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农史（Agri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 2015.5

村落文化对民间宗教的建构现象研究
———以闽南J 村“文武姑妈”信仰为例

屈 勇 陈森蔚

（南京农业大学 社会学系，江苏 南京 210095）

【摘 要】 通过考察在闽南 J 村“临水夫人信仰”被建构为“文武姑妈信仰”的现象，分析其独特的信仰与仪式背后所

存在的建构逻辑，发现在宗族型村落场域中宗族文化与村落性格在建构现象中的重要作用。 建构的具体表现包括村落

化后的宗族对原有信仰体系的改造，乃至宗族事项与民间宗教事务的并行不悖。 在宏观政治力量的参与以及更大范围

的社会文化参与之下，J 村信徒也或以宗族的形式、或以村落社区的形式为文武姑妈信仰的延续与发展，提供着源源不

断的型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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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Folk Religion
in Village Culture

———“Wenwuguma”belief of J village Southern Fujian as an example

Qu Yong Chen Senwei

（Sociological College，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Through investigation of Linshuifuren belief in Southern Fujian J village, which was con-

structed as Wenwuguma faith, an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ve logic behind its unique ritual and belief was con-

ducted. It was found that culture of clan and character of village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Specific performance of the construction includes the original belief system transformation, and clan matters

and folk religious affairs peacefully. In macro political and broader social and cultural participation, J village

believers provide a steady stream of structural dynamic for the continuation and development performance of

Wenwuguma faith, in the form of clan or in the form of villag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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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乃至更广泛的华人社会，存在着以“临水夫人”为崇拜主体的民间信仰，同“天上圣母”妈祖

一样，属于道教的民间宗教体系。而在闽南 J 村，与众所周知的“临水夫人”信仰不同，J 村所敬奉的“临

水夫人”被建构为“文武姑妈”，形成从信仰到仪式的一系列建构性特征，并作为一个仅为当地所知的、
具有村落与宗族双重意义的神明信仰存在着。在这一建构现象中，村落文化作为作用主体是如何参与

民间宗教的建构的？随时空变迁两者又具有怎样的互动关系与联系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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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

在对中国乡土社会的研究中，民间的信仰、仪式、象征与组织构成了一个在讨论中不可回避的有

机体，许多学者将之统称为“民间宗教”。对于民间宗教的具体内涵、在村落社区中的变迁，长期以来受

到来自国内外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汉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的关注和讨论。
（一）中国民间宗教的界定及其内涵

由于中国民间的信仰与仪式结构较为松散，未能受到国外部分学者对其作为一个“民间宗教”的
认同。采用古典宗教学的分类架构的学者认为，因为民间的信仰没有完整的经典和神统、仪式不表现

为教会的聚集性礼拜，其象征也承袭了许多远古符号，因此不能被当成具有制度化特征的宗教，著名

英国古典人类学家泰勒和弗雷泽则将中国民间的信仰、仪式、象征等现象与“原始的文化”列为同类 1。
荷兰汉学家格如特在《中国宗教体系》一书中，把民间信仰看成系统化的宗教体系，把民间信仰和仪式

与传统文化相联系，认为民间信仰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践内容。
美国社会学家杨庆堃使用结构功能的方法，创造性地提出“制度—分散”的解释框架，“宗教”的功

能也出现了“治病、求偶、求子、求财”等世俗目标的延伸 2。在这种结构划分之下，包括佛教、道教在内

的传统宗教成为中国主要的制度性宗教，而由妈祖、关公等众多人物作为膜拜对象的民间神明崇拜则

作为分散性宗教渗透到世俗制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在国内社会学界，较为权威的观点认为民间宗教指的是广泛流行于社会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民中

间的关于信仰、迷信及世代相传的文化体系和价值观念，同时认为民间宗教与正式的、有组织的宗教

的区别在于，民间宗教往往没有固定的教义和专职的神职人员 3。人类学界则主张将中国民间的宗教

文化划分为信仰（神、祖先和鬼）、仪式（家祭、庙祭、墓祭、公共节庆、人生礼仪、占验术）和象征（神系的

象征、地理情景的象征、文字象征、自然物象征）三大体系 4。
与人类学领域内的大量研究相比，社会学家们似乎长久以来对于民间宗教缺乏足够的重视，一个

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学研究往往希望探究研究对象的特定模式，而民间宗教分散化的实践和信仰似

乎恰恰缺乏一种可触及的“模式”和“界限”5。综合上述观点可以看出，对于民间宗教概念的阐释，不同

学科有着不同的着眼点，而对民间宗教内涵阐释的不同乃至分歧值得研究者注意。
（二）村落社区中民间宗教的变迁研究

加拿大汉学家丁荷生（Kenneth Dean）提出了中国民间宗教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实践模式———社区

性民间宗教 6 ：社区性民间宗教围绕着社区的宗教仪式展开，这些仪式供奉着各式各样的神灵，其中很

多都是地方性的。除了参与到诸如中国新年、元宵以及地方神灵生日这样的社区性质的宗教仪式中之

外，社区中的个人还需要不定时地到供奉地方神的庙宇中拜神、许愿、上供、进香和烧纸钱。这些活动

通常伴随着地方神灵对于灵签或者灵诗的回应。社区范围内的这些民间宗教活动都进行得十分虔诚、

1 王铭铭：《中国民间宗教：国外人类学研究综述》，《世界宗教研究》1996 年第 2 期。
2 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宗教的现代社会功能与其历史因素之研究》，范丽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3 刘畅主编：《农村社会学》，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94 页。
4 王铭铭：《中国民间宗教：国外人类学研究综述》，《世界宗教研究》1996 年第 2 期。
5 胡安宁：《民间宗教的社会学人类学研究：回顾与前瞻》，《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2 年第 3 期。
6 Dean K. Local Collective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China. //D.L.Obermyer et al.Religion in China Toda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P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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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敬和肃穆。
国内民间宗教的研究深受西方经典理论的影响，在对其变迁过程的具体描述中往往以国家或社

区为实践背景，存在着探讨民间宗教与所在社会的共同变迁的研究倾向。
21 世纪以来，高校的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宗教学对于民间宗教的研究更加专注区域性研究，

即选择一个地区的某个庙宇或者某一地区特有的神灵信仰及其祭祀仪式，进行个案调查，追溯庙宇与

社区的信仰历史等，并且由于研究者多数为返乡调查，因此对于社区生活或民俗事项的描述，对于口头

传统与民间文本的搜集，对于“文本传统”与“社区传统”两种方法论的结合，都达到了老一辈学者所无法

具有的“地方性知识”要求 1。而这类研究大多为记录、描述性的研究，缺乏深入的探讨与理论分析。
也有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强调各客体之间的结构与功能关系，以更好地诠释村落宗教变迁背后的

