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第 1 期
·
第 37 卷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Stu d ies of Ethnic Literatu re

N o. 1, 2019
Vol. 37

理智、情感与信仰的田野对流
——
—兼覆罗兴振来信
陈泳超
内容提要： 文章是对《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回流民俗实
践所在地后所得反馈的详细介绍，重点在于对罗兴振来信（
《来自田野的回音》
）的回应，用以展
现学者与民俗精英之间在理智、
情感、
信仰诸方面的各自立场及其相互辩难。

关 键 词： 田野调查

理智 情感 信仰

拙作《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出版前后，得到了学界许多评论，无论
褒贬是非，本人都视为一种鞭策与提点，为此深感为学有侣，吾道不孤。但内心里时常还有一种期待，总
想听到来自田野的回音，
“接姑姑迎娘娘”文化圈内各色人等，尤其是那些被写入拙作的当事人，他们对
于我的书写会是怎样的反应呢？本来这事并不难落实，只要给他们送去拙作，然后一一询问，也就是了。
但有个人影始终横亘于心，不能释怀，那便是罗兴振老人。他是整个
“接姑姑迎娘娘”民俗活动中最有代
表性的
“民俗精英”
，其身世、作为与风格在拙作中已有充分展示，然而，正如拙作中曾经写过的：
“被罗兴
振视为生命的历山真实性论证，我站在学者的立场上，自然认为不能成立”①，这一立场在书中表现得十
分鲜明，那么对于耄耋之年的罗老，会不会因此摧残了他的生命支柱呢？想到这么残酷的可能性，
我就没
有勇气给洪洞人民寄书了，只要寄一本，罗老就必然会看到。期间像施爱东等学者也劝我不必将后果想
“事不关己、
关己则乱”来婉拒他们的好意。
得那么严重，但我过不了心理关，总以
僵局的打破源自于当地传来的一则消息。
这两年我都没去调查该活动，但山西其他一些高校的师生前赴后继地去调查，他们大多带着拙作，
有的还不止带一本，经常送给当地好奇的民众，我的消息报告者在历山上就亲眼看到过别人赠送的拙
作。这样，我的心结一下子就解除了：既然如此，那么罗老也就一定会看到，我没有必要再藏着掖着了。而
且，
当地民众对我们那么热情，许多人都要求我们出书后一定要送给他们，我也老早就许诺了，现在再不
寄书，又是另外一种不守约定的愧疚。于是在 2016 年下半年，我给当地与我们联系最多的吴克勇的两个
儿子吴文、吴旭寄去了几十本书，并开列了一张赠书名单，凡是拙作中提及较多的当事人均在其列，嘱咐
他们按照名单一一亲往赠书，同时关照所有被赠送者，请他们抽空阅读，我明年“三月三”要来一一听取
① 陈泳超：
《背过身去的大娘娘：
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第 2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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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富余下来的书，则分赠羊獬、历山、万安、西乔庄等地娘娘庙，作为集体之物供人们随便取阅。
2017 年 3 月 28 日（农历三月初一）到 4 月 1 日（农历三月初五），我和王尧等人又去参加了一次“接
姑姑”
活动，期间见缝插针地找那些重点人员听取读后感，得到最多的回馈是：没读！即便读了，也主要是
从书中找出自己的化名，然后看两页就完了，这从他们的话语和神态中历历可辨。虽属意料之外，
仔细一
想也在情理之中：学术著作对当地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其实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当
我问起书中对他们本人以及周围之人的书写是否真实、
有没有歪曲或误解时，得到的答复都是：很真实，
“实事求是咧”，历山上的罗
没有误解！不少人认为拙作并列各种说法但基本不加评论的态度是对的，是
柴娃甚至很文雅地说：
“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嘛！”对于我们最关心的伦理问题，没有一人表示出任何质疑
或不满情绪，这让我感到分外踏实。少数几位较为认真阅读的当地人，基本是被我归为“民俗精英”的人
物，
他们的反馈也比较趋同，大致来说有这么几点：
（一）太难懂。虽然他们总是怪自己文化程度不高，但依然让我感到当场的尴尬。东梁村的何新木是
