个时候 ,却是很活泼的为实际生活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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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活动 ,给予我们以观察他们思想的一个好机会。另一方

面 ,这是他们尽力于社交的时候 ,又是给与我们以接近他们的

一个好机会。所以我们觉得这是不能忽视的一件事 ,有志到

“民间去 ”的人们尤不可不格外留意。第二 ,在研究学问上着

想 ,我们应当知道民众的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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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der inequality in the labor market. The results have indicated that occupational sex

segregation experienced a directional shift from an increasing trend in the 1980 s to a

decreasing trend in the 1990 s. This non2linearity could be the consequence of the

changes of the major factors influencing occupational sex segregation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e extent of sex segregation was also found to vary significantly by

region, occupation, emp loyees’education, and residential registration status ( hukou).

Moreover, since the open reform, the non2agricultural occupations in China have

followed a trend toward gender integration ( gender neutrality). Finally, the paper

discusses several factors that may have influenced occupational sex segregation in China

and the direction for future studies upon this top ic.

Keywords: gender inequality, labor market, market transition, occupational

sex segregation

Body Being the Cap ital and Dagongmei Adap ting to City L ife

Zhu Hong　153⋯⋯⋯⋯⋯⋯⋯⋯⋯⋯⋯⋯⋯⋯⋯⋯⋯⋯⋯⋯⋯

Abstract: A person’s physical body is being shaped by social forces———the body’s

appearance is not only the p roduct of social interaction at its m icro level but also

influenced by macro2level p roduction and consump tion. W ith the method of observing

and interviewing the blue2collar girls ( dagongmei) who m igrated from rural areas to be

working in the restaurant service sector in Guangzhou, the author describes how

dagongmei are building their urban world and adap ting to the demands of a city life by

utilizing and transform ing their bodies as their cap ital resources.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to be a real city girl”may be an unrealistic dream to most dagongmei; however,

“to look like a city girl”is achievable with just a trivial tactic to change the look of the

body. This app roach is the p recondition for their survival in the city.

Keywords: adap tation to city life, body as the cap ital, dagongmei

Traditional Folk Cultures and Constructing“New Rural A reas”: Temp le

Festivals in the Huabei Pear Region as an Example Yue Yongyi　176⋯⋯

Abstract: The Pear Region in the m iddle of north China (Huabei) used to be known

for its status that“every village has its own temp le; every temp le has its own festival”. The

evolution of various temp le festivals to exp ress cultures tells us that the ritual p ractices

still follow the same temp le2festival tradition in the Pear Region, that is, it is the

p roduct of the“collusion”of divergent group s, the p rimary ones being the local offi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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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villagers. In the context of folklore2tourism development and with the temp tation of

the U top ian illusion, the communal manifestations have made it possible to build local

temp le2museum s, which convenes officers and villagers with varying motives into the

same channel toward the same direction. In current timeswhen constructing“New Rural

A reas”is being advocated, it is an organism ic ( and also important) part of constructing

“New Rural A reas” to comp rehend traditional folk cultures from the life logic of the

villagers and to give them app rop riate living spaces. Only by taking root in the soil of

traditional cultures can new rural areas persist in longevity.

Keywords: folk beliefs, folk culture, folklore tourism, legend, New RuralA reas, rural

village temp le festivals

Review of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 Automobile Consump tion in Foreign

Countries L in Xiaoshan　194⋯⋯⋯⋯⋯⋯⋯⋯⋯⋯⋯⋯⋯⋯⋯⋯⋯

Abstract: A s a metaphor of modernity, automobiles have p rofoundly changed our

everyday life; however, sociology has generally neglected them in its past studies. A s a

new research field, sociology of auto2consump tion has recently attracted extensive

attention in foreign countries. In this paper, auto2research literature is classified

systematically into five parts: cultural logics of cars, symbolic critique of cars, cars and

urban space, cars and everyday2life p ractice, and public transportation and p rivate

transportation. The paper also reviews the discussions on automobiles by Bourdieu, the

Frankfurt school, Barthes, Baudrillard, Lefebvre, Jacobs, Kitamula (北村隆一 ) ,

U rry, Featherstone, M iller, and other postmodern theorists. Lastly, this paper p resents

some op inions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 auto2consump tion and

discusses its imp lications to our studies in China.

Keywords: automobiles, auto2culture, everyday2life p ractice, sociology of automobile

consump tion, urban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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