深刻内涵。例如通过论述村落宗教的变迁历程，指出村落宗教的变迁是在村落外部力量和承受变迁的

村落本土力量合力之下所发生的变迁，村落宗教的变迁不是原有宗教的消亡，而是传统宗教与当前宗

教的层叠式变迁 2 ；也有学者从社会资本角度出发，强调民间信仰对村落社区的社会纽带、社会保障、
经济刺激、文化娱乐以及精神教化等功能 3。但在这些以村落为立场的民间宗教研究中，民间宗教往往

是被当作作用主体来讨论的，在分析民间宗教与村落社区、宗族势力的关系时，倾向于认为在三者格

局中民间宗教占主导性，并以之为主体进行研究。有学者将“象征权力”尝试性地运用于中国本土的分

析，从以“知识”作为行动资源角度分析村庄内宗族重建庙宇的个案 4。这类研究对于消解民间宗教研

究格局中的“民间宗教的主导性”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其意义更侧重尝试和完善理论分析工具。
在这一系列背景下，下文将以村落文化为作用主体，在实地调查资料的基础上，研究 J 村“文武姑

妈”信仰的建构现象。

二、研究设计

（一）概念界定

1. 村落文化

村落文化并非一个独特、具体的文化内容，根据 J 村的实际情况，从宗族与村落社区两个角度将

“村落文化”解构为“宗族文化”与“村落性格”两个部分，其中宗族文化指在宗族社会中的文化惯习，村

落性格则为村落自身所具有的习俗、传统等等惯习，两者同处宗族型村落的场域中，构成村落文化的

整体。
2. 民间宗教

民间宗教指的是广泛流行于社会底层民众，特别是农民中间的关于信仰、迷信及世代相传的文化

体系和价值观念。与正式的、有组织的宗教的区别在于，民间宗教往往没有固定的教义和专职的神职

人员。民间宗教的内容主要包括信仰与仪式活动两部分 5。国际上将中国民间的宗教文化划分为信仰

（神、祖先和鬼）、仪式（家祭、庙祭、墓祭、公共节庆、人生礼仪、占验术）和象征（神系的象征、地理情景

的象征、文字象征、自然物象征）三大体系，并认为其特点主要包括：意识形态上作为非官方的文化而

存在、文化形貌上重在实践并且以地方的方言传承、社会力量上受社会中的多数（如农民）的支撑并与

1 吴 真：《民间信仰研究三十年》，《民俗研究》2008 年第 4 期。
2 王红艳：《“拉不断的信奉”———黑土村村落宗教变迁研究》，武汉大学学位论文，2013 年，第 145 页。
3 徐姗娜：《民间信仰与乡村治理———一个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东南学术》2009 年第 5 期。
4 景 军：《知识、组织与象征资本———中国北方两座孔庙之实地考察》，《社会学研究》1998 年第 1 期。
5 郭于华主编：《仪式与社会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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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的生活密不可分 1。根据以上观点，在分析 J 村的民间宗教的建构现象时，将以信仰与仪式两个内

容为主进行考察。
（二）调查地点及研究对象概况

闽南 J 村位于福建省泉州市东北部沿海，村民以陈氏宗族为主体，历史上以捕鱼、出海打工或经

商为主要营生。近年来，如同中国的大部分尚处发展中的村落一样，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表

面上，J 村的文化风貌并不具备鲜明的特点。由于地处民间宗教信仰兴盛的闽南，以“临水夫人”为主祀

神明的 J 村亦具有与其他闽南村落相对一致的敬神习俗。
J 村的“文武姑妈”信仰在以“临水夫人”信仰为建构基础的同时，在神统、仪式上与临水夫人信仰

有所区别。通过对文武姑妈信仰的一系列独特的建构特征作为研究对象，以期更充分地探析 J 村的独

特民间宗教现象，一方面在考察中以村落文化作为建构主体，研究其如何对民间宗教进行建构，为相

关研究提供更丰富的视角；另一方面就这一民间宗教建构现象的深入分析，也能为民间宗教的形成演

变话题提供独立的研究成果与思考。
（三）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对象及其特点，研究过程中主要运用以下方法收集资料：

1.文献法

在查阅与借鉴学者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于“临水夫人”信仰研究性的、宗教的、方志的、民间的著

述以及当地以“临水夫人”信仰与“文武姑妈”信仰为主的宫庙进行探访，对宫内所藏文献资料进行收

集和整理，例如：董事会的章程、信仰的介绍与相关传说、宫志、其他相关的文字资料与政策文件等，结

合方志、村志以及当地族谱，充实对文武姑妈信仰形成、发展等基本资料的掌握，为调查研究提供相关

且可靠的依据。
2. 访谈法

在保证搜获基本资料的前提下，通过访谈更真实地了解文武姑妈信仰的建构的传统与现状，以补

充文献资料提供信息的不足。在 J 村以及相关区域调查过程中，以信仰的发展历史、信仰变迁节点、信
仰特点、信仰的日常仪式与活动、对信仰的认识与归属感、信仰的发展现状等内容为主题，选取了三类

对象进行半结构式访谈：

（1）相关宫庙的主要负责人 宫庙主要负责人作为当地民间宗教事务的直接决策者，对于大小信

仰事项具有较为丰富的阅历、经验以及权威性。调查过程中总共选取 3 位负责人进行访谈。其中 2 位

为龙盘宫前后两任主要负责人，访谈的目的主要为了解文武姑妈信仰的神统、形成、特征与变迁情况。
此外，选取 J 村外与龙盘宫具有一定渊源的奇仕宫主要负责人进行访谈，在了解临水夫人信仰体系的

同时，也作为文武姑妈信仰溯源研究的补充。
（2）对于信仰具有历史记忆的信徒 选取 5 名对于文武姑妈信仰具有历史记忆的信徒，就对文武姑

妈信仰仪式的认识、相关历史事件与生活经历等主题进行半结构式访谈，一方面弥补由于主要负责人较

少造成的访谈资料的纰漏，另一方面也了解到传统信徒角色对文武姑妈信仰的生活化体验是怎样的。
（3）普通信徒 普通信徒是相较于前两类访谈对象对于所属信仰了解较为简单的信徒，这类信徒

对于信仰的相关活动参与程度较浅，且对于仪式规则的服从属于人云亦云的状态。共访谈了 3 名普通

信众，作为对区域范围内整体信仰背景、环境的了解。
3. 观察法

实地调研的过程中，有计划地在个别时间点进行驻村观察，在同村民息息相关的信仰活动中，对

活动过程进行文本及影像形式的记录，对活动过程中具有村落文化特点的环节进行学术上的分析，为

1 王铭铭：《中国民间宗教：国外人类学研究综述》，《世界宗教研究》1996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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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作实际的生活化的经验补充。
最后在进入文本分析之前，将以上三种方法所搜集到的资料按内容与收集渠道进行分类、编码，

