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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一个古村落，或者面对

一位民间艺人，民俗的调查工作

从何开始？应该怎么提问、问哪

些问题、哪些问题必问不可？如

果要用摄影与摄像记录，需要拍

摄什么、怎么拍、哪些是至关重要

的镜头画面与细节？

几位专家为我们设计了如下

的提纲。这些提纲表现了专家们

深厚的学养与丰富的田野工作的

经验。但是任何调查对象都会比

我们事先料想的复杂。所以，这些

提纲最重要的意义是一种提示。

调查中很多收获都是从随机提问

中获得的。这一点希望调查人注

意。

本提纲设定的细目基本上适

用于中原、华北、东北及西北汉族

地区农耕村落普查；对东南、中

南、西南各地区汉族稻作农耕村

落，以及渔村、畜牧村、狩猎村等

其他类型的村落普查也有一定的

参照价值。在对少数民族村落进

行普查时要特别注意，本提纲只

能作为参考而不能完全照搬。

编写这份提纲的作者是乌丙

安、姜文祥、攀宇、高立民、王善

民和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民间艺术

研究所。

村落民俗普查提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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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态：
本村是什么山村？

是黄土高原山村吗？

是黄土丘陵村吗？

是土石山村吗？

本村在县、乡的什么位置？

村外有什么河流？

村境内有什么河流过？

村落占地有多少？

耕地有什么？

村民聚落占地多少？

林果木占地多少？

村民聚落点的海拔高度分别是多少？

聚落点内有多少沟壑峡谷？

怎样分布？

全年二十四节气气候如何？

雨雪旱涝的正常年景和遭灾年景怎样？

野生动物情况怎样？

森林植被情况如何？

有价值的古树、大树、树种、花草种有哪些？

有什么矿藏吗？

这一切对本村有什么影响？

古村境内有哪些自然风水说法和遗迹？

2．农耕：
主要种些什么庄稼？

本村古老传统是以种植五谷杂粮（特别是

谷子、黍子、糜子、荞麦、杂豆之类）为

主吗？

种植薯类、油料和经济作物吗？

春耕开始有哪些农活？

打春备耕都准备哪些农具？

试犁、施肥、平田整地、扶耧点种、压土

保墒所有工序都是怎样进行的？

本村耕地土质适合种什么？

以种麦为主吗

为什么很少种小麦？

夏天锄地间苗、保苗都有哪些农活？

使用哪些农具？

护青驱害都有哪些做法？

秋收都有哪些农活？

割庄稼、取谷穗都用什么工具？

打场、摊场、扬场、扇谷、囤粮等所有工

序细节都用什么传统技术方法？

收粮入仓都用过什么仪式和方式？

男人和女人参加农活有什么不同的分工？

男孩和女孩参加哪些农活？

一年四季中每道细小的农事工序还有哪些

种农具和用具？

哪些农具还在用？

哪些已经不再用了？

各种用具原物都在哪里存放？

大型木器具、石器具都放置或丢弃在哪里？

各种农具都是哪儿制造的？

二十四节气各节气、数伏、数九在农事上

都有什么说道？

有外出做农活打短工的吗？

村里都饲养哪种家畜、家禽？

大牲畜（骡、马、驴、牛）都做哪些畜力

使用？

养羊为什么成了全村畜牧的主业？

有采山菜野果的吗？

到哪些地方去采？

采什么？

用什么工具？

各家都种植果木吗？

有什么特产水果和名产水果？

培植果树和采摘水果都使什么用具？

有植树造林的吗？

有专门种菜的菜农吗？

各家种植什么蔬菜？

是自家食用还是外卖？

还是从外买进？

有花农吗？

各家院内外还种花草吗？

3．工匠：
有什么工匠行当？

（木匠、泥瓦匠、铁匠、石匠、皮匠、镟匠、

锁匠、钉锅匠、锯缸匠、磨刀匠、井匠、绳

匠、编匠、鞋匠、毡匠、画匠、裱糊匠、泥

塑匠、窑工等）

村里各家存有各种工匠使用的工具吗？

有哪些工具？

本村的庙宇和住房是本村工匠建造的吗？

本村房屋的砖瓦都是当地砖瓦窑烧的吗？

如果不是，是从哪里运来的？

村里各家的农具和用具都是村里的工匠制

作的吗？

