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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丧葬是人生必然经历的一个仪式。葬礼有着浓厚的文化意蕴，其背后隐藏着存在于中

国人心灵中的另一个世界的想象。本文以鄂西北一个普通的丧葬仪式为基础，分析了

葬礼的象征意义及其背后人们的行为和心理结构，考察了葬礼作为心理感受的仪式表

达，还从“亡灵”的角度探究了整个仪式所呈现的“生活结构的转换”。同时还从另

一个角度较深入地考察了丧葬仪式研究的新空间。

关 键 词：葬礼　象征秩序　结构转换　仪式表达

作者简介：黄健，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郑进，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

一、引言

葬礼是生命仪式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在一般国人的心目中，葬礼象征着一个生命的结束，但

又是另一个世界之旅的开始。目前关于丧葬的研究，基本上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从人类学

和民俗学的视野来描述丧葬仪式的过程和功能，并放在传统文化的语境或以现代性的角度来阐释它的

文化内涵。管博丽等人详细直白地记述了汉地农村葬礼的过程，并从功能的角度分析了葬礼对农村社

区整合的影响 ；1 余洋、曹媞等则专文对淮北农村地区的丧葬习俗、丧葬过程和丧葬变迁进行了考察，

认为丧葬礼仪让死者在生者中享有了尊严，有着慰藉亡者亲属、安慰亡灵、导向社区舆论、加强社区

团结的作用 ；2聂丹考察了黔西北地区农村葬礼的工具性功能 ；3彭兆荣则从瑶族“还盘王愿”的仪式出

发，研究了仪式背后的叙事方式和结构意义，重述了仪式的构造原型 ；4 齐月娜则研究了正式葬礼仪式

（国家在场）和非正式葬礼仪式（民间）的流程、功能、观念和变迁，认为葬礼仪式中的结构安排体现

了社会的结构安排 ；5 戴聪则以特纳和盖纳普的理论来分析汉族社会葬礼的过程。6 这些分析，基本上着

眼于葬礼仪式过程的描述，展示了各个地区城市和农村的丧葬仪式的面貌，或运用功能分析的方法，

或运用结构的分析方法对葬礼进行了阐释。从解释深度和对于仪式主体的理解上，这些研究给了我们

一定的启迪，但这类研究大多用力略逊，且雷同较多。不过，最近发表的《汉人的丧葬仪式 ：基于民

族志文本的评述》7一文，则系统全面的从民族志的角度对汉人丧葬仪式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具有较强的

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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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方面是以社会学的视角对葬礼进行研究，一般将丧葬仪式作为一个村庄社会结构和村庄政

治、村民关系研究的一个切面来进行讨论。丧葬作为一项活动和仪式，体现了一定的组织、权力和成

员的地位，同时也具有相应的工具性功能。面子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关于丧葬的一个重要词汇。丧葬仪

式说到底更多是展示给生者和后人看的，因此有很多面子因素融入其中。面子意识既使丧葬铺张浪

费，又体现了村庄社会阶层的划分。1 徐畅、董敬畏分析了近代中国村庄中互助活动对于葬礼举办的

重要作用和意义，并以关中为例做了具体的说明 ；2 张润军、刘红旭则探讨了葬礼互助中村庄精英发

挥的作用，特别是在传统规范较好的地方，传统精英在丧葬仪式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3 这一方