并根据时间、空间的发生逻辑进行梳理，以更有利于研究与探讨。在此将通过访谈法、观察法所获得资

料的基本情况简列如下：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表

表 2 观察对象简表

三、“文武姑妈”信仰的独特性

（一）“临水夫人”信仰概述

顺天圣母———临水夫人信仰 1 与天上圣母———妈祖信仰相同，是遍及海峡两岸乃至广大海外华

侨社区的民间宗教信仰。临水夫人为唐末女子陈靖姑生前封号，自南宋淳祐元年敕封为“崇福昭惠慈

济夫人”后，元、明、清历朝均有多次加封，遂有“顺天圣母”、“天仙圣母”、“太后”等耳熟能详的封号。与

妈祖“海上神”的形象不同，在护佑功能上，临水夫人主佑驱邪、助产，是“陆上神”。在这一信仰下所衍

生的仪式也深入民间习俗，林耀华《金翼》一书中便有婴儿降生仪式的描写：“三哥在出生仪式时，总

1 翁惠文主编：《临水夫人陈靖姑》，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 年。

对象类型 资料编码 性别 年龄 身份介绍 信仰参与程度

相关宫庙

主要负责

人

A1 男 89 龙盘宫早期负责人，对于文武姑妈信仰见闻最广，经历变迁深

强

↓

弱

A2 男 67 龙盘宫现负责人，主持宫中事务，对文武姑妈信仰最具话语权

A3 女 64 奇仕宫负责人，对临水夫人信仰有较深了解

具有历史

记忆的信

徒

B4 女 81 本村人，信徒资历长，对于文武姑妈信仰的相关规矩经验丰富

B5 男 85 本村人，对文武姑妈信仰具有一定见识与看法

B6 男 84 本村籍海外华侨，年轻时下南洋，坚持信仰至今

B7 男 79 本村人，曾在村中任职，见证文武姑妈信仰在文革期间变迁

B8 女 83 外村嫁入本村，经历信仰在文革期间的变迁

一般信徒

C9 女 46 外村嫁入本村，普通信徒，对文武姑妈信仰虔诚

C10 男 38 本村人，普通信徒，有一定学识

C11 女 45 外村人，普通信徒，对周边信仰有一定见解

观察对象 场合 资料编码 简介 空间属性变化

龙盘宫
外部 S1.1 J 村祭拜文武姑妈的宫庙，始建于明朝初年，宫中祭祀文武姑

妈、司马圣王、福德正神。
神圣

↓

世俗

内部 S1.2

奇仕宫 内部 S2 泉州城内主祀临水夫人的宫庙，与龙盘宫存在渊源

仪式 巡境 S3 闽南常见的巡境祈福仪式。
祠堂 内部 S4 J 村陈氏宗族的祠堂。

民居
外部 S5.1 J 村民居，内外兼有文武姑妈信仰与宗族文化的相关物品，如

神符，匾额，族谱等。内部 S5.2

J 村整体
生活环境 S6.1 考察 J 村整体环境以及与周边村落的关系，J 村具有周围区域

内唯一一所学校；村民喜好传统戏剧，凡有大事必请戏班。日常活动 S6.2

其他 其他村落 S7 走访其他村落以补充观察视野不足所产生的狭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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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扮演着父亲的角色，他首先回到镇里的庙中，拜过‘圣母娘娘’以后，便捧着燃着香枝的香炉回去了，

途中他撑着一把伞，遮着香炉，活象真有圣母娘娘坐在那里一样……当圣母娘娘的香炉一到，小婴儿

也降生到这世界开始哇哇大哭”1。文中所提及的“圣母娘娘”即为临水夫人，因传说其功德无量、有求

必应，广为民间传颂与崇拜。
（二）J 村“文武姑妈”信仰名义的独特性

由于信奉“临水夫人”，J 村村民自然而然地将它体现在每家每户的门口———每年村民都需要前往

村内的主要宫庙“龙盘宫”烧香请符，并将请来的神符贴在门上。然而这些神符上所书的名号却并非

“临水夫人”、“顺天圣母”等陈靖姑信徒所常持的尊号，取而代之的是“文武姑妈”的罕见称呼。
临水夫人信仰历经千年发展，民间对其称呼极多，除历代封号外，还包括“顺懿夫人”、“圣母娘

娘”、“注生娘娘”在内的其他尊称，也有如“陈太后”、“大奶夫人”、“陈夫人”等俗称 2。然而据龙盘宫早

期的负责人介绍，遍寻福州、莆田乃至台湾地区供奉临水夫人的庙宇，“文武姑妈”的尊称无源可考，正

式文献中不存在的“文武姑妈”，仅仅存在于 J 村。此外，与通常的临水夫人信仰不同的是，在 J 村村民

提供的传说中，临水夫人陈靖姑有两个分身，一擅文，一擅武，具有独特的神明属性。村民们对“临水夫

人”、“顺天圣母”等陈靖姑信仰的通常尊称是非常了解的，只是相较之下，他们更习惯将陈靖姑称作

“文武姑妈”。
（三）J 村“文武姑妈”信仰神统与仪式的独特性

此外，“文武姑妈”信仰的塑造还包括神统、仪式等。在 J 村祭祀文武姑妈的龙盘宫中，存在着一神

塑为二尊的现象，即“文身”、“武身”两个不同形态。“武身”持剑，侠士装束，威风凛凛；“文身”端坐，头

戴凤冠，仪态雍和。两尊神像虽然姿态各异，但头部却以相同的面目妆容设计，以表明二尊实为一体。
神像的制作工艺亦耐人寻味。不同于“武身”如其他神明坐像一般的整体雕塑工艺，“文身”在塑造工艺

上则以活动关节设计，生动对应其文和的意象，以有别于“武”的刚健。二尊一柔一刚，各司其职，庇佑

能力也早已远超“祛邪保胎”的范围。每逢圣诞，巡境出游时，“文身”身着华袍，“武身”穿戴披风，二尊

各坐一轿。实为一体的神明在一系列的神统与仪式设计中，收获着两倍的敬奉。
而在闽南 J 村，通常的“临水夫人”信仰被建构为只为 J 村人所敬奉的“文武姑妈”信仰。从信仰到

仪式，“文武姑妈”都具有鲜明的建构特征。根据调查所得的资料，J 村的村落文化对临水夫人信仰的建

构主要通过两个方面实现：一是宗族文化，其载体为陈氏宗族势力；二是村落性格，其载体为 J 村的村

落社区。而陈氏宗族势力、文武姑妈信仰与 J 村村落社区的共处关系，则是在结束对文武姑妈信仰早

期建构过程的分析后所需要关注的，作为研究整体建构现象的延续。

四、记忆空间中的建构：来自宗族文化与村落性格的型构

在文武姑妈信仰的早期建构中，调查所得的资料构成了一份较为抽象的集体记忆，不同客体之间

的联系与型构关系，是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时空条件下进行的，宗族文化与村落性格在“文武姑妈”信仰

的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溯源：从“临水三夫人”到“文武姑妈”
J 村的龙盘宫始建于明初，一侧伴有一棵同年种下的老树，见证着文武姑妈信仰在 J 村数百年的

