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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民间文学 #

乌丙安论
¹

过  伟
(广西师范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1)

摘  要:乌丙安是较早由民间文学向民俗学发展,著述丰厚的学者, 其不少 5民间文学 6专论从中

国实际出发,提炼中国民间文学理论,探索人民性在民间文学思想内容与基本形式的表现, 对后

世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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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丙安先生民间文学、民俗学理论著作有 /四

个第一 0: (一 ) 5民间文学概论 6 (春风文艺出版

社,沈阳, 1980年版 )是我国 /第一部独著民间文学
大学教材 0。在 1956年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 (辽

宁大学中文系前身 )讲授民间文学概论课程, 1957

年内部铅印讲义 5人民口头文学概论6基础上修订
成书。 (二 ) 5民俗学丛话 6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

年版 )是我国 /第一部雅俗共赏民俗知识之作0,初

版第一次印刷三万册。乌丙安是较早由民间文学

向民俗学发展、著述丰厚的学者。 (三 ) 5中国民俗
学 6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0年版 )是我国 /第一部

民俗学大学教材 0,致力于建构中国民俗学理论体

系。 (四 ) 5民俗学原理 6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1年

版 )是我国 /第一部民俗学研究生教材 0, 探索主
体、控制、符号、传承四论。

此外, 还有 /神秘文化之作 0 5神秘的萨满世

界 ) ) ) 中国原始文化根基 6 (上海三联书店 1989

年版 )、5生灵叹息 6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9年版 )。

又有5中国风俗辞典 6 (叶大兵、乌丙安主编, 上海

辞书出版社 1990年版 )、5满族民间故事选 6 (编

选,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3年版 )等等。

乌丙安在民间文学沃土、民俗原野辛勤笔耕。

/每年至少有三十至四十天的民间采风工作日,并

有机会到山乡村寨较为贫困的少数民族地区作

业。0 ( 5生灵叹息 6287页 )在民俗原野滚摸爬打半

个多世纪,从大草原走向全国, 中国民俗学会理事

一副理事长一名誉理事长一文化部民族民间文化

遗产保护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

会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从辽河走向世界, 是国际民俗学家协会 ( F# F)世

界 78名最高资格会员之一,是国际民间叙事研究

会 ( 1SFNR )会员, 应邀赴德、日、韩、匈牙利等国讲

学。

一、开拓性的5民间文学概论6

借鉴苏联 /人民口头文学 0, 从中国实际出发,

提炼中国民间文学理论, 探索人民性在民间文学思

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表现,探索基本特征集体性、

口头性、变异性,探索民间创作对作家文学的影响,

作家对民间创作的影响。

从中国作品出发。后羿射日、鲧禹治水、精卫

填海、夸父追日、盘古开天辟地、黄帝蚩尤涿鹿大

战、伏羲造网捕鱼猎兽、仓颉造字等, 提炼神话理

论。张良、朱元璋、张士诚、李秀成、绍兴担山、扬州

/狗误我0、杭州萤火虫、鲁班造赵州桥、石家庄鹿
泉等,提炼传说理论。狗耕田、/炸海干 0、青蛙骑

手、田螺姑娘、蛇郎等,提炼魔法故事理论。老雕借

粮、猫头鹰搬家、燕子搭窝、五灵子鸟光秃秃等,提

炼动物故事理论。巧媳妇、长工与地主等, 提炼生

活故事理论。射虎、再拉一次、死错了人等,提炼笑

话理论。从歌谣作品提炼劳动歌、仪式歌、生活歌、

情歌、故事歌理论。从民间说唱作品提炼评书、鼓

书、快板、相声理论。从戏剧作品提炼民间小戏理

论。从民间作品提炼民间谚语、民间谜语理论,从

新时代的民歌故事提炼新民间文学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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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丙安是钟敬文教授第一批民间文学硕士研

