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本文基於對傳統農民生活方式的經驗分析，力圖總結中國農民與「救贖」宗教

不同的一套宗教生活方式，發現宗教活動、「過日子」與實現生命圓滿三者交織在一

起，構成中國農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態。其具體邏輯為，中國農民將個體生命融入

到家庭中，通過扮演家庭角色，肩負人生任務，完成了從出生到死亡的生命歷程。

依託於家庭這一農民宗教生活的基本單位，農民參與家庭和社區的宗教生活，最終

目標是指向「過日子」的。在此基礎上，本文還試圖描述當前正在發生的社會變遷導

致宗教生活之變，這意味�中國農民生命存在和人生圓滿方式的變化。

關鍵詞：農民　「過日子」　宗教生活　圓滿人生　家庭

一　提出問題

關於中國社會是否存在宗教的爭論，很大程度上產生於概念界定層面上的

分歧。法國人類學家杜瑞樂（Joël Thoraval）曾指出，在認識中國宗教現象時，對

概念深層的中西方社會心智結構差異得不到有效的反思，不僅造成了認識上的

偏差，也預設l特定的價值判斷。對此缺乏足夠的自覺，導致移植西方社會科

學知識來認識中國時，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現象的整體性就被概念所切

割。表現在宗教研究領域中，就是以儒教來置換中國宗教實踐，排斥其他民間

宗教實踐，將民間宗教現象判定為習俗或者迷信活動。由於概念本身造成的認

識偏差與價值偏見，中國宗教在近代以來的理論與實踐歷史中都喪失了主體地

位，對中國宗教的誤解甚至還一直盛行在當前中國知識界中1。

可以認為，西方社會科學中宗教社會學理論所要探討的最為根本的對象，

是西方社會自身的宗教事物，包括宗教與社會、政治、經濟等之間的關係。甚

┌過日子┘與圓滿人生
——農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態

● 桂　華

學術論文

c140-1210050.pm 26/11/13, 12:43 PMPage 40 Adobe PageMaker 6.5C/PPC



「過日子」與圓滿 41
人生

至可以更進一步斷定，西方宗教社會學理論的經驗基礎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

新教）與其他社會現象之間的關係2。因而，在借鑒西方宗教社會學理論來認識

中國宗教社會現象時，人們自然而然地就運用關於基督教的社會學理論來分析和

判斷中國宗教。這就使得中國宗教研究者陷入了如下困境：如果不借鑒西方社會

學理論，我們甚至找不到替換「宗教」3這個概念的本土詞彙，即缺乏分析宗教現

象的理論工具；如果借用西方理論，又很難避免概念自身存在的固有誤解。因

此，從事中國宗教研究，就是在上述二者之間尋找平衡。比如，在理論界影響

甚大的《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代社會功能與其歷史因素之研究》這部著

作中，楊慶9創造性地運用「制度性宗教」與「分散性宗教」這對概念，來分析中

國宗教現象，獲得了巨大的成功4。不過，就是在這部被譽為中國宗教研究「聖

經」的著作中，楊慶9依然是通過對比西方社會中宗教的「制度性」特徵，來理解

中國宗教的「分散性」。在研究方法上，這部著作給人的啟發是，與其陷入抽象

概念之爭論，不如通過具體的經驗研究來反思理論並逐步達到有效認識。

一般而言，宗教是獲得生命圓滿的方式，其本質在於化解生命的有限性與

意義的無限性、生活的經驗性與價值的超驗性之間的衝突。在這一寬泛的理解

下，研究中國宗教問題的主要方向不止於界定甚麼是「宗教」5以及甚麼是宗教發

展的普遍規律，而是首先要研究中國人在社會生活中化解「有限的生命與無限的

追求」之衝突的方式。宗教的普世性源自普遍存在的有限與無限之間的衝突，中

國宗教的特殊性則表現為化解這對矛盾的獨特方式；並且，宗教生活在中國社

會內部的階層間也存在巨大差異。受儒家思想薰染的中國士紳知識階層能夠通

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君子之道來獲得人生的意義，而普通大眾農民則很

難進入到這種「陽春白雪」的生活境界中來實現生命的昇華。農民更多地是在日

常生活中，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是在「過日子」中獲得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過日子」是一個口頭語。在農民那�，生活就是「過日子」，人生也就是「過

日子」。在筆者看來，「過日子」既是農民度過有限生命的方式，也是農民獲得無

限意義的方式。「過日子」固然不能夠描述和分析農民的宗教生活，但農民的宗

教生活卻必須要放到「過日子」過程中去理解。「過日子」的組織基礎是家庭，向

內包含l作為家庭成員的個體，向外則拓展為家族與村莊；「過日子」的內容既

包含日常生活的「柴米油鹽醬醋茶」活動，也包含l作為俗世生活根基的倫理與

價值。我們看到的廣泛存在的民間宗教現象，如「偶像崇拜」、「迷信」、「巫術」等

活動6，在西方宗教理論中可能是被否定和批判的，但對於中國農民獲得生命價

值和意義而言則是不可或缺的。本文的研究將嘗試盡可能撇除理論誤解和偏見，

考察中國傳統農民的宗教生活實踐及其意涵——理解農民在「過日子」中實現生

命圓滿的方式。文中的經驗材料來自於筆者在陝西關中子孝村的田野調查7。

二　家庭是農民宗教生活的組織基礎

為了研究的需要，本文借鑒楊慶9的做法，「將朝超自然因素作為中心對

象、區別宗教與非宗教的標準」8，藉此來考察民間的宗教現象。所謂「超自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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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學術論文 素」是指超越人類經驗和理性認識限度的事物和行為，包括鬼魂、神靈、泛靈、