一位写过大量
“内部写本”的民俗精英，
他对拙作只是简单翻了翻，其回答特别有针对性：
“你们的写法和
我们不太一样，我们就是通俗。庙上计划搞一个小册子，通俗的话，是一个宣传力度。说得再深入一点，宣
传得多了，钱就多，就可以盖庙，就是这样，取之于民，为之于庙，还是为之于民，就是那回事！”
（二）书名为什么要叫《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好多人说本地没有这样的神像啊。有的人还在猜哪个村
的神像可能是这样的，而河东以羊獬为代表的民俗精英们更因为本地是说“大的还是大的，小的还是小
的”
，并不赞成河西
“大的成了小的”之说，所以认为这个书名不大好。我再三解释说只是一种文艺性的表
达方式，意思是说原来有的，现在没有了，正体现了民俗活动既有传统又在不断变化。他们虽然当面表示
理解，但我能感知他们仍有些不惬心意。上述两点让我深切反省：我是写了他们，却不是为他们写的！
（三）大多数人对本书的关心度总是由近及远：首先是自己，如前所述，几乎每个人都从书中准确分
辨出了自己的化名及相关书写；其次是本村，有些属于“歇马粮店”性质的过路村庄比如杨家庄，就有人
会对本村被提及的太少而略表遗憾；然后才有可能关注到其他相关村子；至于对“接姑姑迎娘娘”的整个
活动，只有很少人才会真正关心，比如赤荆村的民俗精英李大勇就说：
“以前就只知道自己村里这一块，
现在总体上都弄清楚了，挺好的。”等等。
有几个人物的反应比较特殊。比如尤宝娅、罗羊以及韩家庄的韩勤双，他们分别表示要请我们吃饭，
但我知道他们的心思各不相同：罗羊认为拙作花了很多篇幅在宣扬他，对我们非常感激，他的好意被我
们婉拒了。韩勤双则认为书中对于韩家庄的书写还不够到位，尤其是对于书中第 201 页描写的一段让他
“罐子”的讲述人不能代表真正韩家庄的历史记忆，希望我们
尴尬的局面耿耿于怀，再三分辨说那个绰号
进一步听信他这一派的观点。不光如此，
近年来韩家庄又涌现出另外一位更加有学识、有地位的热心人，
正在大力张罗起更加宏大的宣传口径。该人士知道我们要来，特意请来了一位现任县级领导压阵，一起
热情陪同我们参观村庄，并专门从太原将本村唯一获得国家特级厨师称号的大厨请回村来为我们做了
一顿精美的午餐，还请我为村里的小学生作了一番励志演讲。此人显然是新生的更具影响力的“民俗精
，根本看不上韩勤双的作为，午饭也没邀请他。为此韩勤双颇感失落，总希望也请我们吃一顿饭，可惜
英”
我们无暇抽身，终于没有成事。而尤宝娅的表现尤其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么多年来，我们每年都去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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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一开始就认识我们，也接受过我们多次采访，但始终对我们行礼如仪、平淡如水。这次却显得格外热
情，非但在多个场合公开表扬我们对本地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请我们在县城最好的饭店吃了一顿晚
餐，
还送了我们许多土产，据说在我们来之前的几次全体执事会议上，她就大力表彰我们了。我们分析是
因为拙作对她在当地的巨大影响力作了详细的书写，让她油然而生一种成就感，并且意识到学者掌握的
书写权力可以让她以及她所领导的民俗活动在更大的时空舞台上施展身手。
但是，有一人让我颇感窝涩，那就是罗兴振老人。之前他并不知道我们要去，当我们在历山舜庙上忽
—真的是他一个人在嘘寒问
然出现在他面前时，他还是那样的欢喜无地，拉着我们到办公室嘘寒问暖——
暖，因为我们吼叫式的寒暄他根本听不见，耳聋得厉害，据说前两年生了一场大病，现在已经基本恢
复——
—我问他收到书了吗？他说收到了，没看两页就被人借走，再没还回来。我赶紧又送了他两本，对他
说：
“罗老，要是还有人借，你就给这本，那本你留着自己看，谁也别借。我要听你的评论哦！”他收下并答
“陈教授，我还有一件事没做完，台湾的第一富翁 XXX 答应捐献给我们 500 万元修
应了，转头就对我说：
建舜裔宗祠，如果这事能弄成，我就再活两年；如果弄不成，我就准备死了。”我一时无言以对，他又追问
“陈教授，我要是死了，你会不会来？”面对他毫不节制的渴望眼神，我停顿了 10 秒钟，凑到
了一句惊雷：
他尚存一丝听力的右耳边大声说：
“您还健朗着呢，一时半会死不了！”我知道这只是必须说的废话，他等
“要真有那么一天，我一定会来！你放心！”坐在旁边的王尧当场就哭了。
的不是这一句，便接着吼道：
离开洪洞后，这些切肤之感渐渐消淡，我以为罗兴振也跟许多当地人一样，说将来看完再谈，其实就