究生, 自然向导师学到不少民间文学学术思想。

他修订出稿交给春风文艺出版社后, 参与导师主编

5民间文学概论6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年版 ) ,自

然会贡献自己的学术思想于教材之中。但我们只

知道他参与,未能知晓他写了哪些篇章, 贡献了哪

些。

总之,他的研究特色, 只能从春风文艺版著作

探索, /从中国民间文学作品实际出发, 提炼鲜活

的理论 0。

二、普及民俗知识的5民俗学丛话 6

1981年丙安在辽宁大学中文系开没 /民俗学
概论0选修课,在全国教育界来说, 属于领先,写教

材的同时,就 / 15个话题 0写了 5丛话 6, 1982年春

写完。 ( 1981年为拙编 5侗乡风情录 6写序 5民族

民俗学的新路6。
他选取可识可赏的民俗细节来说明民俗事象

之传承性、变异性、历史性、地方性,阐释民俗学的

基本理论。例如通过 /多子的石榴 0来说明民俗学
的概念与范围,枣和栗子说明民俗的特征;猎鹿、猎

熊和猎貂说明狩猎民俗; 工匠之规矩、准绳说明手

工业民俗;从貂蝉谈服饰民俗; 从酒、饭、菜谈饮食

民俗; 从上栋下宇谈居住民俗; 从兄弟分家故事谈

家族民俗;从伯、叔、姑、舅、姨谈称谓民俗;从神话

中的兄妹婚到现实社会的一夫一妻谈婚姻民俗;从

乡亲谈村落社会民俗; 从诞生礼、丧葬礼谈人生礼

仪民俗: /泰山石敢当 0谈信仰民俗; 从 /塔布 0谈迷

信民俗;从五彩丝、粽子、龙舟谈节日民俗。例如

5多子的石榴 6,从希腊女神天后赫拉左手握石榴,

印度女神诃梨帝母左手抱幼儿右手拿石榴,东德博

物馆珍藏公元前 575年古希腊女神雕像右手拿石

榴,古波斯女神雅娜希手托装石榴的钵等等外国女

神说起。说到中国石榴公元前 2世纪从古波斯帝

国传入,西汉张骞使西域带回珍果。说到古波斯的

石榴信仰,西传希腊,南传印度, 东传中国。 5北齐

书 6记载,安德王到李妃娘家赴宴。李妃之母宋氏

送皇帝两个石榴。皇帝不明其意,将石榴丢了。太

子太傅魏收说, /石榴房中多子, 王新婚, 妃母欲子

孙众多。0皇帝马上命令魏收捡回石榴, 赏美锦。

北朝农书5齐民要术6记录民间栽石榴之法。北魏

散文家杨街之5洛阳伽蓝记6记载白马寺一颗石榴
值头牛。5本草纲目6记载石榴有甜、酸、苦三种。

5酉阳杂俎 6记载南诏 (今云南大理 )甜石榴称为

/天浆0。5方舆胜览 6记载石榴花做酒。 5本草衍

义6、5海上方 6、5广雅 6记载石榴入药治病。 5孟
姜女十二月花歌 6唱到石榴花。三国东吴产生 5环

榴台 6传说: 孙权宠爱潘夫人。夫人玩到招宣之

台,酒醉,呕吐食物玉壶中。侍女倒壶,拾得宝石戒

指,挂上石榴树, 因此得名 /环榴台 0。朝臣说, 吴

蜀争雄, /还刘台0利刘备不利吴。孙权下令改名

/榴环台0。唐 5酉阳杂俎 6记录石榴仙女故事:天

宝年间,崔元微带家人进山采药,一年后回来,独坐

院中。杨、陶、李、石四美女求歇,说探望风十八姨。

十八姨到, 相聚饮酒。石姑娘和十八姨口角, 不欢

而散。众女求崔君做红幡,画日月星,竖院东。一

天,东风吹来,折枝飞沙, 院中繁花无损。崔君方悟

美女是花精,石姑娘是石榴。众女赠他鲜花, 服下,

过了五六十年, 他还像 30岁一样年轻。 5宋史 6记

载,汉阳孝妇被诬杀害婆婆,定死罪。行刑前,孝妇

拔发髻石榴花枝给行刑人, 插石缝中, 说: /如果石
榴生长, 证明她是冤枉的。0石榴年年开花结果。

乌丙安由古波斯传入中国的石榴生发出议论: /这

种用多子的石榴象征子孙众多的现象,能在这么长

的进间, 这么广的地域流传不息, 说明了什么呢?