巫術，等等。在農村調查中，可以發現超自然因素在農民宗教生活中的顯著地

位，比如圍繞祖先靈魂安置的一套陰間世界觀及相關的喪葬和祭祀活動，蘊含

在周期性節日活動和儀式背後的農民時空觀念，包含在農民祈福消災行為中的

神靈信仰，以及算命、問事、「頂神」（神靈附體）等巫術活動。離開了超自然因

素，這些活動就無法存在。依據「超自然因素」這一標準，農民宗教行為就被界

定了。

正如李亦園所說，中國傳統宗教是一種「普化」的宗教，即宗教教義、儀式

和組織是與其他世俗社會生活和制度混為一團的9。因此，本文研究農民宗教生

活的重點就不是在制度層面上討論宗教活動背後的固定組織、神職人員等，而

是研究宗教通過何種方式與日常世俗生活對接的問題。在制度性宗教中，宗教

組織的重要性在於，通過固定的組織和儀式將系統規範的宗教教義傳達給教

民，並影響其生活。而中國的「民間宗教一類『傳統』的繼承，更重要的是植根於

普通百姓一代又一代在日常生活經歷中的『言傳身教』」bk，農民宗教生活接近於

一種自發狀態。因此，研究農民宗教生活的組織基礎的重點是，討論個體農民

通過何種途徑參與宗教生活，以及缺乏教會一類固定機構的農民宗教活動是如

何組織和延續的。

筆者在農村調查時發現，不是每個農民都有平等資格踐行同一種宗教行

為。比如，廟會上的燒香拜神行為大致是婦女的專利，而家庭祭祖活動則是成

年男性的職責，清明節上墳則是死者兒子、女兒等直系親屬的義務（兒媳無此義

務），等等。農民宗教生活中具有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在任何一項宗教活動中，

都存在依照性別、年齡、身份等規定了個人宗教資格的現象。其大致的規律

是，廟會這類公共宗教活動主要是由成年男性（即戶主）參與；家庭祭祖活動是

由輩分最高的成年男性負責；燒香拜神這類個人宗教行為則婦女參與較多。

農民宗教資格上的差異，甚至也明顯地存在於「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督教

活動中。比如，筆者在農村調研農民對於基督教等外來宗教信仰時發現，多

數村民都會認為婦女參加教堂活動是可以接受的，而成年男性熱衷於此類活動

則被視為「無所事事」，會形成負面評價。因此，教堂活動參與者中有90%以上

是婦女。

祭祖是中國農民最重要的一項宗教活動。農村祭祀活動的基本單位是核心

家庭，即在父親去世之後，分家兄弟家庭各自獨立完成祭祀活動，祭祀資格類

似於家產上的諸子均分制而非長子繼承制。而在家庭內部，作為一家之主的成

年男性，在家庭祭祀活動上擁有優先資格；在廟會一類的公共宗教活動中，戶

主是代表其家庭參與活動的；在燒香拜神行為中，絕大多數婦女都是祈求全家

平安而非指向個人目的，故而可以認為婦女是代表其家庭執行此類活動的。

農民在宗教行為層面上的資格差異，與家庭內部成員的角色差異高度吻

合。這個事實說明了宗教行為與生活的結合點是家庭，即無論是個體宗教活動

還是公共宗教活動，個體參與者都是作為家庭成員代表整個家庭執行宗教行為

的。李亦園曾論斷：「一個人只要是中國文化的傳人，他就多多少少帶有某種程

度的傳統中國宗教信仰，不管他現代化或者西化到如何的程度。」b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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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家庭是農民宗教活動的基本單位，那就產生出了一種類似「代表制度」

