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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说唱经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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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晓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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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通过田野研究, 探讨民俗与民间宗教的关系。阐释河南马街书会的田野个案,

指出一些生命力很强的民间文艺通常具有道教经卷的性质。它们的流传, 受到了基层社

会组织的保护, 它们的讲唱, 核心是劝善, 已成为农民自我教育的历史方式。指出华北

历史上的说唱经卷以农民意识改造农民, 老百姓容易接受, 上层阶级也不反对, 已形成

一套自成体系的文艺形态。对其加以关注和思考, 有益于社会主义农村文艺舞台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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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类学者渡边欣雄把中国的汉族宗教命名为“民俗宗教”, 用以概括中国民间宗教类

型的混合性现象 [ 1 ] (P2)。在渡边之前, 许多欧美学者已在研究中指出了中国的民间宗教混合

传承的事实, 但没有说成是民俗。但渡边在提出“民俗宗教”的名称时, 还缺乏民众本身的

解释, 这需要补充。从华北民间宗教在民众生活中的传承看, 老百姓自己对是佛是道还是有

区别的, 不过区别的依据是地方小社会内部的谱系传承, 比如祖先怎样说, 或师傅怎么说, 而

不是宗教经典对佛、道教类别如何规定。所以, 我认为, 学者在研究民俗时, 无法摆脱民间

宗教, 在研究民间宗教时, 也要考虑到民俗传承。学者尤其不能只从已有的道教或佛教的概

念出发, 去解释这方面的历史文化现象, 而应该把民众的分类习惯也考虑在内。学者还应该

从地方社会的民间文化生态分布入手, 对当地的民俗和宗教加以考察和分析, 这样才可能发

现不同区域内的民间宗教在民俗文化中传承的特征, 得出符合实际的判断。作者近年研究的

马街书会, 是这类个案之一。

一、马街说唱经卷的区域分类与经卷书目

马街位于河南省宝丰县, 距省会郑州 143 公里。马街书会的历史, 据马街村火神庙碑刻所

记, 可追溯至元延　年间 (1314 年) , 距今已近 700 年了。每年农历正月十三, 都有华北各省

和陕西、安徽、四川、湖北、广东等地的大量说唱艺人来到这里, 参加书会, 从元代至今, 历

时七百余年而不衰。从马街艺人的讲唱经卷历来在地方社会中的传播分布状况看, 它们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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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三类: 即开封类、周口类和河北顺天类。各类的内容按照传统宗教学界的分类肯定是混合

的, 这里试采用马街书会艺人的普遍说法, 统称为道教经卷, 以下不再做更细的分类, 以求

尽量完整地展现这些经卷被使用时的原来面貌。此外, 这些经卷在讲唱时, 一部分是直接诵

经, 一部分是在讲戏曲故事的过程中夹叙经文, 经卷的题目也有经词式和戏文式的两种, 按

讲唱者的说法, 它们都是一样的“劝人方”, 这里也根据民间的看法都归入经卷唱词。兹列举

比较主要的经卷书目如下:

(一) 开封类

11 观音老母劝世谕。叙述全真道祖师王重阳的创教经历和全真道的消劫、善存、孝顺、道

德、清净、卫生、是非的学说①。

21 道教全神经。有《全神经》等五十余种②。

31 八仙戏。分三种本子: 一是八仙戏, 有《韩湘子出家》、《韩湘子度文公》等 10 余种;