它们构成了怎样的类型? 形成了怎样的稳定特点?

它们又是怎样传播、保留、发展下来呢? 回答这些

问题的专门科学,就是民俗学。0 ( 5民俗学丛话 6神
话故事和宗教传说中的多子石榴, 是在口头上传播

的。女神造型中的石榴、婚姻产育礼仪上的多子石

榴, 是在祭祀、祝福等行为上传播的。石榴多子与

人间多子多孙的联想、构思,又是属心理上的传播。

通过口头、行为、心理的世代传袭, 才形成了横跨欧

亚大陆的祈求人丁兴旺、祝愿多子多孙多福寿的习

俗类型之一。0 /随着民俗学的发展, 范围扩大了。

,,不光注意了民间对石榴多子的信仰,同时也注

意了民间栽种石榴和食用石榴的种种习俗;更进一

步,民俗还研究馈赠石榴的民间社会交往、石榴花

在民间观赏的习俗, 以及石榴在民间医疗中的入药

习俗。0他还批评了把民间文学从民俗学单独分离

出去的主张,认为 /从民间文学的构思、艺术形象、

流传来看, 民俗的特点又是十分鲜明的。0
总之, 从形象的民俗细节, 谈到口头、行为、心

理世代传袭的民俗事象, 进而谈到抽象的民俗学理

论,谈得情趣盎然,引人入胜, 引众多读者投入民俗

学。

三、建构理论体系的5中国民俗学 6

乌丙安先生教了四年多民俗学课程,有大学中

文系本科生、硕士生, 历史、哲学、经济、法律、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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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系本科生及旁听生、本国进修生、外国博士学位、