的宗教社會方式，比如，祭祖、廟會活動，甚至是燒香拜神這樣的個體宗教活

動，祈求的都是「保佑家庭平安」，而不是以宗教活動參與者個人為考慮對象。

一個人可以代表一家成員完成宗教儀式活動，不直接執行某種宗教行為的農民

也可說是參與了宗教生活，因為基於家庭這一宗教生活單位，農民的個體宗教

行為既可以轉化為家庭宗教生活，而農民的宗教生活亦可以借助其家庭成員的

宗教行為得到實現。因此，儘管有些農民從來不直接參與宗教活動，但這並不

意味l他們真正地脫離了宗教生活，正如許烺光說：「沒有一個可以稱得上是徹

底的無神論者。」bm

農民宗教生活的上述特徵決定了：若是單純關注於人神（超自然因素）互動

過程的宗教行為本身，則很難抓住中國農民宗教生活的本質。西方基督教的信

仰方式主要存在於個體指向上帝的虔誠宗教行為，包括對教義的領悟和對儀式

的執行，而中國農民宗教生活的意義則不是來自於參與宗教儀式的宗教行為。

不少研究都強調中國農民信仰的實用性和功利性，指出農民在宗教行為中沒有

表達內心的虔誠信仰，而是與神靈建立一種類似世俗交換的互惠關係bn。也正因

為如此，農民的宗教活動不能夠構建完整獨立的道德倫理體系，也不能夠為農民

提供生命的終極價值。只有當農民宗教行為被納入到農民的家庭生活中去，轉

變成為與世俗生活融為一體的宗教生活之後，宗教的意義才能凸顯出來。從組織

和意義兩個角度看，農民宗教生活的本質不存在於象徵人神（超自然因素）關係的

宗教行為中，而是包含在統合個體宗教行為的家庭宗教生活中。所以，與西方

基督教個體性的信仰方式不同，家庭才是中國農民宗教生活的基本單位。

三　農民「過日子」的人生

既然農民宗教生活是在日常生活中實現的，那麼農民的生命價值也會體現

在日常生活中。因此，我們可以通過考察農民日常生活過程來理解農民化解有

限與無限之間矛盾的方式。

（一）「過日子」的內涵

在農民那�，人生在世就是「過日子」，人的一輩子就是在「過日子」中度過

的，「過日子」的內容是由「有吃、有喝」的日常世俗生活組成。按照陝西關中子

孝村農民的觀點，一個人不叫「過日子」，只有組成家庭才算是「過日子」。因此，

「過日子」的前提是組建家庭，個體只有進入到家庭中，才能夠過上正常的日子。

農村中的一些單身漢，在成年之後離開父母，沒有及時組建新的家庭，他們一個

人勞動生活的狀態只能算是「混日子」。因此，家庭是「過日子」的組織基礎。

將日子過好是每個農民的生活目標。以家庭為單位的「過日子」包含兩個方

面的內容：一是妥當處理家庭內部的事務；二是妥當處理家庭之間的事務。因

而，一戶農民日子過得如何，主要看上述兩方面的事務處理得如何。

從組織和意義兩個角

度看，農民宗教生活

的本質不存在於象徵

人神（超自然因素）關

係的宗教行為中，而

是包含在統合個體宗

教行為的家庭宗教生

活中。所以，與西方

基督教個體性的信仰

方式不同，家庭才是

中國農民宗教生活的

基本單位。

c140-1210050.pm 26/11/13, 12:43 PMPage 43 Adobe PageMaker 6.5C/PPC



44 學術論文 在家庭內部層面上，將日子過好大致需要具備以下三個條件：

首先，家庭作為一個「初級經濟群體」，要有正當的經濟來源、合理的物質

消費以及恰當的財產分配，這構成「過日子」的物質基礎。在生產方面，家庭成

員要齊心協力，「家庭成員集體勞動，他們為整個家庭，而不是為哪個成員勞

動」bo。筆者在陝西關中地區的農村調查時聽到當地流傳l一句警示人們如何「過

日子」的俗語：「男人是耙耙，女人是匣匣，不怕耙耙沒齒，就怕匣匣沒底。」這

表明夫妻分工合作的重要性。在消費方面，當地農民認為「夠吃、夠喝」就行，

與之相關的另外一句口頭禪是：「黏黏不到頭，淡淡長流水。」在家庭財產分配

方面，也形成了一套系統的「諸子平分，傳男不傳女」規矩，分別體現在分家、

婚嫁等活動中。

其次，家庭內部要有和諧的人際關係。由於1980年代中國政府開始推行計

劃生育，當前農村直系聯合家庭所佔的比重愈來愈大。一個典型的完整農民家

庭是由父母、兒子、兒媳、孫子（孫女）等成員組成。和諧的家庭關係建立在扮

演不同角色的家庭成員合適行為的基礎上，規定家庭成員的角色和行為規範就

是家庭倫理，包括「父慈子孝」、「夫唱婦隨」、「三從四德」等。隨l社會的發展，

家庭倫理有淡化的趨勢，但一些基本的規範在子孝村仍然發揮l作用。

再次，必須生兒子傳宗接代。生兒子除了具有再生產出男性勞力和提供養

老基礎的現實意義之外，還具有更根本的意義。正如楊懋春所言，「中國農民最

關心的事情是家庭的延續」bp，在男系傳承的中國農村社會中，只有生兒子才能

夠實現家庭的延續。因此，農民認為「過日子」本質上是為娃（兒子）過的，生兒

子對於「過日子」具有根本性價值。沒有生兒子的人被農民稱為「絕戶頭」，對於

這樣的人而言，無論有多麼良好的家庭經濟狀況與和睦的家庭關係，都沒有任

何意義；相反，即使家庭經濟條件不行或者家庭關係不好，也不會對「過日子」

造成根本性的破壞。

雖然農民能夠在家庭內部解決大部分生活問題，卻不能夠解決全部問題，

因此「過日子」就擴展到家庭之外，形成了村莊社會生活。在社會生活層面上，

將日子過好大致需要具備以下兩個條件：

首先，要建立一個穩定的社會交往圈子。在生產、生活中，有不少事情是

一家一戶無法完成的，比如，排澇灌溉、防盜防匪、生產安排、紅白喜事等，

這些事情必須通過眾多勞動力合作才能夠完成，經過長期的互動，農戶間為解

決此類事情而形成穩定的互助關係。互助本質上是一種勞動力和物質的交換過

程，在「熟人社會」中，互助依附於特定的社會關係，互助關係是高度人格化

的，因此，建立和維持互助關係就是建立和維持一種社會關係。一般而言，有

三種不同的社會關係能夠維持穩定的互助關係，一是親屬之間的互助，包括宗

親和姻親，此類互助是建立在血緣關係基礎上的；二是朋友之間的互助，是建

立在情感基礎上的；三是鄰里之間的互助，是建立在地緣基礎上的。

其次，要參與公共活動。村莊作為最基本的基層社會單位bq，可以看作是

從農民「過日子」延伸出來的最重要的一個邊界，中國農民家庭生活之外的絕大

部分社會生活都是在村莊社區內部完成的。村莊既是一個由農戶間私人關係網

在生產、生活中，有

不少事情是一家一戶

無法完成的，比如，

排澇灌溉、防盜防

匪、生產安排、紅白

喜事等，必須通過眾

多勞動力合作才能夠

完成，經過長期的互

動，農戶間為解決此

類事情而形成穩定的

互助關係。因此，建

立和維持互助關係就

是建立和維持一種社

會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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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組成的熟人社會，也是一個公共組織，傳統時期的村莊還承擔了教育、防