二是神话戏, 有《姜子牙收余化》、《佛祖收吾兰》等; 三是忠孝戏, 有《丁兰刻木》、《郭巨埋

儿》等, 共三十余种③。

41 经师劝善。主要有《罗成算卦》、《观音母度人》、《神仙经》、《心经》、《神圣经》、《十

劝善经》、《人物经》、《祖师省经》、《七仙女经》、《发财经》、《龙三姐上寿》、《拉荆笆》、《朝

廷段》、《穆桂英挂帅》、《劈山救母》、《磕头经》、《老婆难》、《龙花经》、《十不足》。

这类经卷的讲唱者为说书艺人、经师、皮影艺人和一般信众。在马街书会上, 经师唱得

最卖力, 讲唱人面朝火神庙唱经, 信众一边听经, 一边随声附和, 一边许愿、还愿。

(二) 周口类

51 灶王经。又称《灶君经》。《灶王经》开头唱: “灶王爷, 本姓陈”, “灶君本是女人身”,

“老母修成多是火, 身坐石头是火精”。可见信仰者是把灶神、火神和老母人祖神 (一说女

娲) 合并成一个灶王神供奉的。《灶君经》稍有不同, 口口称佛, 又把祭祀仪式拐到了燃灯上,

把“火”、“灯”和“灶”的信仰连在一起④。

61 十个弥陀经。讲诵弥陀下世, 时来运转。从一数到十, 歌颂弥陀是救星。在经卷中, 多

次提到“一盏灯”、“放光明”, 说明这类词汇在周口地区的使用频率是比较高的。

71 灯经。是灯节期间由“灯心”唱诵的唱白。内容有两种, 一种是谐谑的, 劝人行善; 一

种是严肃的, 祭神敬祖⑤。

81 上香经。主要有《十上香》。

91 交九经。经文把“观音”祖师、无生老母和人祖娘娘合称“观音老母”, 赞颂她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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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唱者: 孙桂兰, 女, 52 岁, 不识字, 农民, 河南宝丰县杨庄镇人。唱词有木刻本。搜集者: 董晓
萍, 搜集地点: 马街书会火神庙前, 搜集时间: 1998 年 2 月 9 日。



日月光明 [ 2 ] (P271- 272)。

101 豆芽经。讲善人身后享福。当地的道教经词大多不讲地狱惩罚, 不讲生死轮回, 与佛

教不同。

111 祈雨经。在当地中老年妇女中普遍流传。

121 挑经担。这一类经词在宝丰、汝州、鲁山和周口地区广为传诵、历史悠久。

周口类经卷的讲唱者为说书艺人, 有的是能唱能舞的“灯心” (唱经的人)。也有一般信

众, 如“香客”、“斋公”。这类经卷的讲唱都有道具, 如灶台、经棍、扁担、伞灯和简板乐器。

表演时, 道具就成了一种神话装置。它能使持有道具的人, 如“灯心”和“斋公”等, 占据

民俗环境的中心位置, 由他们指挥、掌握、协调整个表演场地的气氛。随着表演的进行, 经

词的神性似乎被转移到了道具上, 信众认为神灵就附在那里, 而道具的形制、声音、节奏和

被敲打的力度等都会被看成是神灵发出的信号, 可以控制人们的呼吸和神经。它等于“开口

说话”的经词。

(三) 河北顺天类

131 武圣帝君救世血心经。据经词的暗示, 在马街书会史上, 还有明清罗教的踪迹。经卷

以通俗的语言, 历数罗教的五部经典, 讲创教说、最高神、人生的归宿、戒规和悟道明心。

141 佛说大圣末劫真经。经词涉及黄天道的来历和走势, 但也吸收了本地《灶王经》的一

些成分, 融合了火神信仰。

这类经卷的讲唱者都是经师和说书艺人, 但行踪不定, 上午在这儿, 下午在那儿; 白天

上书会, 晚上到马街附近的各村流动宣讲, 顺带算命收徒。

马街人的自我意识很强。他们把马街当做全国文化的中心, 对来自各地的艺人加以地域

区分。对他们来说, 区分的地域越多, 就越荣耀, 所以年年要区分, 在以地域划类上成为习

惯。在这种中心意识的支配下, 近年来, 马街人还加强了对书会讲唱现场的修缮, 重盖了在

文革中被推倒的火神庙, 扩划出广严禅寺被占用的殿堂, 由村民自愿捐资恢复了香山寺院的

建筑。由于马街书会与全真道关系深厚, 艺人和信众还把所有的经卷都说成是一个祖师所传,

敬奉一位叫“三皇爷”的新造神。也许这样就可以免去书会祖师姓“马”、还是姓“张”、还

是姓“阏伯”的矛盾, 把马街唱经收拢为一个体系严密的整体。

二、马街书会的基层社会组织与流浪走唱民俗

从研究田野资料看, 马街能形成盛大的书会, 与当地基层社会组织的管理有关。这个管

理组织的构成有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书会组织——三皇会, 是马街村民自治组织。在当地基层社会中, 管理马街书