有什么特别工匠？

（包括劁猪的、骟马的、配种的手艺人）使

用什么工具和器械？

村里过去和现在有哪些手工业作坊

（油坊、酒坊、醋坊、染坊、纸坊、粉坊、

豆腐坊等）

各种缸坊的酿酒师傅、榨油师傅、淋醋师

傅、豆腐匠、粉匠、染匠、都是本村的还

是外地雇来的？

现在有哪些工匠传人？

各种缸坊的遗址以及使用的传统设备、工

具、机械现在还有吗？

外村镇的游动工匠经常进村做活计吗？

本村有农民兼会多种工匠手艺吗？

工匠手艺的师徒怎样传承？

工匠手艺有什么制造成物？

都能找到吗？

外出打工的农民都从事什么工种？

外出打工有什么原因？

有学手艺的吗？

4．交易：
本村和邻村有什么样的集市贸易？

传统赶集日有什么沿革？

集市上都买卖什么生产生活物品？

买卖大小牲畜怎样进行？

本村的交易场所在哪里？

都有什么小摊贩和小货铺？

小商贩、小货郎使用什么用具？

小贩有什么市声（吆喝声、敲击声）吗？

买卖有什么招幌吗？

村里经商户都有什么字号命名？

有半农半商的人家吗？

有做大买卖的业户吗？

有外出长途贩运的行商吗？

外地商贩进村收货、卖货、换货吗？

村里人进城买货、卖货的情况怎样？

5．交通：　
村里通行的上下道路是什么样的？

土道或是石板路吗？

上下山路能行车吗？

有什么桥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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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村通向外村城镇的道路如何？

村里人外出有哪些老式运载车辆和牲畜用

作交通工具？

本村有靠近大道的货栈、旅店吗？

村里日常的搬运都用什么工具？

村民到外地都住什么旅店？

老式车辆和马具绳套还有吗？

6．信贷：
村里相互借贷的方式有哪些？

借贷的契约怎样做？

还有人保留着老式样的借据契约吗？

高利贷有哪些隐蔽活动方式？

有进城镇储蓄、贷款的情况吗？

有进城典当抵押借钱的做法吗？

有人保存早年当铺的当票吗？

　　

7．服饰：
男女老幼日常是怎样穿着打扮的？（包括

男女发式、女人化妆、常服和劳动服、内

衣和外衣）

春夏秋冬四季的单、夹、棉、皮衣服鞋帽

都有哪些？

有什么特点？

干农活、放牲口、做家务的劳作衣服鞋帽

都有哪些？

有哪些礼仪节日服装和装束？（包括衣

服、鞋帽在质料、色彩、工艺等方面与常

服的差别）

衣服鞋帽的家庭手工裁缝怎样制作（包括

小虎头帽、兜肚、围嘴、护襟、马甲等的

制作）

妇女绣花有哪些手艺？（如衣服领、袖、

襟、下摆、裤脚、裙边的多种花边，背心、

坎肩、童帽、女鞋上的花鸟虫鱼刺绣等）

村里有专业裁缝吗？

近百年来老式穿戴衣服、鞋、袜、帽、巾

还有吗？（如马褂、坎肩、裹肚、月华裙、

百褶裙、弹墨裙、膝裤、绣花围裙、瓢帽、

头帕、勒勒箍帽、毡帽、弓鞋、绣花鞋等）

8．饮食：
村里日常是三餐食制吗？有季节性两餐的

习俗吗？

不同季节和农忙农闲都吃什么饭菜？

早午晚三餐常吃什么喝什么？（包括主食

副食搭配、米食面食搭配、干稀搭配及用

餐时间等习俗）

节日、祭日和忌日有哪些饮宴习俗？

宴席规模大小？

吃哪些菜肴？

数量多少？

村里饮宴、会餐怎样操持？有什么方式？

本村有什么特殊风味饮食？（如羊肉臊

子、炒灌肠、羊杂割汤、疤饼）

本村饮食用料和当地土特产有什么关系？

制作食品的技术、方法都有哪些？（蒸、

煮、煎、烤、炸、烙、腌菜、干菜等的制

作方法）

制作食品的大小工具都有些什么？（如石

磨、石碾、铁鏊子、漏瓢、炒瓢、铲锨、切

面刀、对把拨面刀、削面刀、菜刀、锥窝、

杵子、砸瓯、擦擦之类）

9．居住:
村庄居室建筑有什么特点？

是土窑洞吗？

是砖石接口子窑吗？

民居房屋建筑有什么样式和风格？

建筑物有什么木雕、砖雕、石雕和彩绘之

类的装饰艺术？

建房有什么仪式和风俗？

破土打夯、上梁起墙、钉椽盖顶都有什么

仪式？

早年盖房讲究什么风水？

放置什么镇宅物？

打墙建屋都用什么工具？（如木夯、夯杵、

夯槌、镢、锨等）

住新房、迁新居有什么习俗？

本村家户、宅院有几种格局？（院墙、院

门、门楼、照壁、三合院、四合院、二进

院、三进院等）

庭院建筑物有多少功能?