4、救助、宗教等公共功能。農戶要取得村莊成員資格，就必須參與這些公共

活動，否則會遭到排斥或者邊緣化。時至今日，農村的廟會活動、集體公益事

業、喪葬輪流派工制度，都體現了村莊的公共組織性。

上述關於「過日子」的幾個條件是相輔相成的，家庭內部事情處理妥當了，

有助於在村莊中建立地位；反過來，村莊各種社會關係理順了，也有助於家庭

生活過得好。「過日子」是一種狀態，將日子過好是目標，在追求這個目標的過

程中，農民就是自覺不自覺地按照家庭倫理規範與熟人社會規矩來指導其日常

行為。由吃、喝、拉、撒、睡、生育等組成的「過日子」方式，看似相當世俗，

卻包含了一套完整的行為規則，一代一代地傳遞下去，塑造了農民保守的心理

和穩固的鄉村社會面貌。

（二）農民「過日子」的生命歷程

農民自出生以來就進入了「過日子」的狀態中。嬰兒自落地那一刻起，就開

始扮演家庭角色，擔負起家庭的使命。如果是個兒子，他的出生就意味l「香

火」有了傳人，家庭有了未來。他的長輩親人可以長長地舒一口氣，因為他們完

成了家庭延續這個最重要的人生任務。在結婚之前，孩子是父母撫育的對

象，他們要服從長輩的安排，在父親的蔭庇下參與「過日子」。他們絕大部分的

村莊社會關係，都是要從長輩那�繼承來的，並且未有資格獨立參與村莊公

共生活，他們必須借助家庭，由父親代表參與社區公共事務，包括公共宗教

活動。

當孩子結婚並且與兄弟分家之後，新的家庭才算建立，這時他們就可以獨

立安排家庭內部的事務，也有資格參與村莊社會生活，形成了一個新的「過日

子」單位。新家庭最重要的任務同樣是生兒子，為家庭延續生育接班人，繼而要

妥善安排家庭生產，處理好村莊社會關係。

自兒子出世起，做父母的就想l「要將兒子養大，要為他建房子、娶媳

婦」。兒子是父母的「奔頭」（希望、念頭），父母起早摸黑、辛苦勞動、勤儉持

家，都是在「為娃過日子」。子孝村有俗語說「父愁子妻」，即父親最愁的事情就

是兒子娶親的事情。當把兒媳婦娶到家之後，做父親就可以自豪地認為「完成人

生任務」。這說明生兒子養兒子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生產出新一代家庭。兒子成家

之後，父母或許依然要進行生產勞動，要「過日子」，不過隨l兒子家庭的成

長，父親會逐步交出「當家權」，也會逐步退出社區活動，由兒子來持家和參與

村莊公共生活。當然，年邁的父親還關心的一件事情是「抱孫子」，這是在替兒

子「操心」，只有當他看到孫子出世以後，才能夠「死得瞑目」，他閉上眼睛的那

一刻，人生就畫上圓滿的句號。

農民人生階段的轉換既是家庭成員新陳代謝的過程，也是家庭新陳代謝的

過程。農民「過日子」就是有條不紊地生產出新的家庭，個體的生命歷程都是要

服從這個過程的。農民每時每刻都要在「過日子」中體驗生命的價值；做孩子的

「過日子」是一種狀

態，將日子過好是目

標。由吃、喝、拉、

撒、睡、生育等組成

的「過日子」方式，看

似相當世俗，卻包含

了一套完整的行為規

則，一代一代地傳遞

下去，塑造了農民保

守的心理和穩固的鄉

村社會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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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學術論文 要服從家庭的安排，做父母的要為兒子操心，做爺爺的要向列祖列宗交代。離

開了家庭，離開了「過日子」，生活頓成「煎熬」，人生就無所依託。

如果說將日子過好這一標準，為農民提供了行為規則，那麼，家庭的延續

就為農民提供了行為意義。農民異常細碎的日常生活行為，只有放到這個過程

中才會有意義。一輪一輪的家庭新陳代謝的「節點」是生兒子，因而傳宗接代就

為農民提供了「本體性價值」br，對於農民來說，只有有了兒子，其他一切行為才

會有意義和價值。沒有兒子的人，生命是蒼白和虛無的，他們的生活缺乏意義

基礎和價值的來源。這樣的人生過程就是打發沒有內涵的時間，活l似乎成為

一種生物本能，吃、喝、拉、撒、睡僅存體膚之感，這樣的生活就是「混日

子」。

在此需要補充說明以下兩點：一是上述的人生鏈條主要是從男性角度描述

的。楊華的研究對處於依附地位的婦女的人生歷程有完整的描述。實際上，婦

女也是要在家庭「過日子」中實現人生價值，其生命意義的根本來源同樣是傳宗

接代，不過，婦女在「過日子」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因此，婦女的人生歷程是

不一樣的bs；二是上面的描述是一種理想形態建構，反映了農民在「過日子」中度

過人生的普遍形態。隨l社會變化，農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觀念都在發生變

化，儘管上述理想形態依然是有效的，但也出現了鬆動的趨勢，下文再具體分

析變化方面的問題。

四　「過日子」中的宗教成份

中國農民的宗教信仰與基督教信仰不同bt，農民在執行宗教行為時，不可

能如同基督徒一樣「找到一種超越自己和現世的神聖存在」ck，即農民的宗教行為

不具備完成「救贖」和實現生命終極價值的功能。很顯然，作為中國農民宗教行

為對象的鬼魂、神靈等，都不同於愛與全能的上帝，故而燒香跪拜等行為也不

可能讓農民「在與神聖存在的交流中感到自我完善並增強了自信心」cl。獨立的宗

教行為不是人生意義的終極來源，並不意味l中國農民不需要與超自然因素打

交道。實際上，鬼神、巫術、泛靈等各種超自然因素總是充斥在農民的日常生

活中。現在需要討論的是，這些超自然因素是如何進入並影響農民「過日子」，

以及宗教生活在農民「過日子」中處於何種地位。

（一）祖宗與家庭

按照農民的觀念，死去的祖先要變成鬼魂，成為被祭祀的對象，家庭宗教

活動的最重要內容是安置祖先靈魂。儒教經典將祭祀活動解釋為情感安慰和道

德教化，如《大戴禮記．盛德》記述道：「喪祭之禮所以教仁愛也。致愛故能致喪

祭，春秋祭祀之不絕，致思慕之心也。夫祭祀致饋養之道也，死且思慕饋養，

況於生而存乎？故曰喪祭之禮明，則民孝矣。」cm儒家的解釋具有很強的理性色

如果說將日子過好這

一標準，為農民提供

了行為規則，那麼，

家庭的延續就為農民

提供了行為意義。農

民異常細碎的日常生

活行為，只有放到這

個過程中才會有意

義。一輪一輪的家庭

新陳代謝的「節點」是

生兒子，因而傳宗接

代就為農民提供了

「本體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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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與農民生活的實際情形有很大差異。儒教思想家也意識到了箇中差異，例