会, 是一种民间的文化权力。按照一般的情况, 与政治、经济权力相比, 它是弱权力, 但在

马街不同。由于深厚的宗教基础和数百年的说唱影响, 马街书会成了一种民俗权威, 管理它

的文化权力举足轻重, 有时不亚于政治经济的权力, 因此在当地出现了以竞争这种文化权力

为荣的现象。马街村的司姓家族出的官员、文人和教师多, 文化素质比较高, 一直是有力的

竞争对手。三皇会处于书会的中心地位。没有它, 华北诸省的说书艺人不会到马街来, 马街

的宗教朝圣活动也不会这样持久和一直富有号召力。

第二层是马街村周围的宋元寺庙会社, 如火神社、广严寺香会等。它们以书会活动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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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 吸收宝丰、汝州和鲁山县一带的男女信众参加。平时接受日常性的在家居士的诵课活动,

书会期间, 日夜兼作, 迎接各地前来的说书艺人和听众, 举行许愿、还愿仪式, 自称“做流

水席”。它们是书会香火的长年受益者。

第三层是香山寺及其信众组织。香山寺是华北的一处民俗圣地, 被认为是全真道等一些

佛、道教派的祖师神灵之所在, 朝圣者众。四面八方的人们每年来此过龙花会或玉华会。它

是马街书会艺人取得不可动摇的全真道字辈最高地位的历史依据, 也培养了马街书会容纳其

他民间宗教的开放性格。

能维系这个几百年书会的核心力量, 主要是以全真道为主的民间道教, 此外还有其他佛、

道教因素。

全真道是宋代在陕豫鲁地区流传的一种民间道教, 元代中叶失势后, 流入马街, 与民俗

融合, 成为书会说唱的主体部分。这种民俗唱经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一) 讲述创教起源说

这方面的资料, 有马街书会的传说, 共 10 种①, 还有唱本故事。其中涉及到全真道的两

代创教祖师王重阳、马丹阳和另一位道教名人张三丰。一个传诵王重阳的本子唱道:

观音游了十三省, 惟游陕西放悲声。

上皇把我苦责问, 受民香火不化人。

陕西凡民心顽梗, 为挽劫运屡淘神。

挽凡不转咽喉梗, 气得观音泪淋淋。

⋯⋯

非怪上皇降劫运, 这是人人自造成。

凡民急急改性情, 凡事各把天良存。

上皇劫运加了等, 更比上年重十分。

因为劫运不松劲, 看你凡民怎活人。②

唱本说, 祖师历尽艰辛, 到华北数省传教, 却不为统治者所认可, 信仰下移民间。在宣

唱中, 说唱艺人把最高统治者叫“上皇”, 把王重阳叫“观音”。马丹阳是王重阳的大弟子, 曾

在马街附近的汝州传教, 至今汝州还有丹阳观遗址, 传说一直称他做“马祖师”。张三丰在马

街书会的朝圣地香山寺传过道, 也被当地奉送“祖师”之称, 其实他是武当派名人, 在此是

附会, 但他后来名声更大, 把他加进马街书会的祖谱, 肯定能增加全真道的人气③。

(二) 说书班社的字辈谱

1949 年以前, 马街书会的说书艺人清一色是男性。说书艺人通过这个字辈谱, 彼此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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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张三丰在宝丰县香山寺活动的资料, 参见《鲁山县志》第 806 页: “清嘉庆〈鲁山县志〉载:
‘元《香山寺碑》: 鲁山县西, 十里保东婆娑店, 有下院天宁观音禅寺。 (案)《碑》称本寺前住持僧
松月长老, 照依绍圣四年公据四至碑文, 盖北寺。自宋已为名刹。原址久湮, 旧志失载’。今发现此
院庙遗址, 规模之大, 世传为祖师庙, 张三丰曾在此, 后入武当。⋯⋯民国后, 庙院被毁, 道教分
裂成若干小群体, 其活动逐渐减弱。今, 道教活动场所已不存在, 但信仰者颇多”。鲁山县地方史志
编撰委员会,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714.