庇佑 3。宫庙几经修葺，总体建筑面积约 250 平方米，具备多神共祀的条件。而通常在临水夫人庙中可

1 林耀华：《金翼》，桂冠图书公司（台湾），1997 年，第 23-24 页。
2 翁惠文主编：《临水夫人陈靖姑》，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 年，第 3 页。
3 李建生：《大泉州风物志》，香港飞翔国际出版社，2006 年，第 33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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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见到的林九娘、李三娘以及一众护法神则没有出现，呈现出区别于一般临水夫人信仰的特点。文武

姑妈二尊同处一龛，设于殿左侧，而殿中的祭祀对象为司马圣王，另一侧则为福德正神。就这一系列情

况及其产生的疑惑，从以下访谈内容可以得到解释。

传统的闽南民间宗教格局中，存在着“铺境制”的格局系统，即将一定的地理范围划为“铺”，“铺”
下又分若干“境”，各境宫庙需奉祀统一的铺主、境主作为保护神 1。铺、境犹如各级政府机构，铺主神、
境主神则类似对应行政机构的长官，各辖一带，各司其职。宫中所奉司马元帅则类似于铺主神、境主神

的存在，凡处此地域境内的宫庙皆需供奉这一神位；而福德正神则几乎是家家户户都需供奉的“地基

主”，在闽南大大小小民间宗教宫庙中是司空见惯的存在。根据访谈资料，二者在宫内的存在并不影响

信徒对文武姑妈的崇拜，文武姑妈仍然是龙盘宫中最主要受到崇拜的神明。
杜赞奇曾就满铁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分析了两种理想的村落类型：宗族型村落和宗教型村落 2。

J 村是以陈姓为主的单姓宗族型村落，同时由于村民对文武姑妈的信奉，兼有着宗教型村落的特征。J

村村民的生活依附于宗族事务的日常运行，与宗教也呈现密不可分的迹象。村民生活的大情境，又为

宗族与宗教产生黏合剂般的作用。
根据族谱与村志记载，当地村民的先祖于元末因亦思巴奚兵乱由泉州城内迁居于 J 村。闽南传统

中，一个地域的开辟往往伴随着一位神明的进驻，村内长者介绍，J 村对于临水夫人的信仰传说在 J 村

先祖迁居之前便已开始。始建于明朝初叶的龙盘宫稍晚于当地陈氏先人迁居时期，应是当地先人一族

经一段时间发展，初具宗族规模后而立庙的。由于史料记载的缺乏，阻碍了对文武姑妈信仰形成的可

能条件的了解。然而零星的方志记载仍有利于探索、推断 J 村临水夫人信仰的源头。根据陈垂成所作

的古泉州铺境地域调查 3 ，将 J 村陈氏先祖敬奉的临水夫人庙所在区域整理并列表如下：
表 3 古泉州西隅铺境（节选）

资料来源：根据陈垂成，林胜利著《泉州旧城铺境稽略》整理。

1 郑振满、丁荷生：《福建宗教碑铭汇编·泉州府分册·中》，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513 页。
2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78 页。
3 陈垂成、林胜利：《泉州旧城铺境稽略》，（泉州）鲤城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90 年，第 7-8 页。

“通常和临水夫人一起祭祀的林九娘和李三娘在这里没有设位置吗？ ”
“这边是没有的，已经有两个姑妈了，另外祭祀的还有张巡（即司马圣王）和土地公（即福

德正神）。 ”
“张巡是谁？ 为什么祭祀他？ ”
“张巡是古代镇守西域的一个将军，这边一片的宫庙都有他的神像……不过我们村里的

人主要还是拜文武姑妈。 ”（A2）

隅 铺 境 范 围 主神

……

三朝铺
三朝境 三朝巷、宏博巷口以东的象峰巷一带 玄天上帝

宏博境 宏博巷，北起象峰巷，南抵通津桥一带 相公爷

万厚铺
古榕境 古榕巷、旧馆驿、汪衙埕、船亭、水陆池、锦芳留、火烧衙一带 赵天君

高桂境 井亭巷全段、侍郎第、八间巷一带 相公爷

华仕铺
奇仕境 台魁巷、路下埕、陈厝巷一带 临水三夫人

华仕境 大寺后、清军驿、草埔巷、古井巷一带 保生大帝

节孝铺 会通境 会通巷全段 广平尊王

……

西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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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仕境内的奇仕宫所奉为完整的“临水三夫人”信仰系统，即包括陈靖姑及林九娘、李三娘三位神

明组成的信仰系统。J 村陈氏先祖迁居以前，奇仕宫为在泉州城内可祭拜临水夫人的唯一场所。奇仕宫

中，三神同处一龛，共同作为一个崇拜主体受信徒祭拜。自宋代以来，“陈林李三夫人”共祀于一个宫庙

的现象已成风气，见诸浙闽台粤多地，且于一些历史文献和调查资料中都具有可信的印证 1。
龙盘宫“临水夫人陈靖姑”信仰则从奇仕宫“临水三夫人”的信仰系统中抽象而出，原初陈靖姑与

林九娘、李三娘共祀的仪式被重新建构，成为独具二身的“文武姑妈”信仰。在 J 村村民心目中，无需倚

仗“临水三夫人”中林九娘和李三娘的神力，一体两尊的文武姑妈足以支撑人们的生活期望。此外，随

着人们生活需求的日益扩展，“文武姑妈”的主佑能力也超出原来“临水夫人”的驱邪、助产能力。村中

老小从生到死一系列大小事务，姑妈都能提供卜卦咨询、烧香庇佑的功能。
这一信仰内容的建构逻辑，及其从信仰到仪式的符号特征值得探究。在此以其独立的“文武姑妈”

尊称为解剖点，联系其建构内容进行逐步深入的探析。
（二）过渡：宗族文化指引下的“姑妈”符号

文献记载与实地探访都表明，泉州地区部分宗族村落中同样存在以“姑妈”来称呼神明的情形，但

并不普遍，“姑妈”往往作为村民对同姓氏女性村落神的称呼 2。这一场景下的村落境主神一般分为影

响力较大的外来神，以及影响力相对较小的本村神明。以外来神为例，部分以林姓为主的宗族村落将

其所信奉的妈祖林默娘称为“姑妈”，但仅限于口头。影响较小的本村神明通常为生于本村的先人，如

泉州峰尾地区的刘益娘信仰：刘益娘生于峰尾本地，在其过世后，乡亲们为其以金身塑像，放在祖厝厅

堂中奉祀，私谥“义烈”。而后刘益娘在乡绅推动下得到皇帝册封，成为正式民间宗教信仰。在峰尾地

区，刘姓同宗称之为“义烈姑妈”，于村落中奉为“姑妈娘娘”，而外地非刘姓者则传称为“峰尾姑妈”。
“文武姑妈”中的“姑妈”同样为关系称谓，系 J 村陈姓宗族对同为陈姓的临水夫人陈靖姑的敬称。