面的研究通常视村庄为主要的分析基础，研究丧葬中体现的村庄互助、村庄精英的作用和村庄的社会

分层等。

第三个方面是对少数民族丧葬仪式的研究，多以记述仪式的过程为叙事策略，以人类学中有关符

号、结构、象征的阐释方法对仪式中的事象进行阐释，展现一幅异文化的文本和他们的生活价值、意

义和世界图景。典型的例子有李云霞等对哈尼族葬礼的研究，如葬礼中体现的“舅权” 4及经济伦理 5，以

及葬礼中伦理教育的作用与传承 ；一些学者对布依族、壮族、瑶族、羌族丧葬仪式的研究，相当深刻

的解释了少数民族的葬礼所具有的特殊文化意蕴和伦理意义 ；6 褚建芳则深度描写了云南傣族村寨中葬

礼的全部过程和仪式，分析了丧葬仪式中人们的表现，认为这是现实等级秩序的再体现和强化，并分

析了葬礼中人与神佛的交流。7 这些最终都落到了对现实中人际关系之上。

目前对丧葬仪式的研究，包括对于少数民族葬礼的研究，更注重的是对葬礼文化的描述和分析，

对丧葬仪式与村庄社会关联的探讨，却较少从丧葬仪式本身去分析仪式内在蕴含的象征意义。本文试

图从这一方面作一些尝试。笔者基于对一个发生在鄂西北黄村葬礼仪式的研究，试图剖析葬礼所潜在

的象征意义与暗含的社会生活结构的转换。

二、 丧葬仪式的过程

黄村位于鄂西北，此次葬礼中死者为一男未婚青年，2009 年 9 月骑摩托车摔伤而逝。死者去世后，

在家族老人的坚持下，为其举行了传统的土葬仪式，葬礼从死者死后的第二天开始进行。

葬礼第一天，通知亲属，包括在外地的亲朋。死者在被洗净身体穿好衣服之后，放入棺材——“进

材”。棺材被放置在堂屋正中央的八仙桌上，棺材前端的八仙桌上空出一段来，放着通电的长明灯，还

有点燃着的香，死者的照片摆在正中央。桌子下面则是一个铁盆，烧着一张张对折了的由黄草纸做的

纸钱——当地称为“火钱”，是送给死者在阴间使用的。

第一天前来吊唁的基本上是村庄里的人和附近的亲戚。每来一人，坐在灵堂里的死者母亲和姑姑

们便会哭泣一阵，十分悲伤。来吊唁的人先烧纸，再看看死者，然后安慰下哭泣的亲人后便离开灵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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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大早，开始有亲朋前来吊丧。他们都带着爆竹和黄色的纸钱。爆竹由专人燃放，纸钱则会