出处同 p 34 注①。

参见孙清、司连辰搜集整理《马街书会渊源考》, 原载马街村民自办的《马街书会会刊》, 1998 年 2
月 9 日刊印。



是全真道门里的人。在字辈谱中, 把王重阳称为“龙门”派, 把马丹阳称为龙门派的二世祖,

把邱处机称为“龙门”派以下的“高门”派。整个全真道一共排了 100 辈:

赵德通玄静, 真常守太清。

一阳来复本, 合教永圆明。

至礼宗信诚, 崇高嗣法兴。

世景唯荣懋, 希徽衍自宁。

未修正仁义, 超升云会登。

大妙中黄贵, 圣体全用功。

虚空乾坤秀, 金木情根逢。

山海龙虎交, 连开献宝新。

行端舟书诏, 月盈祥光生。

万古续仙号, 三界都是亲。①

据艺人们说, 马街书会吸引众信徒的重要原因, 是曾在当地传业的马丹阳辈份高, 因而

追随者众, 内部也很抱团, 如字辈谱所说: “虚空乾坤秀”。

从调查看, 说书艺人主要是要依靠字辈谱获取全真道嫡传弟子的资格, 然后才能撂地说

书。艺人自己把所得到的“字辈”称做“法号”, 100 代的字辈谱加起来就是一个“法号”系

统。它的功能是建构一个准血缘家谱, 把流散各地的说书艺人联结成一个道仙世家。连他们

的子孙也必须投师学艺, 在血缘家族之外, 再续一个仙界的准血缘家谱, 以争取两界人的资

格。有了仙号的艺人谓之“腿长”, 在说书业内吃得开。没有仙号的谓之“腿短”, 低人一等,

如被发现擅自听师傅说书或在外说书, 会被同业人带到邱祖庙接受神判, 或被当场砸毁弦子,

永不准从艺说书, 招致严厉地惩罚。

现在看, 说书业通过严格的字辈谱管理, 维持了全真道传承的连续性; 全真道依托说书

业, 也成了一种生存方式。但字辈谱的管理基础又是民俗的, 对老百姓来说, 它好像家常便

饭, 很容易被接受。入了这个字辈谱, 还会被认为列入仙班, 在精神上高人一头, 说书人对

此很看重。所以, 在民俗调查中, 问起全真道, 他们并不讳言。

另外, 从前继承字辈谱的都是男艺人, 其中还有大量的盲人。他们年复一年地从华北各

地赶到马街书会, 过去全靠步行, 一路流浪, 一路讲唱, 风餐露宿, 形同乞丐, 历尽千辛万

苦, 最后结聚为一个庞大的讲唱群体, 见面三天后, 再流浪远走, 却不以为苦。这是什么道

理呢? 据老年艺人解释, 这是规矩。从田野资料研究看, 老艺人的说法是在行的。这一男性

流浪式的宗教活动方式, 正是历史上全真道之所为。王重阳就主张门人四处游走, 传道念经;

居简陋的茅庵, 不慕富贵; 先择人为伴, 不可先为伴而后择人。在全真道受到官方打击的情

况下, 盲人云游, 隐蔽性更大。由此学者可以了解为什么成千上万的说书人, 包括盲艺人, 一

定都要流浪到马街来, 而且时间固定、地点固定, 数百年不变。

(三) 书会的祭祖师仪式“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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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个字辈谱经北师大函授学员纪云清和河南人民出版社任骋分别调查搜集, 后来我们在田野考察中
又做了个别访谈。从考察看, 这个字辈谱的主要来源是马街的书状元王树德。王从十五、六岁起开
始学说书, 曾拜开封人郭元福为师, 经郭指点, 他成为开封说书行第 19 代弟子。