是不再谈了。再说他耳聋得厉害，我都不敢确定他到底听清楚我的话没有。我当然真心希望得到他的反
馈意见，但他那么大年纪，给我感觉活的全是精神，肉体薄得几乎透明了，说实话，我并不特别等待他的
回音。但是，在 2017 年 7 月下旬，我忽然收到一封来自洪洞的挂号信，打开一看，竟然是厚厚一叠共计
18 页的《〈背过身去的大娘娘〉读后感》①打印稿，另有两页手写的信件（已合成为前文《来自田野的回
音》
）。一口气读完，我灵魂出窍般地呆坐了半天，百感交集，无可名状。
第二天缓过神来，我首先庆幸罗兴振总体上虽然很受打击，到底没有被击溃，并且非常坚决地回击
于我，虽然不断用各种客气话舒缓气氛，他是怕我看了不高兴。其实我看了很高兴，因为我看到了他老而
弥坚的执念，而此执念对他来说，正是生命力的体现。我甚至一厢情愿地想：或许我的书又激发了他日渐
暗淡的生命之光，让他有了重新振作起来继续战斗的雄心，也未可知。只是看他信中说：
“但是颓唐是必
然的，因为您的坚持就是我的失败，怎么能够愉快呢？我想这种不快感是暂时的，以后会慢慢消失，陈老
师不必为我悲凉。”
这段话是从我书中第 260 页的一个情景生发出来的，也是吕微最爱引用的一段，我到
底还是难以拂去一丝悲凉。
过了几天，我给他写了一封回信，没用邮寄，因为 2000 年我第一次去历山后，回来就给他寄信并照
“你认识北大的陈泳超吗？多年前他
片，
一直没收到回音。等我 2007 年去时，他都不认识我了，当面问我：
的信寄到我家，我老伴也没告诉我，两年后我才偶然发现，真是对不住呀！”所以这次我直接寄给吴氏兄
弟，
顺便再捎上些适合老人的营养品，请他们亲自去历山跑一趟，当面送给罗兴振。更关键的是，我要吴
氏兄弟当面请问罗兴振是否允许我把他的信件全文发表，后来得到了他的明确允准，这才有前文的内
① 此处遵循罗兴振原文，
不完整标明著作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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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吴氏兄弟还发来了一段现场录音，
其中他的几句话很有意思：
“陈老师那个书，一本一本要印，
‘舜耕
历山在洪洞’这个民俗，慢慢就要完蛋了，我吓得不行。……我只有抗议，抗议关键要写抗议书，要向县
里、
省里、
中央汇报……可是人家对咱历山、羊獬贡献太大，提着良心要紧。我也没文化，不能干涉。我左
右为难……咱不能得罪人家，还要靠人家帮咱申报世界非遗哩。”
如此看来，罗兴振应该是从颓唐中站立
起来了，他那愈挫愈勇的顽强性格已在孳乳酝酿。或许，我的一丝悲凉纯属多余，而之前的一厢情愿却正
是事实。
我的回信全文揭载如下①：
尊敬的罗老，您好！
7 月份我有 20 多天在新疆参与组织民间文化的暑期培训公益活动，前几天刚回来才看到
您的来信，迟复为歉！
看完您的来信和《读后感》，非常激动，百感交集，请允许我分门别类地一一答复：
首先，您细致认真地阅读拙作，甚至统计出许多精确的数字来，这些数据连我自己都从不
清楚，可见您的用心程度，让我很感动；您对于“序言”
（非我所写）和“绪论”
（我写的）反复读了
七八遍，也让我深感惭愧并扪心自问：学术著作必须这么艰深吗？是否将来可以用更通俗易懂
的方式表达出来呢？
其次，您对我的工作态度和学术品格基本肯定，这对我也是极大的鼓励。学术见解的对错
深浅可以讨论，但求真务实的学术精神是不容商量的。作为学者，我在学术界规则范围内尚有
自信，但在被调查的群众心目中是什么印象，一直忐忑不安，您的鼓励大大提升了我的信心，真
的非常感谢您。
下面就要说到您最执着的
“真的有”命题了。
您以生命去捍卫
“尧舜实有说”以及“舜耕历山在洪洞”的态度，我从一开始就非常清楚，但
这与我的学术观点不一致，所以我始终避开跟您讨论这个问题，因为学术只是生活的一小部分
而已，我无限尊重以您为代表的当地民众自己的认知和信念，也希望观察民众如何传承、发扬
在这一认知指导下的各种生活实践，不想用我的观点去影响您或其他“民俗精英”。当然，这一
态度或许有点自欺欺人，您充沛的求知欲望和敏锐的观察能力，终于还是逼得我必须表态，于
是有了历山上的那一幕，以及您的
“颓唐”和我的“悲凉”。现在我把我对这一问题的根本态度以
及我来做田野调查的基本追求详细向您汇报一下。
我确实很受“疑古派”
的影响，
但我本人不是“疑古派”，我来洪洞调查也绝对不是为疑古派
“专心服务”并去
“完全夯实”其观点。而从另一方面说，我也反对被“疑古派”批评的“信古派”，
即认为以《史记·五帝本纪》为代表的上古史表述是完全可信的历史事实。我曾经开过一门研究
生课叫做“中国上古史与神话研究”
（马上开学后我又将开这门课了），花一学期的精力，就是为