相比于其他“姑妈”称谓的村落神明信仰，“文武姑妈”信仰具有以下特点：

1.更为丰富的建构层次

除了口头的信仰称谓外，一文一武的分身设定为多层次的建构设计提供了资源，这使文武姑妈信

仰的建构内容囊括传说、神统、仪式等多个层次，生动而立体地塑造出独特的神明信仰。这是其他“姑

妈”称谓的信仰所不具有的。
2.信仰空间的可拓展性

文武姑妈信仰的独特性使其具有宗族村落神的属性。大多数村落神往往因影响力有限，村人在外

往往面临“无宫可祀”的境况，所以信仰空间在客观条件上受到压缩。文武姑妈作为村落神，却因其本

尊临水夫人的身份而同时享有广大的祭祀圈，信仰空间也凭其神明身份的特殊设定结构具备可拓展

性，一方面使村人在外可前往其他临水夫人庙中祭祀，另一方面也使文武姑妈信仰在村人流动的情况

下确保信徒信仰稳定，垄断信徒群体。

神明本体与村落神分身的身份转换，提示着这样的历史转变：村落化后的宗族，选择将其信奉的

神明脱离原有城市宫庙中既有神明体系的限制，入乡随俗地转为村落所共同采用的神明亲属化的行

为，并进一步将神祇系统进行建构。在村民的心理设想中，“姑妈”无疑具有更为亲近的护佑关系。

1 叶明生：《临水夫人与妈祖信仰关系新探》，《世界宗教研究》2010 年第 5 期。
2 陈华发：《泉港民俗风情》，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 年。

“当我们在外面的临水夫人庙祭祀时，默祷的称呼上会注意念持‘临水夫人’的尊号……
回到村里，在姑妈宫（龙盘宫的俗称）的时候，临水夫人又重回‘姑妈’的身份。 ”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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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盘宫中，不少宗族文化试图接通民间宗教信仰的痕迹悄然藏匿：在殿中上首横梁两侧，放着“神

威族谊”、“保我子孙”的古匾，另有一块近年设立的“神灵族兴”牌匾正悬，不言而喻便是将陈靖姑以族

人相亲，并托以护佑族人的期盼；宫有三正门，左右门各有一副楹联，分别为“圣母德巍馨万代，黎民敬

仰奉千秋”，“颍水千秋照德泽，燕山百里庆升平”，其中“颍水”代表陈氏族源，“燕山”即村落所处地域，

是以将“神明”、“信徒”、“宗族”、“村落”四维联系于同一座宫庙中；每逢巡境，随驾迎出的龙盘宫宫旗

上，巨大的“陈”字也象征着村落宗族与民间宗教的共生关系。
在文武姑妈信仰的建构过程中，传统的宗族文化摄取民间宗教中的民间符号———姓氏，试图强化

凡人与神明之间的联系。原本俗常的宗族称谓，此时成为拉近凡人与神明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人们

潜意识也认为，神明终究还是存在着凡人的特征———正如神明“认同”日常敬奉与赏赐福运的交换规

则一样———宗族关系同样适应于神明。在这一假设的前提下，借由“神性”中的“人性”，最终完成由称

谓符号、宗族符号直到信仰交换规则的过渡。
（三）“文武”：宗族私谥传统与村落性格的演绎

在文武姑妈信仰建构现象中，宗族村落 J 村以姓氏建立起神明与村民的宗族关系，称陈靖姑以

“姑妈”称谓，还以私谥的宗族传统与鲜明的村落性格创造性地为临水夫人建立起“文武分身”的神明

体系。
1. 从族谱传承到祠堂空间：私谥的宗族传统

闽南地区对于宗族组织有着强烈的认同 1。宗族组织藉由宗祠的兴建和族谱的编纂来建构起牢固

的宗族意识，以强化族人的向心力和凝聚感，保障宗族的兴盛与维持 2。在 J 村的家家户户，都各自存

有不定期统一更新的族谱。家族中的每个人依循严格的字辈、身份按序记载。族谱中的分支脉络，则把

亲近或疏远的各家各户联系为一个整体。J 村族谱中，每个男丁都拥有与其辈分相符的字辈名号。祠堂

作为一个宗族组织的中心，除了供设祖先的神主牌位、举行祭祖活动外，也是家族宣传、执行族规家

法、议事宴饮的场合 3。在 J 村的宗族祠堂中，已成家的族人的字辈名号则被大幅书写，悬设于祠堂的

两侧。而后皆以字辈称公的谥号，载入族谱与祠堂。

《周书·谥法》记载：“谥者，行之迹也；号者，功之表也；本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细行受

细名，行出于己，名生于人。4”谥又分为官方所赐的公谥以及民间的私谥。私谥往往由受谥者的乡党、
门生、亲友合议而成，以表达尊崇之情 5。J 村陈氏宗族的“私谥”的行为传统，在族谱的时间线与祠堂

1 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三联书店，1997 年，第 14 页。
2 陈启钟：《明清闽南宗族意识的建构与强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0 页。
3 陈启钟：《明清闽南宗族意识的建构与强化》，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 年，第 10 页。
4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 624-627 页。
5 潘洪钢：《论清代谥法》，《文史哲》2007 年第 2 期。

“曾经有一个外来的客人来作客，听到家里妇女们在激动地讨论‘姑妈’的事务……因为

方言的差异，只听懂‘姑妈’二字被频频提及，以为我们有个了不得的亲戚……因为同样姓

陈，所以我们叫她‘姑妈’……‘姑妈’更能让村民相信，这个神明是专门保庇我们的。 ” (B5)

“为什么要称作‘文武’姑妈，而不用其他的词或者常用的封号来称呼她？ 比如也可以叫

‘临水’姑妈？ ‘顺天’姑妈？ ”
“‘文武’姑妈这个称呼就和这座宫和这个信仰一样，已经非常悠久了，之所以叫做‘文

武’ 姑妈是因为传说记载中她能文能武，‘文武’ 可以看作是我们族人的一种对她功德的纪

念。 ”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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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中不受间断地生长，一旦与被赋予同宗同族意义的神明信仰构成共同在场的情境，便刺激了族人