还有一点, 能看出马街书会艺人与众不同。他们通常在正月十一、十二日提前赶到马街,

在师傅的带领下, 举行“望空”仪式。仪式的过程是祭拜祖师, 祭奠历代艺人亡灵, 同业互

拜和认徒规约, 然后才能亮书说唱。“望空”的“空”字是道家术语, 其他信徒是无法了解

“望空”的内幕的。70 年代以后, 老师傅相继去世, 举行这个仪式的人少了, 现已蜕变为师徒

结社的民俗, 但它能说明, 在传统的民间宗教活动中, 讲唱民间文艺, 是信众在过另一种严

肃的精神生活, 不是娱乐。

马街书会能兴盛至今, 还有佛教原因, 信仰的传播范围, 在宝丰马街至周口地区一带, 属

古陈州和蔡州。在马街书会的起源传说中, 祭祀“阏伯火神”一说, 就有佛教成分。在当地,

“火”与“灯”又互有联系, 凡是信火神的地方大都过隆重的灯节。因为要燃灯兼颂经, 所以

嬗变成了“写灯书”的民俗。周口地区的灯节还格外盛大, 表示大放光明。灯又分岔灯、岔

伞灯、告岁灯和祭坟灯, 各路明灯皆有灯经, 由“灯心”率众人在正月庆典或祭祀仪式上演

唱, 因而不同于普通的“玩灯”①。与此相关的是, 当地人敬火神, 尚红色, 手持拴红布条的

经棍唱经礼佛, 这也是信奉“明王”的旧俗标志。但在当地, 这种信仰后来又与灶神信仰混

合在一起, 由道教徒编成了《灶王经》。《灶王经》开篇唱“灶王爷, 本姓陈”②。佛教的“宵

散夜聚”坐庙活动, 也在这一带的正月民俗里保留至今。如在马街, 说书艺人正月灯节说书,

妇女信徒就在广严禅寺或香山寺等处坐庙 [ 3 ]。如果说, 说书艺人的传承以男性为主; 那么,

这类习俗的民俗承担者主要是女性。

总的说, 在马街书会的说唱经卷民俗中, 道教的活动是主要的, 但也不排斥佛教。几百

年来, 不同派别、不同观点的民间宗教都能在马街共存共生, 有条不紊地开展活动。它们之

间有差异, 但不矛盾, 因为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相反, 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 这种差异是

被允许的, 而且是被再生产的, 这就是民俗。民俗差异可以面对社会差异的现实, 民俗差异

也可以激励不同宗教派别的发展, 但不妨碍它们彼此融合。这类民俗经卷讲宗教而不神秘, 不

主张恐怖的地狱惩罚, 态度很乐观, 替老百姓鼓劲, 它的观念是自成系统的。

三、民间经卷的信仰与民间文艺表演

宣讲经卷是宗教, 民间说唱和民间小戏是民俗。马街书会艺人的讲唱经卷把两者紧密地

结合在一起, 使书会活动的表演性很强, 具有相当的艺术魅力。但在马街, 文艺表演始终是

外壳, 讲经明理始终是内核, 两者的位置从不颠倒。马街的村民自治组织一直把请戏班子当

做服务性的工作, 用于烘托、陪衬艺人的说书讲唱。马街的“写书人”和数万听众则把参与

书会的传承, 看作是加入一种“真理性”的文化, 是相信说书中的“理”, 对戏文本身的情节

叙述, 反而不大热心。马街艺人更不是剧场舞台上的戏曲演员, 他们穿着朴素, 食宿简陋, 一

把琴、一个行李卷, 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 从不讲排场, 但能让人感到他们有一种特殊的精

神。那么, 对民间宗教来讲, 马街书会的民间文艺表演就是一种功能性的教具了。从田野调

查看, 它的功能, 一是把民间宗教的传承民俗化, 二是以好看易懂的表演方式, 把民间宗教

的思想观念传送到老百姓的心里去。我们分析了一些艺人讲唱的个案, 也调查了听众对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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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引自《鲁山县志》, 鲁山县地方史志编撰委员会编撰,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年版。
引自李敬民《浅议豫南“叉灯”的民俗意义》, 手抄稿, 第 6- 14 页, 1999 年 12 月 29 日。