室内各种家具和器皿的陈设是什么样式?

有什么装饰?

居民在室内外有什么起居习俗? (包括不同

辈份亲属的居室分配、寝卧规矩和方式等)

居家用的各种老式用具器皿都有哪些?

现在还用吗?

10．家族：
村里现有村民的亲族、家族、宗族是什么

状况?

是杂姓村吗?

各姓氏群体的比例各占多少?

是以某一姓氏为主体散居极少数其他姓氏

的村落吗?

哪几个家族在村里是多少代的老户、大户？

他们在本村发展史上有很大影响吗?

老户有家族谱书、谱牒、谱表吗?

村中的大户过去受过皇朝的诰封吗?

有哪些文书或匾额作证?

过去经商的大户或做官的世家留下了哪些

遗迹遗物?

村内各姓氏中有什么血亲和姻亲关系?

家族内有什么忌日、祭日和家庆日

家族宗族内有什么家法家规?

分家有什么惯制吗?

本村住户和外地哪些亲属保持密切来往?

外地亲友有来本村串门子的习惯吗？

11．村社：
古代建村有勒石刻碑记载村史的遗留吗?

本村组织内有什么习俗惯制?

村民中有什么协力俗制?

村里农耕实行“打变工互助”的传统习俗吗?

使用大牲畜有“伙家”的互助习俗吗?

村组织参与婚丧红白大事的操办有哪些惯例?

村里集体修桥、补路或参与建房劳作都有

哪些老规矩?

对村民生产生活管理有哪些传统村规民

约？（如对防火、防盗、减灾、救灾、禁

赌、提倡节俭、调解纠纷、制裁惯例等）

全村的水源（水井、水库）管理习俗有哪些?

村内有排除洪水通道设施吗?

村集体产业如庙产、场院、村林的传统管

理有哪些?

村里设有义田、义仓、义宅吗?

村内社火赛会有什么组织？有“闹社火”

的“纠首”或“社首”操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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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无同业行会组织?

早年村里有过帮会活动吗?

有无结义拜把子习俗?

有无村仇械斗纠纷?

12．岁时：
过春节（过大年）都有哪些习俗活动?

准备过年是从“过腊八”开始吗?

本村做腊八粥的习俗和祭祀仪式有哪些?

“过小年”祭灶神有哪些活动?有什么特殊

饮食?

有“扫年”或“扫尘”的习俗活动吗?

有各种“备年货”（买年货、做年食）的习

俗吗?

“大年三十”的祭祖、接神、辞岁、守岁、

吃年夜饭等都有什么习俗?

拜年活动是怎样做的?

从大年初一到初五都有什么活动?

初七“人日节”有什么礼仪?

元宵节怎么过？

吃什么节日食品？

村里有闹元宵的社火活动吗?

添仓节（正月二十小添仓、正月二十五大

添仓）举行什么仪式和活动?

二月二“龙抬头”做哪些“引龙”的行事 ?

清明节祭祖扫墓怎样做?

端午节怎么过？

有戴香包、擦艾蒿、喝雄黄酒、吃粽子的

习俗吗?

六月六“晒衣节”（或叫“虫王节”）怎样过

做哪些事情?

七月七“乞巧节”有哪些习俗活动？有“乞

巧”、做“巧食”的行事吗?

七月十五旧时“鬼节”的上坟有哪些行事?

中秋节“拜月”有什么当地特殊习俗？

节日饮食有哪些?

九九重阳节怎样做登高、饮酒、避邪的活

动?

十月一“寒衣节”有哪些传统做法和仪式?

村里还过哪些特别的当地节日?

13．诞生：
产妇“添喜”分娩时有什么习俗惯例?

产房设施有什么禁忌习俗?

新生儿“落草”时是怎样处理的?

婴儿诞生后怎样进行“报喜”?

生小孩后有哪些“忌门”习俗?

生小孩的三朝(洗三)仪式怎么做?

都有什么器具?哪些亲友都送什么礼物?

产妇“下奶”有什么习俗?

产妇“下炕”有什么习俗

小儿满月都怎么过?亲友都送什么扎?

有“剃头”和“出行”风俗吗?

小孩百日(过百岁)举行什么礼仪?

有挂“套颈馍”、“长命锁”的习俗吗?

产妇有回娘家“离窝”的老规矩吗?

小孩周岁(过一岁生日)有哪些习俗礼仪

亲友送什么礼物?

有吃“百家饭”穿“百家衣”的习俗吗?

大户人家小儿周岁有庆贺社火活动吗?