对临水夫人立私谥的行为。族人作为“文武姑妈”信仰建构意义上的乡党、亲友，对于立私谥当仁不让。
至于立谥的具体遣词，则来自其他村落文化的参与作用。

2.传说模本、文化环境与村落性格的共同演绎

在民间传说中 1 ，陈靖姑不仅能施法降魔，亦能斗智断案。而这些故事在 J 村则成为重新建构的素

材与依据———即能文会武的“文武姑妈”。
然而传说中的神明形象的性格色彩颇多，“能文会武”并不足以构成临水夫人陈靖姑的突出特征。

此外，闽南尚武，在一系列民间宗教信仰中，大部分神明都出于修仙得道、仕将敌寇的原因而受到敬

奉，少有以文才为彪炳的神明。“文武姑妈”信仰的建构除了宗族文化的影响之外，亦受到来自村落其

他文化的影响。
每逢包括民间宗教在内的节庆或是村中喜事，J 村人往往会请来戏班在龙盘宫侧的戏台作戏，村

中常闻戏班咿呀之声。村民喜爱观看的莆仙戏成于宋元、盛于明清，被誉为“宋元南戏活化石”，其中不

乏皆以书生为主角的经典剧目流传百年，所塑人物多以“文理贯通”“满腹经纶”为人格标杆 2。或许便

源于戏剧演绎的潜移默化，各家各户皆传承重文的家风，自古村中便有私塾，直至近现代，仍有面向周

边乡村招生的中心学校。而种种文化也内化于文武相配的传统审美中。
宗族村落的特征使得宗族文化与村落性格二元一体，彼此之间的互动在“文武姑妈”信仰的建构

过程中聚合：能文会武的陈靖姑民间传说为“文武分身”的神明体系提供了依据与建构范本，村落性格

则为 J 村村民提供了动机，最终与亟待立私谥的宗族文化碰触并发生互动，形成囊括宗族多重文化意

义与村落复杂性格在内的独特建构，也满足了祠堂寻庇、村落造神的需要。
信仰、仪式在马林诺夫斯基看来“是个人追求自身福利和消除不确定感的行为，它们的功能在于

没有科学技术的状态下人们赖以满足自己的基本生物需要的手段”3。这一系列民间宗教的符号在宗

族村落的环境下被重构，而强化这一系列“满足手段”最可靠的莫过于血浓于水的宗族关系。J 村的族

人相信，凭一衣带水的关系，以村落的性格将原有传说重新演绎，可以使虔诚与祭祀从“文武姑妈”的
灵力中换取更可靠的庇佑。

借由世俗的关系与表达，获得来自超自然力量的抚慰。此时，宗族内“文武姑妈”的象征意义大于

世俗间影响更广阔的“临水夫人”。

五、变迁时空下的勾连：民间宗教与宗族型村落的共同发展

在稳定的记忆空间背景下，展现了“文武姑妈”从信仰到仪式的建构过程，以及宗族文化与村落性

格与其建构现象间所具有的直接联系。在此基础上，着眼承载宗族文化、村落性格的宗族势力、村落社

区，关注在近代以来的各个发展时期中，宗族势力、村落社区与民间宗教之间的互动，以更深刻地阐发

三者之间的微妙联系。
（一）宗族势力的削弱，民间宗教的据守

由于历史资料的缺佚，J 村以及龙盘宫可考的早期历史短暂而简略。J 村的历史不外乎先祖开基，

两次祠堂修缮以及行政区划变迁等。而关于龙盘宫，除明初在此设宫，神像自祖庙分灵而来之外，亦只

1 翁惠文主编：《临水夫人陈靖姑》，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 年。
2 郑尚宪：《宋元南戏的珍贵遗存》，《厦门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 年第 3 期。
3 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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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了两次修缮与筹资经历。根据两份记载，1906 年，当地的祠堂进行第一次修缮的同时，龙盘宫也

进行了有史可考的第一次修缮。同年，祠堂与宫庙集中筹得资金共同进行大修，宗族文化与民间宗教

信仰共享着同一个村落的生存边界。
随着现代文明的涌入，村落的传统不可避免地面对科学精神的冲击，而宗族力量在村落中也面临

国家精神的挑战。民国时期，国家推行以“国族”取代“家族”的“民族—国家”建设，村落被国家政权逐

步改造为作为整个国家规划的社会制度变迁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社区 1。宗族文化的强势在传统的宗族

型村落社区中被逐渐削弱，但由于闽南深厚的民间信仰文化，在偏僻的丘陵地带，文武姑妈信仰依旧

据守着村落空间，并深植于每个外出的村人心中。二十世纪上半叶，许多前往马来西亚打工的 J 村人，

仍然将一家老小的希望寄托于“姑妈”的庇佑，坚信不移直至今日。

（二）村落社区的重构，民间宗教的隐匿

然而随着国家政权的强化，乡村乃至城市的固有文化以及生活习俗被有选择性地划定为“陋习”
和“不合时宜”的东西，受到被国家政权所倡导的文化体系的改造 2。最为突出的矛盾便出现在文革期

间。
一方面，村落的传统习俗被停止，文化氛围随之一变，而公社化运动则使得原有的村落格局被重

构；另一方面，由于反对迷信的口号，关于“文武姑妈”的一切信仰活动被停止。

而“文武姑妈”信仰却未因此中断，而是进入了另一种发展形态，保持着与村落社区的共存。

1 Siu F H, Agents and Victims in South China.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9.

2 Wang M, Flowers of the State,Grasses of the People:Yearly Rites and Aesthetics of Power in Quanzhou in the Southeastern

Coastal Macro-region of China. London:University of London,1992.

“我十三岁从学校辍学，跟村里的乡亲去马来西亚，去做拉车的、卖早餐的、做工人，什

么都有，那些都很辛苦，当然一路下来，还是要念姑妈的保庇。 ”
“后来，新中国，有的人受召唤回来建设祖国，也有的在马来西亚继续自己的事业，但不

管最后选择是什么，都是一直在供奉姑妈的，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海外的，都会回来拜姑妈，
这样的情况都有。 ”（B6）

“村子在那时候就是编成几个大队，有统一的公社，这样有好处就是很多东西统一起来，
一开始感觉到能吃饱饭，什么都有公社管，但坏处也很多，有的人好吃懒做，这样有个什么问

题呢，（效率很低），对，到那时候就想想还是原来的样子好，每个村子各家各户顾好自己的，
原来是有专门的宗亲去负责，大家也不会吃亏。 ”

“文革的时候，你没经历过感受不到那种变化，祭祀活动在公家看来都是很迷信的东西，
必须禁止，不然就是倒退、落后。 家家户户哪里还敢继续拜啊，要被抓起来的。 真的要拜什么

信什么，那就只能是毛主席了。 宫庙的场所、桌椅被当做公家的东西，不属于姑妈宫的了，神

龛都是空的破的。 ” (B7)

“我们其实是不许拜姑妈的，但姑妈的神像如果放在宫里，那肯定是要被破坏掉，怎么办

呢，那时候上面有人来每家每户搜查，看家里有没有‘封建的残余’还留着。 然后来我们这看

了一下，也没找到什么就走了。 但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实是在听说要破坏姑妈宫的时候，有人

趁天黑把神像从宫里偷出来，然后一边把家里的墙凿出一个洞，把姑妈放在洞里，再把洞掩

盖好，这样才躲过那些红卫兵的扫荡的。 再到晚上，我们又把神像再转交给其他村民轮流保

管，有的甚至就藏在床下，总之什么方法都有，只要能把神像藏好，躲过检查。 就是这样，神像

才保留下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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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变迁的大场景中，文武姑妈信仰被剥离实体崇拜，而以特殊的形式保留在村民心中。同时