硕士学位、学士学位留学生。实践出真知, 教学实

践生教材。他继承、发展中外古今之学说, 论述民

俗学研究的事象是: 1. /世代传袭下来的, 同时继

续在现实生活中有影响的事象 0, 2. /形成了许多
类型的事象 0, 3. /比较相对稳定形式的事象 0,

4. /表现在人们的行为上, 语言上、心理上的事

象 0, 5. /反复出现的深层文化事象0。研究范围大

致包括四大方面;经济、社会、信仰、游艺。民俗学

的性质,既是独立学科, 又是边缘学科。 /采风是

民俗调查的古代典范 0。 /实地采录、直接采录是

采集法的主要形式。0 /靠听觉或视觉去收集然后
由文字叙述描绘的惟一方法, 已经被录音、摄象所

取代。0 /民族学的、地理学的、甚至经济学、心理

学、伦理学的方法也要相应使用。某些自然地理、

人文地理、经济生活、心理素质、道德观念、民族沿

革及交往关系等与民俗的联系十分紧密, 因此, 必

要的测察、测试、测验或精确的统计等方法都是不

可缺的。0/比较研究法的广泛应用。0 /本世纪 (指

20世纪 )中叶, 又出现了结构主义的理论及其方

法 0。民俗的内部属性显示三个特征, 即: 民族的

区别、阶级的差异、全人类的共通性。民俗的外部

特征; 历史性、地方性、传承性、变异性。

乌丙安按经济、社会、信仰、游艺四大方面论述

民俗事象,是 5中国民俗学 6的主体部分。

经济民俗再分物质生产、交易和运输、消费生

活三大类。民间村寨经济, 再分山村、渔村、牧村、

农村四种民俗形态。山村又再分自然采集、狩猎、

驯养、林木、采矿以及由它们所派生的各项副产,从

原始古俗说到今俗。渔村也再分水上捕捞,水产加

工、渔具修造。牧村经济从狩猎利驯养古俗派生而

来,皮革与羊毛、驼毛的生产与肉食、乳品的生产并

行,有多种生产习俗。农村经济由采集植物的古俗

发展而来,刀耕火种在西南少数民族中有所遗留。

农业工具的创造和发展是农业生产习俗的重要内

容。农业与畜牧结合,才有了畜力农耕习俗。种子

构成系列农俗,引来多种栽培方法,以粮谷为主,或

以棉麻为主,或以薯类瓜类为主的村落, 形成不同

村落经济类型, 粮农、果农、菜农、棉农、药农,各具

特色。他对民俗条分缕析,形成乌氏民俗学学术特

色。

5中国民俗学 6较 5民俗学丛话 6更系统、更条

理、也更细致。如服饰习俗, 分析 11个构成因素:

1. 性别, 2. 年龄, 3.职业, 4. 地位, 5. 用途, 6. 民族,

7.季节, 8.质料, 9.色彩, 10.工艺, 11.样式;又分四

种惯制: 1. 实用, 2.观赏, 3.礼仪, 4.信仰。条分缕

析地论述丰富多彩的服饰习俗。如婚姻习俗,论述

16种民俗形成: 1. 掠夺婚, 2. 服役婚, 3. 买卖婚,

4.表亲婚, 5. 交换婚, 6. 转房婚, 7. 招养婚, 8. 招养

夫婚, 9.典妻婚, 10. 童养婚, 11. 指腹婚, 12. 冥婚,

13.共妻婚, 14. /阿注 0婚, 15. 试验婚, 16.自愿婚。

外加其他民俗传承, 离婚和媒。将古今婚俗嬗变条

分缕析,归结于今俗一夫一妻自愿意婚。

5中国民俗学 6年修订版, 增写了生态民俗和

都市民俗两章, 突破了初版狭窄的范围, 展开了民

俗学视野, 丙安说: /等于突破了我自己。0
乌丙安主编 5小国风俗辞典6, 与 5中国民俗

学6同年 ( 1990)出版。 5中国民俗学 6表达他的学

术思想, 5中国风俗辞典 6则是和出版社磨合的学

术成果, 凡 18类民俗事象释文: 1. 岁时节日, 2.婚

姻, 3. 生育, 4.寿诞, 5.民间医药, 6.丧葬, 7.交际礼

仪, 8. 服饰, 9. 饮食, 10. 居住, 11. 器用, 12. 交通,

13.生产职业, 14. 民间工艺, 15. 宗族社会, 16. 娱

乐, 17.信仰祭祀, 18. 巫卜禁忌。释读 /民俗 0云:

/民间社会生活中传承文化事象的总称。是一个

家国或地区,一个民族世世代代传袭的基层文化,

通过民众口头、行为和心理表现出来的事象。这些

事物和现象,既蕴藏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传统里,又

表现于人们的物质生活传统中,,在流传中有传

承性、变异性的特点和导向、整合及凝聚等功能,同

时表现出社会性、民族性、地方性、阶级性、全人类

性等倾向; 做为人类文化意识的现象, 民俗将与人

类社会共存亡。0释文简明论述 /民俗0,与 5中国民

俗学 6、5民俗学丛书 6对照着读, 体现了丙安学说,

当是丙安执笔的。另一 /民俗学 0释文,从 1913年

周作人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发表 5歌之研究 6出现

/民俗学0一词, 写到 1983年 5月中国民俗学会于

北京成立, 实为中国民俗学发展史略, 当也是乌丙

安执笔的。

四、探索主体、控制、符号、传承四论的 (民俗

学原理6
乌丙安一本书换一种笔法。评论其学术成就

也该一段换一种风格。

115民俗学原理 6是一气呵成的吗? 不! 乌丙

安 17年功夫冶铸: 1981年他率先在辽宁大学首开

民俗学课程。 1982年正式招收民俗学硕士生, 乌

丙安任导师,学科学术带头人, 把 /民俗学原理 0作

为一门硕士学位课程填写在培养计划表上。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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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1982~ 1985,是 /民俗传承论 0研究阶段。第
二阶段 1985~ 1989,是 /民俗符号论 0的研究阶段。