反映, 发现双方信仰书会经卷的内容主要有两点, 本节试稍作探讨。

(一) 劝善升仙的观念及其民间文艺表演

从局外看, 上述的三类经卷虽然一概被视为道教经卷, 但彼此也有矛盾, 有的经卷的上

下文甚至相互抵触。比如, 在地狱惩罚的问题上, 大部分全真道的经卷是予以否认的, 并举

出灶王当证人。可是, 也有少数道教经卷附带描述了地狱刑罚, 混合了佛教, 并增加了儒家

的伦理说教。它们混入的原因, 也往往被说成是灶王的手段。这么说, 灶王就是一个出尔反

尔的人。其实民间传说也正是这样形容灶王的性格的。按照日本学者饭岛吉晴的解释, 灶与

厕所、井、储藏室等一样处于“此界与异界之间的境界”[ 4 ] (P9- 14)。呆在这种地方的神与公

认的一般的神不同, 它们多被供奉在家中的最深处, 住在比较黑暗的地方。尤其是灶神, 很

早就有, 与传统地位低下的妇女关系密切, 因此他的地位并不高, 还经常出错, 不被信任, 在

神格上带有残疾性。可能正因为如此, 这个神祗比较平民化, 容易被各种民间宗教所利用。全

真道正好能利用他的残疾性的一面, 号召残疾盲人拜师求仙, 踏上传道讲唱的漫漫旅途。

像灶王这样的神祗, 用来劝善是最合适的。他曾经有缺陷, 但他修善改过, 成了神, 世

上还有什么故事能比这更有说服力呢? 因为他当过坏人, 又变成了好人, 所以还可以拿他来

说明悟道成仙要有一个“修”的过程。经过讲唱者的说服, 老百姓愿意祭灶守戒, 照着教规

说的样子去做, 这个过程就是劝善。与一般劝善不同的是, 马街说书的劝善是把自然神和社

会神截然分开的。自然神高不可攀, 是经卷里的“上八仙”, 人类无法企及, 劝善者决不强求,

干脆把他们束之高阁。但他们认为, “下八仙”是人人能为的, 灶神就是例子。比灶神更高的

人生归宿是“中八仙”, “中八仙”是绝对的利他主义者, 能当穷人的救星, 但普通人做不到,

也就不勉强。普通人还可以保留自己的七情六欲, 过家居火宅的日子, 只要利己并利他, 就

还能当上“下八仙”。在马街书会上, 这方面的一个被唱者和听众双方公认的、重复率最高的

经卷是《韩湘子度戒》。故事讲, 韩湘子本人修成了中八仙。一天, 他见到了自己的叔叔, 要

把叔叔也超度成中八仙, 但没有成功。于是韩湘子和叔叔各自去过各人的修善生活, 一个继

续当中八仙, 一个继续当下八仙。经卷第九段《西山观景》唱:

　　韩湘子 (侄) : 小老已在万里终南山修仙学道。

韩 愈 (叔) : 你可知终南山有多大? 上边有多少神仙?

韩湘子 (侄) : 大老爷, 终南山这大。上边光出的是神仙。有这上八通神仙, 有这下

八通神仙, 三八共有二十四通神仙。上八通神仙和下八通神仙, 小老有些不知, 唯有中

八通神仙, 小老也属内。略知一、二。

韩 愈 (叔) : 即知就该讲来。

韩湘子 (侄) : 大老爷即问, 说是你也听。

头通神仙汉钟离, 洞宾本是二通仙。三通神仙张果老, 国舅本是四通仙。

五通神仙铁拐李, 兰采合本是六通仙。七通神仙何仙姑, 韩湘子本是八通仙。

这类经卷文艺, 口口称“仙”, 但看重的是“人”。另一篇经文《观音老母劝世谕》, 前面

提到过, 讲神仙即人, 说得更直接、更恳切:

　　今生失了人根本, 万世难修这人身。莫说作福无感应, 神圣尽是凡人成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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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两段韩湘子的唱词皆由索辛酉先生提供, 出处同 P34 注③。



过去学者以为, 民间宗教的神灵寄寓不是天堂就是地狱, 其实不然。在华北民俗社会的

这类道教传承中, 还讲“人”的一界, 即普通人也可以变成一种神仙, 这种神仙就是经过善

化的好人。这类道教宣传的“三界说”, 把一般所说的天神、地神和鬼域的“三界”, 给人分

出了“两界”——中八仙和下八仙, 其中包括地神; 而淘汰了鬼神一界。它提倡尊重人、鼓

励人, 开发人本身的自信自强潜能, 然后争取幸福生活, 不用去依赖空洞的天神和玄奥的教

义, 不用惧怕凶煞的恶鬼。这就给在传统社会的贫穷、疾病和动荡中挣扎的亿万老百姓带来

了希望, 给他们改变自身命运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行为空间。除非不得已, 这类民间宗教决不