如荀子認為「其在君子，以為人道也；其在百姓，以為鬼事也」cn，即普通百姓對

於祭祖問題的認識並非是完全理性化的。

農民關於祖先靈魂的觀念，使得祭祀活動客觀上發揮家庭整合功能。對於

農民而言，祖先並非是「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而是「真實」存在的。比如，

農民會夢見祖先，還會將生活中的福禍歸因於祖先的影響。這樣一來，祖先靈

魂這一超自然因素就實實在在地進入了農民「過日子」中，時時刻刻影響農民的

日常行為。

從組織層面上看，祖先參與家庭生活，構建了中國社會特有的家庭結構。

農民的家庭是由生者、死者和未出世的來者三重人格組成的，家庭「過日子」

要處理這三者之間的關係。比如，筆者與林輝煌在研究傳統中國農民土地觀

念時提出，農民土地產權主體不是當前佔有的人，而是包括「祖先」、「我」、

「子孫」在內的三重人格共同所有的co。與之相似的是，死者、生者和來者在家

庭命運和家庭榮譽上是具有連帶性的，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只要生生不息，

家庭就是永恆的，生老病死所造成的具體家庭成員的變更，不會影響「家」本身

的存在。

只有在這樣的家庭結構下，「過日子」才能夠延綿不絕。一代一代人的離世

和出生，縱然造成家庭成員的悲歡離合與情感波動，但是只要家庭能夠延續下

去，人就不會喪失生活的動力。對農民最致命的打擊不是祖先的離去，而是「絕

後」——「絕後」意味l家庭延續過程的中斷。因此，楊慶9從情感慰藉的角度解

釋祭祀活動的整合功能是不充分的cp。

家庭的延續性，為農民「過日子」的俗世活動提供了價值基礎，即人活l就

是要傳承家庭，通過扮演家庭角色來肩負起家庭的使命。在家庭延續這個根本

目標的指引下，農民從出生到死亡的人生過程就存在一條可以標識的脈絡。比

如，對於成年男性而言，當他們扮演「父親」的角色時，就承擔了「生兒子、養兒

子」的使命，「過日子是為娃過的」是這個農民群體切實的想法。

通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祖先靈魂存在的最重要意義是構建家庭結構的

抽象性和家庭存在的永恆性。農民日常生活放置到延綿不絕的家庭再生產鏈條

中時，才能夠獲得意義和價值，只有如此，農民「過日子」的人生才能夠獲得價

值。祖先靈魂是上述鏈條的邏輯起點，離開了超自然因素這一環，農民家庭生

活就可能發生危機。

（二）宗教生活的依附地位

具有理性主義傾向的儒家思想，在理論上存在如下困境：一方面與鬼神等

超自然事物保持距離，盡量剔除理論中的神秘成份；另一方面，限於認識水

平，徹底的無神論又無法為其體系化的理論提供堅實基礎，無法將其理論徹底

理性化。上述理論困難最終表現為儒家對超自然事物「敬鬼神而遠之」的矛盾態

度。儒家對超自然因素的模糊觀點，造成了中國學者在中國有無宗教問題上的

巨大爭論cq。作為中國文化主體的儒家思想，若在知識份子群體中還保留了哲學

對於農民而言，祖先

並非是「祭如在，祭

神如神在」的，而是

「真實」存在的。比

如，農民會夢見祖

先，還會將生活中的

福禍歸因於祖先的影

響。這樣一來，祖先

靈魂這一超自然因素

就實實在在地進入了

農民「過日子」中，時

時刻刻影響農民的日

常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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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學術論文 的理性面貌的話，到了民間社會，儒家觀點中包含的不可知成份就凸現出來