了从文献与考古两方面来说明《五帝本纪》的材料是如何一层层堆砌起来从而被建设成一个完
“正史”
标准本的。所以我对古史的基本观点是：夏商周三代基本可以
备体系，并成为后世所谓
① 回信依照原文，不做修订、改动。

17

·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

当做信史看（夏代问题还较多，可存疑），五帝时代则是“传说时代”或“传疑时代”，不能像后来
大一统政治格局那样归为某个朝代了。事实上，从考古证据可以看出，4000 多年前的社会状况
还很落后，不可能出现一个大一统的政权来，三代以前的历史，不应该按照传统上古史的坐标，
“旧石器时代”
“新时期时代”，或者更本土化的
而是应该用现代考古学的一套术语来表达，比如
“仰韶文化时代”
“龙山文化时代”等。虽然学术界有各种不同意见，也很有一些人急于将最新考
古发现直接套用到传统上古史坐标上去，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些都不是学界的主流。史学
界最看重的是“求真”，在没有充分证据可以确信的前提下，一切先存疑，这就是司马迁说的“疑
则传疑，盖其慎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尊重
“疑古派”
，虽然我也时常对其过分疑古的
地方加以批评。
我觉得您是一个坚定的
“信古派”。您坚信《尚书》、
《孟子》、
《史记》是不容怀疑的“正史”，
故
其一切记载都是确凿的历史真实，这是我不敢苟同的；您所罗列的那些学者，可以视为您的同
道，他们所述的观点，从学术的角度，我都不赞成（尽管我尊重他们的信念）。简要回答您提出的
三个问题：
“你所深信的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情状”，正是司马迁的集大成编定，无法证明是真实
（一）
历史过程。三代以前到底是什么朝代？这是传统思维下的问题。我们可以反问：如何证明三代
尧舜禹禅让是否真实存在
以前一定有朝代？大一统格局是天经地义的吗？至于尧舜是否真人、
过，学术界讨论极多，正反两面的意见都有，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二）您说
“民俗是历史的活化石，它隐藏着历史的信息”，这我完全同意！但民俗到底是哪
“活化石”？具体隐藏了哪些历史信息？就必须谨慎分析了。比如我们都钟爱
个时代哪些人群的
的“接姑姑迎娘娘”习俗，我这几年费尽心机查找它的历史记载，结果最早的记录只到明代；即
便从本地建立舜庙算起，也最早只到宋代天圣年间。罗老您发现的几块碑文残片，大概也不会
比宋代更早。这些作为证据的时间离通常认知的尧舜时代差距 3000 年，怎么能够保证“接姑姑
迎娘娘”习俗就是从 4000 年前一直流传下来的呢？而且山西在历史上本身就是农耕民族和游
牧民族反复争夺的地方，洪洞更是移民大县，怎么能保证这里的民众就是 4000 年前的原住民
呢？所以，您先从信念上把
“接姑姑迎娘娘”习俗断定为尧舜时期
“真的有”，然后进行各种合理
推论，我从学术立场上是很难予以支持的。
（三）您说当地有各种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可以配合证明尧舜时代，否则“又该归入哪个朝
代呢？总不能拿上古二字概而论之”。我要说到是，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在全国大地上比比皆是，
不足为奇。它只能说明当地具备那一时期的文明，至于该文明属于哪个朝代，正如上面所说，这
“上古二字概而论之”，目前来说反倒是最稳妥的
个问题本身就不能成立。从这个意义上说，用
表述方式。您说别处历山您也考察了许多，各地自有其合理处，但它们的死穴在于“没有一处与
走亲习俗相关的完整体系”，这又回到了问题（二），即便有走亲习俗的完整体系，依然无法证明
其历史时期，更不能说明尧舜时代之实有。
那么，既然不承认尧舜人物和时代一定是真实的历史，我为什么要来洪洞调查研究“接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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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迎娘娘”习俗呢？
我是这么思考的：尧舜时代的真实性我无法证明（同时我也不能证明其一定不存在），但当
地民众对于尧舜文化的认知及其创造和传承的民俗文化却是无比真实的历史事实，我要研究
的正是这一民俗历史的存在和传承的“动力机制”。事实上，正如您所知，就我实地考察过的全