说让谁下地狱, 这也让老百姓无比快乐。在这里, “仙”的含义被扩大了, 成了一种关怀世道

人心的平民人文观。

(二) 被各种社会关系接受的平民知足观及其民间文艺表演

“三界推命”道教观的实质是告诫人知足常乐。“上八仙”无需攀比, 因为有点离谱, 普

通人做不到; 也要摆脱对地狱的恐怖, 因为身后的事情谁也无法逆料。经卷要让老百姓知道

的, 是他们的现实存在合理性。经卷认为, 平民的生活现实, 低而不贱, 穷而不苦, 朴素而

不难堪, 劳作而不抱怨, 进财而不贪婪, 付出而不浪费。这种大多数人共享的状况, 就是一

种社会秩序。平民要改变自己的现实命运, 只有放弃本来已经很有限的资源利益和较大的产

品分配压力, 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获得解脱, 再上一层思想境界, 变成中八仙。别的路, 万万

不能走。硬要当“上八仙”玉皇大帝, 或者觊觎其他社会阶层、社会角色的机会、财富、运

气等, 就要吃亏。

马街书会通过说唱文艺的形式讲解这种道教观, 在表演上还有一定的针对性, 大体可分

以下三种情况。

11 男性观。解释男性平民的“知足”概念和男性平民“知足”的行为类型, 如守贫戒色、

逍遥无为和老实公平等。

21 女性观。解释女性平民的“知足”概念和“知足”的行为类型, 如孝敬公婆、拼命地

协助丈夫成功、生育抚养儿女和自己不打扮等。

31 夫妻观。解释平民夫妻的“知足”概念和“知足”的行为类型, 如全家福、双性合作、

家和万事兴等。

这三种演唱的共同特点, 是强调在贫穷和多灾多难的日常生活中, 人人都有天地造化的

机会, 人人都有幸福的可能性, 所以穷人不能失去信心。《绒线记》唱:

　　白玉进京领文凭, 离了山西县洪洞, 赶赴北京顺天府, 路上行走地不平。

走了一川又一川, 走了一城又一城, 这说没有一徒路, 还着响马像贼情。

抢去包裹与行李, 一家四口怎度生。⋯⋯

远看河岸一锭金, 近看河宽水又深, 有心过河把金捡, 河中缺少摆船人①。

故事讲白玉夫妇遭受劫难, 患难与共, 终于获得美满人生。这个曲目是河南马街书会的

旧唱段, 但在思想观念上, 颇像河北的道教宝卷经词, 如唱词中的“远看河岸一锭金, 近看

河宽水又深⋯⋯”之类的谶语, 在河北明代混元宝卷里也一直使用。深受混元教熏染的河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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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讲唱者: 徐九才, 男, 54 岁, 初中文化, 河南宝丰县文化局干部, 说书艺人出身。搜集者: 董晓萍,
搜集时间: 1998 年 2 月 8 日, 搜集地点: 宝丰县文化局。



定县秧歌《杨富禄投亲》在描绘夫妻患难时, 同样用了这段话 [ 5 ]。这至少能从一个侧面证明,

民间文艺对华北道教有载体作用。

马街书会讲唱经卷的民俗长久地保存和传播了一批道教资料, 这种现象, 可以引起学者

很多思考。首先, 说唱经卷是一种快乐而不痛苦的宗教活动, 因而能在民间社会产生持久的

兴趣; 其次, 劝善是农民自我教育的历史方式, 因而也能被用于解放农民的革命思想运动, 许

多讲唱人后来还成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农村文艺的骨干①。再次, 这类道教与民俗相融合, 给了

农民一套人生哲学, 这种哲学的外在形态是提倡“仙道”, 但在功能上, 能帮助农民战胜懦弱、

贫穷、痛苦、骚动、焦虑等下层社会病, 让他们感到活得有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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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N o rth Ch ina; a socia l gathering of o rgan ization of sto rytellers at M ajie village in H enan

p rovince; exho rta t ion to virtue tex ts; D ao 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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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树德就是一个例子。解放后, 他经过扫盲, 可以粗识文字, 能够用文字进行比较初步的曲艺创作,
还多次获得各级政府的奖励。另外, 解放后从政府角度扶持说书艺人的, 详见《宝丰县志》第 669
页, 参加襄城县地方史志编撰委员会,《襄城县志》, 第 49- 50 页, 其中提到“县文化馆定期举办说
唱艺人培训班, 聘请外地知名老艺人任教”, 内部资料, 1996 年印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