小儿取名有什么说道?由谁来取名?

常用的奶名和大名都有哪些叫法?

14．成年：
青少年男女有什么成年仪式习俗?

本村有北方通行的 12岁过大生日开锁仪

式的古俗成年礼吗?

由什么人主持仪式?进行什么占卜吗?

举办大型还愿或庆贺活动吗?

15．结婚：
本村有哪些婚姻类型? (包括自愿婚、包

办婚、童养婚、表亲婚、招赘婚、买卖婚

及为死人做冥婚等各种类型)

本村通行什么样的议婚习俗?

有“媒人提亲”、“开八字”和“相亲”等

程序吗?

定婚时“换龙凤帖”、“过大礼吗”?

定亲举行什么礼仪?吃“定亲饭”吗?

有什么陪嫁和定亲礼金的习俗吗?

男方送给女方什么聘礼?

定亲后有择吉日习俗吗?

结婚迎亲惯习有哪些? (男方布置喜棚、

喜堂、洞房，妆扮新郎，接待道喜亲友，组

织迎亲队伍，迎娶，女方新娘上妆，接待

娶亲队伍，组织送亲队伍等)

婚礼仪式程序有哪些?(新人入门、撤谷

豆、拜花堂、坐帐、入洞房、闹洞房、听

房等)

送亲迎亲、婚礼拜堂、婚宴、洞房花烛都

有哪些习俗规范和禁忌?

新婚期间有“见大小”和“拜村子”等习

俗吗?

婚后新媳妇有回娘家风俗吗?

有哪些离婚、再婚和说媒议婚等习俗?

村内有哪些婚俗文物可以作证?(包括男女

婚礼新装、过礼的礼盒、拜匣、陪嫁礼单、

合婚的庚帖、结婚证书、婚礼宴席菜单、宾

客随礼礼单、喜帐、喜帘、盖头等遗物)

16．拜寿：
通行哪些办寿习俗和拜寿礼仪?

有专门操办拜寿的传人吗?

寿堂是怎样布置的?

摆什么寿宴?

亲友都有哪些拜寿、贺寿的传统贺礼实

物? (如寿桃、寿面、寿联、寿幛、寿屏等)

每逢本命年寿诞有扎红、穿红的习俗吗?

给老人过寿时有为老人做“寿材”做“寿

衣”的习俗吗?

17．丧葬：
本村实行哪种葬式 ?

是土葬吗?

初丧的穿寿衣、净尸整容、停丧都有哪些

习浴?

有挂“寿门纸”的习俗吗?

怎样向亲友报丧?

择坟穴有什么做法?

怎样进行停丧小殓的烧纸摆供祭灵?

入殓(大殓入棺)仪式怎样进行?

棺木的制作、彩绘和民俗装饰都有哪些?

设灵堂和举行“吊孝”是怎样进行的?

有几种做法?

孝子挂孝、守灵、祭灵的风俗有哪些?

出殡大葬礼仪的送葬、下葬、回灵等一系

列详细过程都有哪些?

出殡的司仪有哪些说道?

送葬途中亲友是怎样设路祭的?

灵柩出村后有什么规矩?

灵柩入墓穴后进行哪些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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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葬后的祭奠亡人仪式? (如烧七或

做七、过七、烧周年、守孝等)

有主持操办丧葬事宜的民俗传人吗?

祖坟茔地有什么葬式?

有什么上坟祭奠祖先习俗?

有哪些合葬、迁坟习俗禁忌?

冥婚男女双方合葬仪式怎样进行?

18．信仰:
村里有哪些寺庙?

供哪些神灵? (如观音菩萨、文昌帝君、真

武大帝、关帝、魁星等 ) 有神像吗?

各家院里屋里都供奉哪些神仙?

有神牌、神龛吗?是木雕、砖雕的吗? (天

地爷、土地爷、山神、财神、门神、灶神、

二郎神、姜太公、福、禄、寿、喜诸神及

其他)

各行各业供有哪些行业神和祖师爷?

各家供奉祖先吗?(家庙、宗祠、祖宗牌位、

祖宗龛等)

有哪些祭祀活动?谁主持?谁参加?有什么

供品?

信哪些精灵?(狐、黄鼬、蛇等)

信哪些鬼怪?有哪些驱邪的做法?

有阴阳先生和巫女神汉吗?

他们都怎样做巫行术?

村民都有哪些禁忌习俗?

村民有哪些看相、算命、求签、看风水的

习俗?常用哪些看相算卦的书?

村内外有庙会吗?(如二月初三文昌庙会、

二月十九观音庙会、二月二十六真武大帝

诞辰、五月十三祭关帝、七月初七魁星诞

辰等)

上庙会的人有多少?