滋长出更为紧密的联系。早期与文武姑妈信仰联系紧密的宗族文化在公社化期间一度式微，同时“由

于人民公社实行的一整套做法对农民个人利益的蔑视，农民与人民公社越来越离心离德 1”，文武姑妈

信仰则始终隐匿着与村落共同生长，甚至在村民心中更为坚固。文武姑妈信仰被社会的变迁将从宫

庙、仪式与宗族文化中解构，进入特殊的发展阶段，以更微妙的身份与姿态伴随在信徒身边。
（三）宗族势力的恢复、村落社区的扩大，民间宗教的新生

改革开放以后，大量的传统秩序重现闽南。各种各样的传统庆典先后恢复，民间宗教文化中的主

要组成部分———家内祭礼和社区祭祀都得到完整的发展，据实地调查，到 1992 年，整个福建省重修的

民间神庙达 3 万多个，每个县估计有 300 到上千个神庙被修复，同时，多数的家族村落已经恢复了他

们的祠堂；在民间的庙宇和祠堂被修复的同时，一大批传统的仪式和象征（如神像）也回到地方文化的

舞台上来。在泉州市鲤城区，90%的民间神庙已被修复；在泉州的农村，每个村子都已经或正在修复村

庙与祠堂，闽南的地方传统出现了空前的丰富多彩的局面 2。文武姑妈神像也最终重回龙盘宫，只是宫

庙虽未损毁，但仍处于百废待兴。随着地区和村民的物质、精神富裕，至二十一世纪，文武姑妈信仰仍

然汲取着来自陈氏宗族文化与村落文化中的型构动力。
新世纪以后，潜藏于“文武姑妈”信仰中的宗族因子再度焕发，为信仰的重建与发展提供物质与精

神能源。村内宗亲信徒发起重新修葺龙盘宫的倡议，历时不久便已筹足资金，而其中来自旅居马来西

亚宗亲捐献的款项便达三十余万元。宗族的凝聚力再次与文武姑妈信仰形成某种联合体。在内化了的

宗族文化与信仰的双重规范下，J 村宗亲们在经历时间与空间的迁徙演变后，依然为共同信仰的演变

轨迹停留。
文武姑妈信仰在新世纪所受到的影响另一方面来自村落社区的新兴文化。村落社区的人际空间

随着人口流动的加快与交往圈的扩大而扩大，而由于信息技术条件的革新，村落文化变迁也较以往加

快，且越来越受到社会流行文化的影响。J 村的村落社区在文化层面上呈现扩大及加速与其他社区文

化融合的趋势。
“巡境”是闽南地区常见的传统民间宗教仪式，主要在神明圣诞时进行，内容将其神像请出抬上神

轿，吹打奏乐，绕其所辖境域，以示巡视辖境，佑乡安民。侧面形成世俗中政治与社会文化的隐喻。作为

“仪式”3 ，“巡境”为参与其中的村人提供了一个时刻，离开充满变化的现代社会，从固有的社会角色与

责任中分离出来，平等地参与到“巡境”所塑造的场域当中。而随着文化传播日益便捷，J 村作为村落社

区单位亦受到全国社区的流行文化的影响。现今的“巡境”在以往简单的“作法”之后添加了新环节，村

内的各个“角头”的妇人们着鲜衣敲打着军乐器，轮番进行广场舞竞演以迎神出殿。巡境作为人们经历

“从结构到反结构 4”模式的重要仪式，在长久历史中不断受到来自村落文化等文化整体的互动性关联。
而值得思考的是，在类似“巡境”引入“广场舞”的现象中，相关的主体与客体应如何施为与应对，方能

使传统仪式在不断发展的现实中能具备更切合时下话语的表现模式，同时保证仪式对信徒以及社

1 周晓虹：《传统与变迁》，三联书店，1998 年，第 206 页。
2 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三联书店，1997 年，第 124-125 页。
3 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赞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
4 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柳博赞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

“后来文革结束了，神像重新回到宫中，那时候很多乡亲们都觉得很惊讶也很庆幸，就是

其实很多人并没有像表面上那样不‘迷信’，很多人还是信这个的，只是没有表现出来。 所以

姑妈宫你看现在还是那么热闹。 这个很重要。 ” (B8)

村落文化对民间宗教的建构现象研究

119- -



会结构的调整作用，使民间宗教信仰始终获得更鲜活的存在形式。

六、小结与讨论

前文从两个不同阶段，探析了村落文化对民间宗教的建构现象。临水夫人信仰在闽南乃至东南亚

华人圈中广泛存在，虽然于时空中不断传播和演变，但其信仰系统却是相对稳定的。诚然，在 J 村中建

构出文武姑妈信仰虽具有一定独特性，却仍未脱离临水夫人信仰的信仰空间，但其建构的过程以及背

后的逻辑却值得从村野的言语与记载出发，以更高的学术维度进行深究与探讨。
借助记忆空间观察到，文武姑妈建构现象的背后，宗族文化不可避免地成为其信仰结构的形构动

力。由于宗教信仰 1 对于召集会员和增加组织凝聚力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村落化的陈氏宗族试图在

J 村建构一个与宗族具有紧密关联的村落神，以凝聚同时作为 J 村村民的宗族成员。然而此时的“与宗

族具有紧密关联的村落神”作为建构的初衷，相当于意图塑造一个“理想类型”2 ，并没有明确的指代，

仅仅为建构的目的提供了概括性的指向。
宗族文化的特性则在建构过程中被发挥———“宗族强调姓氏的作用，认为宗族是具有相同姓氏的

人们的群体”3 ，“临水夫人陈靖姑”的姓氏符号因此获得关注，并因此从“临水三夫人”的神统中抽象而

出，成为 J 村陈氏宗族建构“理想类型”的对象。建构的举动与目的，兼具有明显的宗族特性：陈氏宗族

意图通过“宗族成员之间的亲族称呼”4 ，“姑妈”搭建宗族与神明之间的联系；最终树立神明形象的目

的则出于宗族需要“拥有一个无愧于其成员尊敬、并对其成员的行动发挥支配作用的领导力量”5 ，而

一个神圣化的领导力量，无疑能为宗族成员们带来更为长久与稳定的庇佑。至此，作为世俗的神圣体

系的民间宗教，被村落化的世俗宗族按其需要，抽象、建构成为具有鲜明宗族特征的村落神信仰。
在这一建构现象中，村落文化并非一个独特、具体的内容。村落作为一个“场域”6 ，在宗族文化发

挥作用的同时提供村落的惯习、即村落性格的影响。宗族文化与村落性格在同一场域中交织的同时，

由于宗族型村落的性质而浑然如一，共同组成本文所提的“村落文化”，在结构化的过程中最终完成对

身处场域中央民间宗教信仰的建构。而村落的场域仍然是相对开放的，依旧有政治力量与社会习俗随

着社会变迁不断进入，“不合拍”的各类惯习依然不断发生并冲撞、滞后着，直至形成新的“村落文化”。
同样由于宗族型村落的性质，在变迁的时空下观察，J 村的宗族事项与民间宗教事务并行不悖，也