了，比如君子「天命觀」就變成了農民「命運觀」，君子的「人道」變成了農民的「鬼

事」。正是經過哲學向宗教的轉換，儒家理論才能為農民所接受。

儒教思想中的矛盾因素在實踐中，被操作為理性的哲學和非理性的宗教兩

種面向，分別在不同層面對農民生活造成影響。經過宗教化的儒家思想，為農

民生活實踐提供意識形態基礎。在生活的大部分時間中，農民從事經濟活動、

維持家庭生活、參與社會交往等，均具有很強的俗世性，並遵從儒家正統宣傳

的倫理和道德原則。儘管如此，農民並不能棄絕宗教成份，農民宗教生活構建

l農民「過日子」的完整性。比如，關於祖先靈魂的觀念實現了家庭的超越性和

永恆性，指向神靈的公共宗教活動構建了農民「過日子」的村莊邊界。除去這些

宗教要素，「過日子」就不完整，農民的人生序列就無法延伸。

俗世生活與宗教生活交織在一起，共同構成農民「過日子」的完整狀態。離

開宗教生活，「過日子」就不能圓滿；離開了俗世生活，農民的宗教生活也沒有

意義。宗教生活很重要，但不能夠獨立於「過日子」之外，它具有依附性。日本

學者渡邊欣雄提出「民俗宗教」的說法，認為「沿l人們生活脈絡來編成，並被利

用於生活之中的宗教，它服務於生活總體的目的」，具有特殊的規範、組織和信

條，具有地方性和鄉土性特色cr。

農民宗教生活的依附性決定了它的「非制度性」特色。「過日子」的重心是俗

世生活，農民按照俗世的節奏、規律來安排活動，中間穿插的一些宗教活動只

構成農民「過日子」中很小的一部分。因而民間社會沒有發展出與宗教生活相關

的完整的教義、儀式和組織體系，也沒有建立健全的服務於宗教活動的經濟組

織和社會組織。相反，佛教、道教等宗教和教派團體，「並不是作為世俗社會制

度的一部分起作用」cs，這些制度性宗教對農民生活直接影響較小，真正融入制

度性宗教的僧侶和教徒是「出世」的，即脫離「過日子」狀態的。農民「過日子」的

方式，是真正決定「普化」的宗教信仰形態的根本原因。

農民宗教依附性地位的另一個特色是「倫理與宗教的分離」ct。前面的分析

已經指出，農民的宗教行為和宗教生活並不獨立具備價值和意義。農民「過日

子」遵從的是包含人情和倫理內涵的世俗道德原則，即梁漱溟所講的「以道德代

宗教」dk。農民宗教生活中的超自然因素與基督教中的上帝不同，祖先鬼魂和神

靈都不是道德源泉，因此，農民執行宗教行為時無法獲得神聖體驗。對於「過日

子」而言，宗教活動僅僅能夠賦予既有道德倫理以威嚴感，宗教生活起到輔助和

補充作用而已。

五　人生如何圓滿

上文已經探討了農民的生活方式與農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接下來需要

正式回答「有限生命與無限意義」如何溝通的問題了。既然農民宗教生活不是本

體性的，那麼，農民就不可能投身到宗教中去尋找人生意義問題的答案。農民

農民宗教生活中的超

自然因素與基督教中

的上帝不同，祖先鬼

魂和神靈都不是道德

源泉，因此，農民執

行宗教行為時無法獲

得神聖體驗。對於「過

日子」而言，宗教活

動僅僅能夠賦予既有

道德倫理以威嚴感，

宗教生活起到輔助和

補充作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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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日子」與圓滿 49
人生

不可能通過「立功、立言、立德」來實現生命的價值，對於他們而言，生命就是

在瑣碎的日常生活中度過的，農民的滿足感就來自於生活本身。現實中我們看

到相當一部分農民活得有滋有味，相當滿足。問題是，縱然求生本能構成了人

活下去的原始動力，農民還是需要在「柴米油鹽醬醋茶」的日常瑣事中尋找行為

的動機，捕獲行動的意義。

答案始於這些瑣碎的行為並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過日子」的組成部分。

日復一日簡單重複的日常行為，放到「過日子」的序列中，就獲得了存在的理

由。農民之所以能夠滿足於這些看似枯燥無味的生活瑣事，原因在於他們在「過

日子」整體鏈條中為每個行為尋找到了價值基礎。吳飛認為「過日子」是任何一個

活人都必須經歷的，「過日子」將人從生到死的過程分解為「出生、成長、成家、

立業、生子、教子、養老、送終、年老、壽終」等環節dl。這樣一來，人生過程

就被具體化了，生命就出現了節奏。人生如同一首樂曲，日常行為是音符，當

每個音符孤立存在時是沒有意義的，但當它組合成為整體「過日子」的序列時，

就能演奏出奇妙的音樂。

正如吳飛所言：「過日子的狀態，並不是西方那個意義上的自然狀態，或者

說，不是通過把人剝離了任何社會屬性之後，假定的一種赤裸裸的生命狀態，

因而其基本特點就不是神性和罪性的那種結合。」dm自出生伊始，農民進入了家

庭的懷抱，以家庭為中心來舒展生命，家庭既是度過人生的場所，也是實現生

命意義的地方。農民不需要如基督教徒一般，一生都要去接近上帝，在家庭之

外的宗教生活中探求生命的意義。

費爾巴哈（Ludwig A. Feuerbach）認為宗教從根本上講是應對人的死亡問題

而產生的dn，其實，死亡的困擾不在於它給人帶來恐懼感，而是在於死亡這個事

實會給「活」的過程造成無意義感。既然任何人都是終究一死的，那麼除了像動

物一樣維持生存的本能之外，人還有甚麼理由去追求本能欲望之外的東西呢？

人要從動物的狀態中解脫出來的根本出路是解決死亡的困擾。西方人最終找到

上帝那�去了，他們相信肉體死亡之後的靈魂「救贖」，上帝就成為「活」的動力

和價值源泉。

中國農民相信人死後有靈魂，卻不具有「救贖」意識。農民相信祖先的靈魂

同樣要參與家庭生活。在農民那�，死既是肉體形式的「活」的狀態的結束，又

是靈魂形式的「活」的狀態的開始。人死後卻又「活」了，脫離肉體的靈魂與子孫

一同分享家庭的財富和榮耀。在農民的生命觀中，人死後靈魂不是投身上帝的

懷抱，而是重新進入了家庭中。只要家庭能夠綿延不絕，死就是不可怕的，因

為這只不過是換一種存在方式而已。

至此，我們可以徹底理解，農民為何將家庭延續作為最重要的人生任務，

也可以理解傳宗接代的重要性了。「絕後」意味l「家」的鏈條的斷裂，意味死後

靈魂居無定所，只能變成「遊魂」，如同現實生活中的乞丐一般。這才是最可怕

的事情。「絕後」之人的死就意味l徹底消滅，象徵l靈魂找不到安置的地方，

這是真正意義上的「死」——不僅結束了肉體的存在狀態，而且改變了靈魂的存

在狀態。「絕後」造成了正常的「生」、「死」轉換環節的中斷，造成了上文所講的

「活」的無意義感。現實中那些「絕後」農民的「混日子」生活狀態證明了這一點。

中國農民相信人死後

有靈魂，卻不具有

「救贖」意識。農民相

信祖先的靈魂同樣要

參與家庭生活。在農

民那:，死既是肉體

形式的「活」的狀態的

結束，又是靈魂形式

的「活」的狀態的開

始。人死後卻又「活」

了，脫離肉體的靈魂

與子孫一同分享家庭

的財富和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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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學術論文 對於中國農民而言，死並非像基督教所說的那樣，期待從肉身的罪惡中解