有哪些烧香拜神(佛)许愿还愿的习俗?为

求什么事许什么愿?

庙会上唱还愿戏吗?有什么仪式?

上庙会带香纸、供品和钱物吗?

四月初八有祭拜“佛诞日”的习俗吗?

天旱有祭龙王习俗吗?

有供奉“二十八宿”各路星君的吗?

有供奉其他当地神灵的吗?

1989年10月17日至11月16日在巴黎举行

的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第二十五届

会议，考虑到民间创作是人类的共同遗产，是促

使各国人民和各社会集团更加接近以及确认其文

化特性的强有力手段，注意到民间创作在社会、

经济、文化和政治方面的重要意义，它在一个民

族历史中的作用及在现代文化中的地位，强调民

间创作作为文化遗产和现代文化之组成部分所具

有的特殊性和重要意义，承认民间创作之传统形

式的极端不稳定性，特别是口头传说之诸方面的

不稳定性，以及这些方面有可能消失的危险，强

调必须承认民间创作在各国所起的作用及其面对

多种因素的危险，认为各国政府在保护民间创作

方面应起决定性作用，并应尽快采取行动，其第

二十四届会议曾决定按《组织法》第IV条第4段

的规定，保护民间创作的问题应形成一份给会员

国的建议，于1989年11月15日通过本建议。

“民间创作(或传统的民间文化)是指来自

某一文化社区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

据、由某一群体或一些个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

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特性的表达形

式；其准则和价值通过模仿或其他方式口头相传。

它的形式包括：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

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及其他艺术”。

    民间创作的保护

保护涉及到对民间创作传统及其传播者的维

护，因为各族人民有权享有自己的文化，也因为

人民与这种文化的结合力常常由于传播工具所传

播之工业文化的影响而削弱。因此，必须采取措

施，在产生民间创作传统的群体内部和外部，保

障民间创作传统的地位并保证从经济上给予支助。

为此，各会员国应：

(a) 以适应方式进行民间创作教学与研究，

并将其纳入校内外教学计划，应特别强调对广义

的民间创作的重视，不仅应考虑到乡村文化或其

他农村文化，也应注意由各种社团、职业、机构

等创造的有助于更好了解世界各种文化和看法的

文化，尤其是不属于主要文化的那些文化；

(b) 保证各文化团体有权享有自己的民间创

作，同时还支持其资料、档案、研究等方面的活

动以及传统的作法；

(c) 在跨学科基础上建立各有关团体均有代

表参加的全国民间创作委员会或类似的协调机

构；

(d) 向研究、宣传、致力或拥有民间创作材

料的个人和机构提供道义和经济上的支持；

(e) 促进有关保护民间创作的科学研究。

背景
19．医药：
村里过去和现在流行什么疾病?

常见小病都有哪些?

村民有病找土法治病的村医吗?

有巫医吗?常用什么方法治病?

村里流行什么土方、偏方?

村里常用当地哪些土产的草药?

村民有专门在山野采草药的吗?

有病找西医还是找中医?

20．游艺：
小孩经常做什么游戏玩耍? (室内、户外、

场院、野外)

村民自制的大小玩具有哪些?

大人常做什么游戏和比赛的娱乐活动?

有哪些传统的棋牌或武术等体育活动?

有哪些秧歌活动? (如地秧歌、过街秧歌、

踩圈秧歌、踢鼓秧歌、汕头秧歌等)

有哪些锣鼓活动? (如花鼓、花敲鼓、威风

锣鼓、转身鼓、金鼓乐等)

有哪些花灯舞? (如花篮跑灯、七巧灯、顶

灯、瓦瓮灯、转灯、九连灯、灯官等)

有哪些“旺火”、“架火”活动?怎样垒旺火?

怎样吊挂支架和燃放烟火花炮?

其他社火活动还有哪些? (如小车舞、跑

旱船、悬空椅、背棍、杠箱等)

社火是怎样组织开展的?有哪些表演艺人、

传人?

 村里的戏台有多少年唱过戏的历史?

过去有哪些剧种的哪些戏班在这个戏台上

唱过哪些戏目?

村民中有哪些小戏在流传? (如各路秧歌

戏、道情、花鼓、弦腔、高调、落子、梆

子等)

有哪些表演艺人在这个戏台上演唱过?

有哪些乐器和服装、道具?

村里流行哪些山曲小调?

过去有小唱本吗?有歌手吗?

村民中有哪些民间乐器?

有什么说书、讲笑话、说故事的活动?有说

故事能手吗?

都流传哪些传说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