也是探索 /民俗主体论 0和 / 5民俗控制论 0及执笔

写作的阶段。第三阶段 1990~ 2000, 着重在民俗

学与相邻学科专业的关系上做了探讨。 /这本 5民
俗学原理6是在长达 17年的理论探索、田野调查

和教学实践的基础上写成的。在 17年的硕士生和

研修生课堂上 2 800多学时的-口头传承 . ,为最后

定稿起到先期验证的良好作用。0 /民俗研究中心
硕士生导师江帆不仅先期主修了这门课程,同时还

做了讲授这门学位课的长时间准备, 并于 2000年

已正式向硕士生授课。0
21乌丙安的 /研究心态0怎样? 他反思国际民

俗学 /学科的注意力始终盯在令人眼花嘹乱、异彩

纷呈的 -俗 .上, 却很少关注负载着 -俗 .的 -民 .和

他们的最基本的日常生活 0, /加紧了对民俗的传
承主体 -民 .的研究, 这便是探索 -民俗主体论 .和

-民俗控制论 .的初衷及执笔写作的阶段。0 /注意

到国际上出现了严重的民俗危机,存在着把民俗学

划为人类学附属的一部分的动向时, 也深感民俗学

百年来自身理论的贫困所带来的遗憾。0理论性探

讨 /缺乏对民俗本身及其承载者群体与个体的人

文特色的剖析 0。于是, 乌丙安奋起理论探索, 17

年铸一书。 /民俗学人面对这一块几代先驱者开

拓出来的民俗学领地, 守土有责, 理应有所作为。

在迈进新世纪的大门时, 尽可能做到无愧、无悔与

无憾。

31乌丙安的 /研究方法0怎样? ( 1)借鉴占今

中外前贤的研究成果。 ( 2)自己的中外田野调查

(东北地区民间信仰、北方民族萨满教、满锡伯朝

鲜等族习俗、高山族土俗的实地调查,日本渔村、山

村及北海道二风谷阿伊努族信仰风俗田野调查,日

本裕仁天皇大葬礼俗的现场调查,韩国庆州古文化

遗俗、匈牙利多瑙河流域及巴拉东湖地区村镇习

俗、德国莱茵河流域、威悉河流域及威横山脉一带

的村落习俗及民间童话分布的踏查 )与自己的理

论思考相结合。 ( 3)与外国学者学术交流。 ( 4)与

课堂教学相结合, 与学生交流。总之, 海纳百川与

独立思考相结合。

41乌丙安的 /学术成果0怎样? 按主体、控制、

符号、传承四论, 简约评介如下:

( 1)主体论, 探讨民俗的 /构成 0与 /养成 0。

探讨 /民俗构成 0时, 探讨 /民俗质 0、/民俗素 0、

/民俗链 0、/民俗系列 0与 /民俗系统 0。 /民俗质0

是构成民俗事象的最原初、最基本的顶料。凡是俗

民生活中听到、看到、感觉到、想象到、接触到的事

物,不论是语言的还是非语言的, 都可能是构成民

俗的材料。只有两个以上的民俗质相结合,同时显

示出一定的民俗含义时,才构成一个民俗单位,才

被用来传递民俗信息,形成民俗认知的内容, 才被

用做民俗行事。例如一只乌鸦, 只是生物学上的

鸟,还不是 /民俗质0,俗民生活中遇到病痛或其他

不安顺的事情时, 见到乌鸦的黑色, 听到乌鸦沙哑

难听的鸣叫声, 感到这是不祥的凶兆, 便构成民俗

单位,这时的乌鸦便成为 /民俗质0。

由若干民俗质构成的一个个民俗单位, 叫 /民
俗素 0。例如河北涉县娲皇宫庙会求子习俗中 /朝

拜顶山0等民俗素:求子人在 /朝拜顶山 0中备有麦

粉面模、糕点、小米、饼干、黄色杆香或线香、红布

条、五色纸, 到娲皇山脚,向山上女娲神宫跪拜,焚

香烧纸。还有 /拜神许愿 0、/登十八盘 0、/登顶求

子0、/神诞坐夜 0、/跳神讨药0等民俗素。

俗民们在民俗生活中,常把若干民俗素联结并

排列起来, 构成一连串密切相关的民俗组合关系,

称 /民俗链 0。如汉族的春节元宵、清明、端午、中

元、中秋、重阳以及二月二、三月三、六月六、七月

七、十月初一、腊八、祭灶等节日或祭日, 都早已形

成不同的民俗链。古婚俗 /六礼 0发展而来的今婚

礼有 24个民俗素,也是长长的民俗链。

依照俗民生活实践归纳同类民俗的所有民俗

链在一起, 形成同民俗的系列与其他同民俗的系列

区别。从古至今的民俗,大致有生态民俗系列、农

耕民俗系列、服饰民俗系列、家族民俗系列、婚姻民

俗系列、鬼灵信仰系列、节日民俗系列、民间歌舞系

列,民间故事系列、歌谣系列、俗语谚语系列等 48

个系列。

48个系列可归纳成物质生产、流通、消费、、社

会群落、人生礼仪、信仰崇拜、传统节会、民间艺术、

民间游戏竞技、口头散文、口头韵文、惯用语等 12

个民俗系统。

/历代俗民的生存愿望与生活需求是民俗得
以产生、传习、保存、应用的基本动因。0乌丙安道

着了民俗的真谛。

乌丙安进而探讨俗民群体的 /民俗养成0: /许

许多多全民的大型民俗, 都经常要靠家庭这样的小

群体的民俗去展现。家庭于是成了民俗的最小的

传习和养成群体。0赶农贸集市的人, 赶庙会的人,

构成民俗群体。 /民俗学所确立的基本对象是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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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体的文化,俗称民间文化。其中包括家庭这样