救出來，並通過「驚險的一跳」，進入到至善至美的天堂之境。在農民那�，死

亡這個過程除了實現存在狀態轉換之外，並不存在超越和昇華的可能性。農

民死後，以靈魂的形式在家庭中繼續「過日子」，靈魂如同現世的人一樣，有

喜怒哀樂，有悲歡離合，甚至還要受陰司「官吏」的管轄。靈魂並不高於肉

體，由此可以理解，農民為何無法在超度靈魂的宗教行為中獲得生命崇高體

驗。正如楊懋春所指出，將農民的祭祖活動稱之為「祖先崇拜」是錯誤的do，因

為在中國人的觀念�，祖先靈魂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祖先也並非農民生命價

值之源。

中國農民活l不是為了實現在死後的世界�昇華，因為承載靈魂的陰間世

界不同於上帝棲息的彼岸世界，它不具有崇高性。這樣一來，農民就不需要將

現世的存在指向虛幻的彼岸世界。所謂儒家的「入世」性，表現在農民那�就

是，農民執著於以現世生活來實現生命價值和人生意義。農民實現人生意義的

方式，就是每時每刻地扮演家庭角色，從家庭中尋找行為動機。當他一輩子合

適地承擔了家庭責任，完成了每個階段的使命之後，在他的生命結束之時，亦

是人生圓滿之時。

農民瑣碎的日常行為放置到家庭生活的鏈條中後，每個行為就獲得了依據

和理由。這些源源不斷的行為，前後組合起來就構成了「過日子」的緩緩狀態。

帶l將日子過好這個基本動機，農民要遵守家庭倫理，要承擔自己在家庭中的

責任，要按照家庭在社會中的位置參與社會生活，要遵守社會規範，唯有如此

才能將日子過好。當日子過得不順暢時，農民就會在既有的生活規範的框架

下，調整自己的行為，爭取日子回歸到正常的軌道上去。這樣一來，瑣碎的日

常行為就被規制起來，農民生活就有條不紊地進行下去。農民在這個鏈條中選

擇自己的行為方式，一步一步地走完出生到死亡的人生過程。

農民每一個片刻的具體行動被放置到「過日子」的鏈條中時，就獲得了生活

動力與超越當下的意義。農民無時無刻不意識到，要努力生產來增加財富，要

安排好家庭生計，要撫育兒女，要為後人操心，要告慰先人⋯⋯歸結起來，就

是將日子過好。日子過好了，家庭才能夠綿延不絕，死後的靈魂才會有安置之

所，才能夠順利實現從生到死的轉換。如此，死亡就不可怕，生命有限性問題

就被化解了，也就不會被「終有一死」的問題所困擾。

我們常用「整合」一詞來描述宗教的本質，它包含了微觀與宏觀兩種內涵。

在微觀層面，韋伯的宗教社會學包含的根本問題是孤立的行動如何獲得意義，

他最終給出的答案是「救贖」dp。在此層面上，中國農民此刻的行動不是要指向死

後靈魂「救贖」的彼刻，此岸的生命也不是要投身於彼岸上帝那�，農民是將日

常行動放置在「過日子」中來獲得價值的。任何一個此刻的行動都與前後的行動

相呼應，相互成為手段和目的，日復一日便成為環環相扣之形狀，在此鏈條

中，每一個行為都是有價值的行動。

中國農民將孤立行動「整合」成為人生鏈條，化解韋伯提出的行動與目的，

以及事實和價值的問題。在結構層面上，作為行動主體的中國農民，不是棄絕

上帝後的「赤裸裸生命」，而是自始至終都被家庭所包裹的完整生命體。在此，

農民每一個片刻的具

體行動被放置到「過

日子」的鏈條中時，

就獲得了生活動力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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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日子」與圓滿 51
人生