国关于尧舜的民俗遗存还很多很多，我之所以别的地方没有特别研究，而着力于洪洞，正是因
为此地有
“接姑姑迎娘娘”
这一民俗活动的“完整体系”，并且在当今时代依然充满活力，它到底
跟民众的日常生活有何种关联？又是怎样持续发展、变化的？这些才是我考察的核心问题。结
论已在拙作中充分表达，就不多说了。
所以，我不是
“疑古派”，也不是“信古派”
，更不是要跟当今宣传传统主流文化唱对台戏。我
自始至终不讨论尧舜的真实性，只讨论尧舜作为伟大的文化符号如何影响到民众生活的问题，
因为历史不仅仅是帝王将相的专利，民众世世代代的生活过程，在我心目中更是应该努力认知
“释古派”的行列，但归根结底我的重心不在于
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或许可以勉强归入
“古”
，而在于“今”。换句话说，我更看重的是民众如何弘扬我们祖先的优秀传统，正是在此基点
上，
“接姑姑迎娘娘”活动显示出了它独特的价值，当得起国家级的非遗项目，才吸引我这么长
，您毕生的执着追求，才会闪射出绚烂
时间的努力调查。而罗老您是其中最杰出的“民俗精英”
我不无骄傲地告诉您：您的声名目前已在全国民俗学界颇为
的光芒，也必将流芳后世。事实上，
响亮了，尽管很遗憾只能是代号
“罗兴振”！
“舜井”以及其他历山上的地名传说，
至于您后面特别解释的几个细节，主要是关于“妫汭”
您列举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认为是在认真老实的调查基础上，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的一些科
学分析推理，并非是自己的编造，而我却一概归之于您在
“话语威权”下的个人发明。这一点我
首先诚恳接受，说明我的调查还有许多不够到位之处，没能将每一个细微的“发明”做出区别性
的交代，将来出版修订本时，我一定要把这些经历写进去以更细致地展现这一过程。但这里我
还想小小的申辩一下：在学术表达上，
“传统的发明”是一个通行的术语，是中性词，没有褒贬色
彩，它指的就是对传统所进行的各类操作，包括选择、改造、分析、推理、新创、展示……所以，我
这么说绝没有任何对您的不敬之意，请您明鉴！
写到这里，我由衷地想表达我对您发自肺腑的崇高敬意。国内民俗学界的许多学者都知
道，我在讲述“接姑姑迎娘娘”活动时，最常提及的两个人，一个是罗兴振，一个是吴克勇。吴克
勇老师已经去世，我们对他无限怀念，每次三月三来调查，我们都会在吴家后人的陪伴下，到他
坟上去祭拜扫墓；而您更是以学识和执着，以及老而弥坚的精神让我们赞叹不已。我的学术观
“您坚持您的疑古观，我坚持我的‘真
点只能代表我学术上的追求，我也很欣赏您说的这句话：
的有’。反正我总不能忘记我的老祖宗”。但现实中的我还有更多的感情和信念，我想告诉您：您
说的“传说的生息就是历史真实的延袭，推动生息延袭的动力是一种心的力量，这力量就是人
们不愿意忘记自己的祖宗”，正是我的心声！只是我理解的“真实”，不是尧舜本人的真实存在，
而是千百年来全体民众对于尧舜的心理认同。我对于尧舜也“总不能忘记我的老祖宗”，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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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是我们中华民族信仰中的共同祖先，也许未必是历史的真实，却是文化的真实、民俗的真实
“接姑姑迎娘娘”活动的外来者，逐渐转变为内部的一份子。我真
和感情信念的真实！我早已从
心地热爱走亲习俗，热爱这一习俗过程中的所有人，并以被当地民众接纳为一名“亲戚”而感到
无上荣耀，这也是我愿意为它做各种力所能及工作的心理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我们的
感情是相通的，毫无隔阂，您说对吗？
最后，我还有一个特别的请求：您的这封信其实涉及了民间文化界许多学术和伦理的命
题，具有很高的价值。我给一二学术同道看后，他们都建议将之公开发表出来，并组织一些学者
围绕此信进行一次针对性的学术讨论。您是否同意我们将此信公之于众呢？
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将本地尧舜民俗文化继续发扬光大，我们也会经常来看望您的。如
有什么事情请随时吩咐，不要见外啊！耑此并颂
时祺
后学 陈泳超 顿首
2017 年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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