的小群体,到民族这样的大群体, 以及所有大、中、

小型负载民俗文化的群体,都在民俗学的视野范围

之内。0

/个人拥有民俗文化知识并不停地学习、掌握
和运用这些知识, 是民俗世界的常规现象。0 / -习

俗化 .是指任何个人从他所出生的环境中开始对

习俗惯制的适应过程;也是群体对他们的成员个体

施以习俗惯制的养成过程:也是个人在习俗体系中

学习并增长习俗知识、培养习俗意识和能力的过

程。0/民俗养成的内化发展与外化发展, 都密切地

作用于人的群体;也只有习俗化了的俗民个体及俗

民群体才构成了民俗的-主体 .位置。民俗学的研

究理应以研究这个民俗的 -主体 .为中心。0

乌丙安审视中外民俗学家的学术成果,结合自

己的田野考察和学术思考,批判那种 /只侧重-俗 .
的事象而忽视-民 .本身负载民俗的特征 0, 得出这

些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一家之言。

( 2)控制论, 探讨 /人类自己编织成习俗的绳
索套在了自己的身上。0在习俗环境中可分两大

类;俗民群体依据习俗规范的约束, 有具体意向地

要求俗民成员无条件遵守, 违规越轨会受到惩罚,

模范遵守会受表彰奖赏。另一类某些民俗事象在

习俗化过程中对俗民个体施加影响, 促使俗民在实

践中想当然地恪守其约束, 形成自然而然的控制

力,一旦违背这些民俗约束, 俗民心理和精神上产

生巨大压力, 自我惩罚或超自然力的惩罚。乌丙

安接着探讨 /越轨与反越轨0、/冲突 0、/标签 0, 进

而探讨民俗控制的六个类型: 隐喻型, 如民间故事

中的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0。奖惩型, 如立牌坊、

史书地方志立传表彰。监测型,如宗法制大家族内

部对乱伦禁忌的传统控制, 对未嫁女、已婚妇的行

为约束。规约型, 如乡规民约。诉讼型,如广西金

秀大瑶山石牌头人判案。禁忌制,如影响心理的占

卜、赌誓方式。

乌丙安借鉴外国学者而中国化, 借鉴社会学、

人类学而民俗学化, 与中国各民族民俗实例相结

合,发展其民俗学原理与控制论理论。

( 3)符号论, 探讨 /民俗符号传送民俗文化信

息的规律 0。例如红双喜、红对联、大红毡、大红

轿、新红礼服、红盖头、大红花、大红灯笼、大红请帖

传送着中国传统婚俗的喜庆信息;白孝衫、白头绳、

白挽联、白胸花以及近代出现的黑袖标传送着中国

传统丧礼的哀悼信息。松、鹤、桃传长寿, 牡丹传富

贵,荷传清廉, 龙凤、鸳鸯传婚姻幸福, 桔、鸡传吉

祥,乌鸦、枭鸟传晦气,爆竹传春节, 灯会与汤圆传

元宵,五彩丝、雄黄酒、米粽传端午, 月饼传中秋。

这都是中国民俗事象的表现体,形成中国特有的民

俗象征符号。民俗符号由一个或多个 /民俗表现
体0 (称 /指符0 )和它们所表现的具体的民俗对象

与抽象的民俗对象 /含义或概念 0 (称 /意符 0 )结

构而成。例如大红灯笼是 /指符0, 吉庆是 /意符0,

构成一个传送庆祝民俗节会的符号。

非语言系统的 /指符 0, 有听觉的音响指符,视

觉的标记、纹饰、图像、实物、色彩等指符,其他感觉

(味觉、嗅觉 )的指符,人体兆的指符。

古典民俗 /符号 0,如 5诗经 6之比兴,阴阳家用

五行学说的一系列符号编码解释宇宙天道和世间

人道的运转变化规则。

( 4)传承论, 探讨 /俗民们是怎样传递那些用
民俗符号构成的民俗文化信息 0。乌丙安借鉴维

也纳学派与 /文化圈 0、/文化带 0,曼彻斯特学派与

/泛埃及主义 0, 美国历史地理学派与 /文化区 0、
/文化带0, 结合中国民俗实际, 探讨中国民俗之传

承: 1)亲属制度的传承,中国习俗社会中的 /九族 0

制、/五服0制。 2)继承制度的传承, 3)长子继承、

幼子继承、继养子继承、入赘继承。婚姻制度的继

承,婚姻制度传承远比婚礼习俗更重要。 /民俗事

象总是处于从古到今、从上到下、从此及彼、从内到

外的传递之中。民俗传播在许多群体及场合受到

控制,如行业的特殊规矩和习惯有秘密传承的约

束。民俗传承的扩散机制和控制机制对了解民俗

发展、变异和走向及俗民自发的移风易俗有应用价

值。

探讨 /民俗传承人 0 (包括主持民俗行事的村

头人、寨老、族长、大祭师、大巫师、大萨满、乐舞师、

歌师、演唱史涛 5格萨尔 6的 /格萨尔奇 0、演唱 5玛

纳斯 6的 /玛纳斯奇 0、演唱 5江格尔 6的 /江格尔
奇0、民间故事讲述家秦地女、金德顺、李成明、谭

振山、刘德培、黑尔甲、胡怀梅等 )发挥不可估量的

民俗传承作用。

总之, 丙安 5民俗学原理 6此作, 梳理古今中外

学说,内蕴着国际学术发展史,中国学术发展史,扩

大我们的学术视野。从中国民俗实际,提炼中国特

色的理论。从宏观的视角对民俗学基础理论进行

深层次的思考, 从微观的具体问题的分析研究入

手。即注重 /俗 0,更关注负载着 /俗 0的 /民 0和他

们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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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探索神秘文化