我們就可以回應另外一個層面的「整合」問題，即涂爾幹（Émile Durkheim）宗教

社會學包含的孤獨個體與社會集體之間關係的命題。

在宏觀層面，涂爾幹認為宗教的本質是「集體意識的表達」，宗教的本體是

社會。在涂爾幹那�，宗教發揮了將具有理性的個體「整合」為社會集體的功

能，原子化個體與社會集體之間的張力是被非理性色彩的集體歡騰所化解，形

成了社會內核的「集體精神」dq。中國農民被家庭包裹的生命狀態，不具有面對上

帝的抽象普遍獨立人格，也不會產生原子化個體與社會集體之間的張力。農民

無論是生前還是死亡之後，都是作為家庭成員出現的，他的人格都是體現為家

庭角色的具體人格。農民按照家庭禮儀和家庭倫理來處理個人與家庭其他成員

的關係時，便順利地將個人「整合」在家庭中了。農民在「過日子」中，遵守家庭

倫理和村莊熟人社會的規範，就實現了個體與社區集體的「整合」。

對於中國農民而言，在上述兩種意義的「整合」過程中，家庭都是處於核心

地位的。農民孤立的行動被「整合」到家庭「過日子」的脈絡中獲得意義，農民孤

獨的個體生命被「整合」到家庭中，繼而參與到村莊社區生活中，完成了中國基

層社會單位的構建。農民的宗教生活是構建家庭無限綿延鏈條的一環，是連

接生與死的一環，宗教生活是服務於「過日子」的。因此，如果認為基督教徒是

「宗教的動物」，那麼農民則是「家庭的動物」，農民在家庭中實現了有限向無限

的轉換。

一般教徒要到現世之外的彼岸，肉身之外的靈魂，日常生活之外的宗教中

去實現人生圓滿；而「過日子」的中國農民，通過在現世中活l的狀態下的不懈

努力去延續和榮耀家庭，以此獲得生命的價值。這便產生了農民「過日子」的神

奇之處：將抽象的意義問題具體化，將超驗問題經驗化，將無限的問題有限

化。「有限與無限」間的衝突在「過日子」中得以化解，農民人生因之而圓滿，生

命也因之而昇華。

六　農民生活意義之變

至此，本文開頭提出的問題已經基本得到回答。上文l力描述的宗教生

活、生命意義與「過日子」三者之間奇妙關係的事實，支持了筆者關於中國農民

宗教獨特性的觀點。農民宗教活動依附於家庭「過日子」，為農民實現生命價值

編織了「意義網絡」，是實現農民人生圓滿不可或缺的一環。因此，我們應該站

在中國農民過好日子的立場來看待宗教生活的價值和變化。

在上文的研究中，主要是以傳統的民間宗教活動與農民生活的理想形態來

建立理論認識的。實際上，當前中國農村的經濟生產、社會結構、生活方式、

家庭結構等所有層面時刻都在發生變化，農民「過日子」的形式和內容都已不完

全等同於文中構建的理想形態。既有的研究已經提出：「中國農村發生了一場以

農民關於人生意義定義的變化為基礎的價值之變」dr，這構成當前中國農村社會

最為根本的方面的變化。宗教在現代社會中最終走向何方，是宗教社會學研究

的最重要問題之一。當前，中國農民生活條件和生活方式都發生了巨大的變

當前中國農村的經濟

生產、社會結構、生

活方式、家庭結構等

所有層面時刻都在發

生變化，農民「過日

子」的形式和內容都

已不完全等同於理想

形態。目前中國農村

呈現出來的整體趨勢

是，傳統農民宗教生

活正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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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學術論文 化，融入到「過日子」中的農民宗教生活也必然會發生變化。目前中國農村呈現

出來的整體趨勢是，傳統農民宗教生活正走向衰落。

經歷過近代以來的科學技術推廣和現代理性知識宣傳，以及歷次針對宗教

活動的政治運動之後，目前農民的宗教觀念愈來愈淡薄。當前還保留下來的宗

教活動與宗教儀式的宗教性質逐步退化，漸漸變為一種民俗活動。儘管農民依

然執行祭祖活動，但農民已經不太相信「鬼魂」的存在了，他們認為「人死如燈

滅」；在公共廟會活動中，絕大部分農民都是抱l「湊熱鬧」的態度參與。

當宗教活動變成一種空洞的儀式之後，「過日子」的圓滿體系就無法構建起

來。當農民不再相信靈魂存在後，死亡就是徹底「消失」，如同農民所言是「一了

百了」。這樣一來，上文描述的農民生命的鏈條就斷裂了——關於「死」的觀念發

生轉變，關於「生」的「意義網絡」就會發生變化。「生」與「死」的觀念是農民生命

觀的一體兩面，宗教生活衰落造成對「死」的解釋的變化，最後會帶來對「生」的

觀念的變化。既然死後不能以靈魂的方式進入家庭生活，那麼家的延續性就沒

有意義了，以此順l上文描述的邏輯鏈條反推過去，最後的結論是人生無法獲

得圓滿。

楊慶9在分析中國宗教變遷時說：「分散性宗教依賴於世俗制度的活力，為

其實際發展和存在提供基礎。當世俗制度被嚴重地削弱而無法滿足新形勢的需

求時，宗教因素可能會失去發揮作用的結構基礎。」ds民間宗教活動走向衰落的

根本原因是農民「過日子」的方式發生變化。當前，維持農民「過日子」的物質基

礎、構建家庭成員關係的道德倫理規範、確立村莊社區的邊界、維繫社會關係

的政治制度和法律法規等，都正在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賀雪峰將其概括為「治理

方式之變」、「基礎結構之變」和「價值體系之變」dt。

當農民「過日子」中的宗教成份消失後，綿延不絕的家庭就變成了社會學意

義上的核心家庭，家庭就不再具有「存在論意義」ek。閻雲翔發現中國近代以來歷

次社會變革指向的個人反抗祖蔭控制的目標，經過「私人生活的變革」似乎終於

實現了。但弔詭的是「走出祖蔭的個人似乎並沒有獲得真正獨立、自立、自主的

個性。恰恰相反，擺脫了傳統倫理束縛的個人往往表現出一種極端功利化的自

我中心取向，在一味伸張個人權利的同時拒絕履行自己的義務，在依靠他人支

持的情況下滿足自己的物質欲望」el。事實的確如此。當「過日子」中的宗教成份

消褪之後，農民的存在方式和價值鏈條就被打破了，孤立的日常行動喪失了意

義源泉，有限的生命無法面對死亡帶來的幻滅感，人除了依靠「物質欲望」的動

物本能生存之外，似乎無法找到更崇高的理由來支撐生命的存在。這將是關涉

中國社會發展的一個重大問題。

七　結論

本文的研究嘗試提出一套關於中國傳統農民宗教生活方式的理解框架。至

此，可以得出如下認識：首先，中國農民的宗教生活不具有本體性，宗教活動

是依附於農民日常生活的，農民執行的宗教行為所指向的超自然因素不具有崇

當「過日子」中的宗教

成份消褪之後，農民

的存在方式和價值鏈

條就被打破了，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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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性。因此，宗教生活不是農民人生意義和生命價值之源泉，農民是在日常生

活中實現其生命圓滿的。

其次，宗教活動、日常行動在家庭這個基本單位中糅合在一起，構成了極

具俗世色彩的農民「過日子」狀態。「過日子」不是空洞的時間流逝，而是由肩負

人生任務的個體在家庭內部舒展生命的過程。「過日子」中的宗教成份，順利地

化解了個體存在所面臨的死亡困擾，獨特的靈魂安置方式構造了家庭的綿延

性，奠定了生命存在基礎。

再次，家庭而非個體是中國農民宗教生活的基本單位，參與宗教生活的農

民不是建立了個體與神靈之間的關係，而是作為家庭成員執行宗教行為。在家

庭內部的祭祖活動和社區公共宗教活動中，農民的宗教資格，分別是由其家庭

成員角色和家庭在社區中的地位所賦予的。「家庭本位」造成中國農民並無獨立

的普遍性人格，農民生前死後都是以家庭成員和社區成員的身份存在的，農民

的人格首先表現為家庭角色和村莊熟人社會中的社會角色。

最後，農民宗教生活作為「過日子」的一部分，隨l整體社會變遷而發生變

化。基督教這一外來信仰方式並沒有從本質上改變農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面對當下的農民宗教生活之變，我們並不能抽出某個要素將其作為變遷的原

因。從根本上講，農民宗教生活之變與「過日子」方式之變化是一體的。當前正在

發生的農民宗教生活之變，意味l中國農民生命存在和人生圓滿方式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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