表现出相互促进乃至融合的态势。宏观政治力量的参与以及更大范围的社会文化参与，J 村信徒也或

以宗族的形式、或以村落社区的形式为文武姑妈信仰的延续与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型构动力。
前文就所研究的村落文化对民间宗教的建构现象进行了学理化的小结。然而就整个研究而言，仍

有三个问题需要回答。第一个问题是，本文所提到的宗族文化对于民间宗教的建构是否合理？而第二

个问题是，调查所依赖的记载与记忆是否真实可靠？

回到问题本身，其关键在于文中的陈氏宗族对于建构具有自身宗族特质的文武姑妈信仰是否恰

当。当以绝对的理性审视这一话题时，其建构的依据是荒诞不经的———仅仅凭借姓氏的相同，便生成

以维护宗族为目的的一系列建构，甚至，宗族组织本身的存在依据———血缘与氏族文化也是荒诞的。

1 Duara.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128-129.

2 周晓虹：《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361 页。
3 冯尔康等：《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7-10 页。
4 许烺光：《宗族·种姓·俱乐部》，薛刚译，华夏出版社，1990 年，第 64 页。
5 许烺光：《宗族·种姓·俱乐部》，薛刚译，华夏出版社，1990 年，第 77 页。
6 皮埃尔·布迪厄：《实践与反思》，华康德、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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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学术研究的人文关怀则要求，以同理心设想情境中的人物，用相似的心境和理解世界的方式去看

待场景中的事件。托马斯定理指出，如果人们把情境当作是真实的，那么其结果将变为真实的，在此基

础上提出的“自我实现预言”则详细描述了由虚假到真实实现的过程：“开始时的一个虚假的情境定

义，由于它引发了新的行动，因而使原有虚假的东西变成了真实的。自我预言的似是而非的正确性导

致了永久的错误”1。是以在陈氏宗族建构文武姑妈信仰过程中，行为本身的依据仅仅是为了实现最终

目标的假设，当最终其所信仰村落神能予以其最可靠的庇佑时，其最初的信仰的缘由“合适”与否，并

不重要。
较前一问更具探讨性与反思性的是后一问。即调查所依赖的记载与记忆是否真实可靠。虽然这一

问题在前一问所提的“自我实现预言”的观点中获得一定的解释，但在此仍有必要引用来自记忆社会

学领域的观点进行回答。“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

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2。与近现代“民族 - 国家”为了完成象征身份

的建构，将原本历史上并不鲜明的概念抽象并重新整合一样，民间宗教的所谓历史都难以避免“被发

明”的可能，更遑论其充满编纂性质的神统与传说。本文所分析的 J 村对于文武姑妈信仰的一系列相

关的集体记忆，虽然剔除了怪力乱神的民间传说，但就集体记忆本身，作为一种社会建构，仍然不可避

免地受到自古以来的无数个当下所关注的内容而受到无数次形塑，“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

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3。此外也有学者提出，集体记忆并非完全主观，与历史也并非隔绝关系，

许多历史叙述本身也是集体回忆的主要素材来源。 4

总而言之，建构历程的真相如何，再多揣测与论证恐怕也难以描绘清晰。而当关注的焦点转向民

间宗教建构后的影响，其提供的参考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因此且将思考转向本文的最后一个问题：本文所分析的建构现象具有哪些参考意义？在此总结如

下三点：

其一，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村落文化对民间宗教的建构现象分析，对于类似的建构或嬗变现象具有

参考意义，同时本文所描述的一系列事项亦具有进一步探讨的可能。例如以文化符号建构的角度探讨

“广场舞加入巡境仪式”的事项，则夹杂着文化符号作用的转型、新的符号意义的嵌入、异质文化符号

形式的移植等等符号意义的解读，而类似的文化符号的建构乃至符号间的冲突与矛盾，在整个建构历

程都可能存在，只是限于资料、学力与笔力的浅薄，难以深入讨论，致使全文的分析趋于平淡。而掌握

这些现象的规律，对于探讨和应对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变化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其二，对于宗族社会与民间宗教议题的参考意义。对一个原有神明赋予意义从而加以区别的现象

并不鲜见，例如妈祖信仰由于祖庙的差异，在台湾分为“湄洲妈”、“温陵妈”、“银同妈”等现象。而本文

所描述的文武姑妈信仰，除了具有从信仰到仪式的建构之外，其研究意义在于提供了一种宗族型村落

文化对于民间宗教建构现象的分析范本。宗族社会与民间宗教素来为学界研究中国南方传统社会的

两大议题，类似 J 村的民间宗教建构现象对于这两大议题的研究，提供了研究的样本与方向。
其三，其他文化建构的参考意义。本文的重点在于解释整个宗族型村落文化对于民间宗教信仰的

建构逻辑，并试图就此案例整理民间宗教在发展过程中的可能性。基于文化的共同本质，其他文化在

建构过程中也可以从相似的建构环境下获取参考的经验。

1 默顿：《社会研究与社会政策》，林聚任等译，三联书店，2001 年，第 288 页。

2 E.霍布斯鲍姆，T.兰格：《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2004 年第 1-2 页。

3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71 页。

4 Zerubavel E.Horizons:On the Sociomental Foundations of Relevance.Social Rearch,1993(60):397-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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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PNJCCS 论坛征文通知（第一轮）

由普渡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研究联合中心（PNJCCS）主办的首届 PNJCCS 论坛在中外专家

学者的鼎力支持下取得了圆满成功。 经商议，第二届 PNJCCS 论坛将于 2016 年 10 月中旬在美国普渡

大学举行。 现公布会议征文通知。
一、主办单位

美国普渡大学 南京农业大学

二、承办单位

普渡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研究联合中心（PNJCCS）
三、主要议题

1、中美农业交流史

2、历史时期的中美科技与文化交流

3、近现代中美政治、经济与文化关系发展研究

4、中国近现代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

四、时间与地点

2016 年 10 月中旬 美国普渡大学

论坛欢迎国内外对中国研究有兴趣的专家学者参加。费用自理。会议邀请书将由美国普渡大学寄

发。 有意参会者请于 2016 年 1 月 1 日前将姓名、单位、职务/职称及拟报告的论文题目发送至电子邮

箱：icac@njau.edu.cn
美国普渡大学（Purdue University）位于美国印第安纳州，1869 年由约翰·普渡捐资建设，学生约四

万人，是美国著名的研究型大学，有“旅游届的哈佛”和“美国航空航天之母”的美誉， 美国第一位登月

飞人尼尔·阿姆斯特朗和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均为该校毕业生， 普渡教师和校友中获得诺贝尔奖

的有 11 位， 仅其工学院就有 22 位美国工程院院士， 其农业生物学科全美排名第一。

普渡大学·南京农业大学中国研究联合中心

2015 年 10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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