5民俗学丛话 6里的 5泰山石敢当和万物有

灵 6、5从塔布看迷信习俗6、5五彩丝、粽子、龙舟 6,

5中国民俗学 6里的 5信仰的民俗 614~ 17章, 5神

秘的萨满世界6, 嚷中国民间信仰6, 5生灵叹息 658

篇中 50篇可说是 /神秘文化随笔 0。乌丙安一路

行来, 十分关注神秘文化。

5神秘的萨满世界 6探索古书 5史记 6、5三国

志 6、5后汉书 6、5隋书 6、5魏书6、5周书 6、5三朝北
盟会编 6里记载的萨满古俗。俄罗斯人伊代斯、布

兰特发表中国旅行记,第一次把满族 /萨满 0 ( sha-

m an)介绍给世界。萨满分布东起长白山, 经蒙古

高原西达天山南北,古代有肃慎、匈奴、东胡、鲜卑、

突厥、回鹘等 17个民族,现今有满、蒙、土、维吾尔

等 13个民族。萨满教几乎遍及北亚、北欧、南北

非、南北美、太平洋诸岛的土著民族中。

乌丙安探索萨满教的大自然界、动物世界、灵

界。探索萨满文化传承人 /萨满 0 (既是天神的代

言人, 又是精灵的替身。既代表人们许下心愿,又

为人们排忧解难。既是人又是神。并不完全脱离

生产, 是人们中的一员 )。

乌丙安梳理民间信仰与宗教的十方面区别:

(一 )民间信仰没有固定的信仰组织, 宗教有特定

的教会、教团组织。 (二 )民间信仰没有一定的至

高信仰对象,宗教有至高崇拜对象, 如基督教的上

帝,佛教的佛, 伊斯兰教的安拉,道教的原始天尊。

(三 )民间信仰没有支配信仰的权威, 宗教有创教

人、布教祖师, 如佛教的释迦牟尼, 基督教的耶稣,

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 道教的太上老君李耳。

(四 )民间信仰没有形成宗派, 宗教有宗派。 (五 )

民间信仰没有完整体系, 宗教有伦理的、哲学的完

整体系,有经典, 如基督教 5圣经6,伊斯兰教 5古兰

经 6,佛教佛经。 (六 )民间信仰没有一定的规约,

宗教有教规。 (七 )民间信仰没有专司神职的职业

人员,宗教有专职的执事人员,如僧尼、道士、神甫、

牧师、阿訇。 (八 )民间信仰没有进行信仰活动的

固定场所, 宗教有寺庙、宫观、教堂、礼拜寺等。

(九 )民间信仰没有特定的法衣、法器、仪仗, 宗教

活动却有神具、教服、法器、仪仗,如佛教袈裟、三宝

物、木鱼、念珠、禅仗等。 (十 )民间信仰者在民间

生活中没有自觉的信仰意识, 从来都是自发的或盲

目的,宗教信徒有自觉的宗教意识。 ( 5中国民俗

学6
许多民俗事象在 5中国民俗学 6里, 只作简约

的介绍,或从中提炼理论, 或作为理论的例证。但

在5生灵叹息 6这部民俗随笔集子里, 却获得舒展

的、形象的、立体的记叙。有时有抒情的词句, 如:

/萨满世界就是这样的无情世界,这个世界里充满

了苦难的抗议, 也充满了被压迫生灵的叹息。现代

中国的生灵多么希望这是最后的叹息啊! 0 ( 5生灵
叹息 6)有时有哲理性的词句: /中国民俗宁可宠信

万神之能, 也不去信一个万能之神。0自然流露 /丙

安风格0、/丙安才气 0、/丙安风韵0。
神秘文化是一个值得探索的学术领域。乌丙

安先生的诸多学术著作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文化宝

矿。

笔者与乌丙安友谊起航于 1981年为拙编 5侗
乡风情录6写序 5民族民俗学的新路 6。 1984年中

国民间文艺研究会 (今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 )第四

次代表大会, 相会于石家庄。 1985年国庆节为拙

著5岭南十二枝花6写序。 1986年中国、芬兰民间

文学搜集保管学术研究讨会, 重逢于南宁, 作客过

伟家, 盛赞主妇杨萍女士烹调 /第一美味 0红烧肉,

太夸赞了, 她久久还说丙安风趣可亲。 1999年嵩

山文化研讨会, 相聚于登封。 2002年中国民俗学

会第五次代表大会, 又聚北京。 2007年写5乌丙安

论6, 偿了多年心愿。
[责任编辑: 杨学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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