抽出较少的部分在棺材前的铁盆中烧掉，余下的大部分堆放在一个专用的小房间里。吃罢早餐，来了

约 15 个本村的男人，是管事的长者派人去请来的。他们扛着锄头、镐、钎等工具，年纪大一点的则挑

着畚箕。他们被称为“大班子”，是来为死者下葬“打井”的——挖墓穴。死者的墓穴选择在其曾经居

住的老屋对面的一个小山岗上，靠近祖先的坟地，死者祖父认为这有利于祖先们在阴间照顾新的亡灵。

“大班子”聚到这个小山岗后，风水先生便走到大家围成的圆圈中间，利用墨斗、罗盘、铅笔等工

具确定了“打井”的位置。死者堂弟便按照风水先生的要求和指示“破土”。他站在两根木桩之间，面

向上方向的那根木桩，在上方向木桩下挖一锄头，接着退到两个木桩中间位置再挖一锄，最后在下方

向木桩旁挖了一锄头。这样，这块平地便被挖出了呈一线的三点。这三点一线，则确立了墓穴的中心

位置。这样“大班子”便可以开始挖穴了。这个原本平常的一小块土地就在此时开始有非均质性，成

了神圣在人间土地上的一个基点。1

是日下午，死者父亲和其他亲近者在管事长者指示下开始准备明天出殡所需要的东西。他们将各

位吊丧者带来的纸钱整理好，并在上面用一个特制的铁杵打上古钱币样的印记，这就是“火钱”，烧

成灰后将成为阴间所用之钱。当地人认为，纸钱上只有打上古钱币印记才能成为“钱”，否则不成为

“钱”，烧到阴间也不能用。接着，他们用一个瓶子做了一个柴油灯，称作“长明灯”。之后，找来一

副挑土的挑子——畚箕，一端放上纸钱、爆竹，一端放上长明灯和一些衣物。

第三天，便是“上山”出殡。 在当地丘陵地形中，死者往往都会埋葬在半山腰的地方，特别是被

认风水好的地方。一般阳宅家户所在地，都在山脚的小平地或河边略高的地方。这样，埋葬死者的地

方便在语境中成了“上山”。葬后第二日去送别死者和检查埋葬情况的行为，称为“复山”。早上四点，

送别的亲属和“大班子”所有人都聚齐，女人们开始大哭起来。在死者的母亲往棺材里放了 20 个一元

的硬币后，一位长者盖上了棺木，并用大钉钉好。已封好的棺材被绑上绳子，两边各穿入一根长长的

木杠，每根木杠一端两人，共八个人将棺木从灵堂抬出，放在房子外面已清理出来的空地上。此时，

一个约 60 岁的老者挑起了昨天已准备好的“挑子”，点亮了长明灯，并开始向空中撒纸钱。他的助手

燃放爆竹。“大班子”抬着棺材向“打井”的地方行进了，整个送葬队伍也开始动起来，他们包括风水

师、“大班子”、 父母、族里亲人，众人都跟在后面。女人们在送葬队伍里大声哭泣。

到达“打井”的地方后，“大班子”将棺材慢慢放在了打好的“井”的一边，女人们就在上方向的

木桩旁边蹲下来哭泣。年长的“引导者”和他的助手已经在下方向的木桩旁边停下来，并将挑子里的

所有纸钱取出堆放在木桩旁边。此时，风水先生取出各色的纸片抛向空中，然后指挥“大班子”把棺

材慢慢放入已打好的穴中，头朝上，脚朝下。然后按风水先生的指示，左右移动并调整方向，直到将

棺材的中线与两根木桩所确立的直线重合为止。整个放棺入穴的过程称为“下仕”。“下仕”完毕，当

“大班子”抽出木杠，退到外围时，风水先生让死者的妹妹抱着照片，站到下面木桩的位置，然后踩着

棺木朝下的那一端开始沿着棺木盖中心线往上走，走到上面木桩的位置时，由两边的人扶着她走上地

面。此时，风水先生从包里取出一包绿豆和糯米，一把一把地撒向大家站着的地方，并着重向“井”

中撒了两把。当地民间认为糯米和绿豆的混合物，具有驱邪的作用，它可以防“犯”——因日期选择

不对而造成魔鬼（当地主要认为是地马龙神）可能的袭扰。此时年长的引导者燃起了堆在旁边的纸钱，

炸起了爆竹。在火光和爆竹声中，“大班子”开始填土。女人们在人们的安慰下慢慢停止了哭泣，除了

“大班子”外，所有的人依次从来的山路返了回去。

下午，死者父亲要去坟上举行“烧要子”仪式，为亡灵在通往阴间的路上扫除各种孤魂野鬼、地

1  ［罗马尼亚］米尔恰·伊利亚德 ：《神圣与世俗》，王建光译，华夏出版社，2002 年，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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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龙神的骚扰和非难，突出它们的围堵，以顺利的进入阴间固定的位置。“要子”是用稻草拧成的一个

长条，烧起来烟很大，一共要烧三条。然后，给长明灯添加些油，扶正灯芯，使其更亮一些。

第四天“复山”。在早上五点左右，死者父亲来到坟地先将纸钱包拆开，折叠一些纸钱堆放在用

昨天烧过的灰烬撒成的圆圈里，圆圈在正对着坟堆方向处留一个缺口，将爆竹裹在其中，堆上纸钱点

燃。接着，将几盒爆竹打开并绕着新坟摆开形成一个圆圈，把爆竹条首尾接好后点燃。其他人也点燃

爆竹，沿着新坟这个圈爆炸，直到全部炸完为止。接着，他们将带来的一口大锅打开，里面装着粉条

汤，然后从袋子里拿出好多蒸好的馒头。长者将食物分给在场的每个人，然后向地上撒些馒头、撒些

酒。这就是死者和亲人们一起吃的最后一餐了。这第四天的仪式，称为“复山”。

“复山”之后，死者一家的布置便又恢复到以前的样子。到 35 天时，烧掉死者的灵位和其他的东

西，称为“烧五七”。“烧五七”时，死者父亲已经找人用彩纸做了一个房子和车子等东西，然后将一

只公鸡的脖子割开，用手指蘸上鸡血，点在冥币和黄草纸上，并将鸡血在地上撒成留有一个缺口的圈，

再将那些纸做的车子、房子和冥币、黄草纸放在鸡血圈中一起烧掉。鸡血和打在黄草纸上的古钱币印

记，具有独特的标记作用，表明这些东西是阴间通用的，且属于亡灵。

从上述整个葬礼的简要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生者在仪式中对死者在另一个世界中的“生活”安

排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以自己观念中感受到的或传统经验的方式对“另一个世界”死者的生活

进行了铺垫。

三、 两个世界：象征表达与时空重置

上述葬仪中的“烧要子”，在当地具有特殊的意义。关于“烧要子”，当地人有这样的传说 ：三国

时期关羽在一次征战之中被困于一个山坡，多次突围不成，后来有人献上计谋，用三大捆稻草编成三

根长要子，点燃之后因为烟大而迷惑了敌军士兵的眼睛，最终突围成功。这就意味着 “烧要子”可以产

生一种力量，可以帮助自己突出重围或克服困难。在葬礼之中，“烧要子”则同样有着这样的意义。烧

要子要烧掉三根，从而才能产生足够的烟来迷惑孤魂野鬼，帮助新的亡灵逃脱他们的纠缠。这里起作

用的是烟，因为燃烧而产生的烟是实实在在的，是活着的人可以感知到的。连接传说所具有的神力和

现实运用的则是烟和火及稻草要子等关键表意物象——它们不在一个时代，却因情景的相似性和作为意

象的物象的共通性而联系了起来。

象征是仪式的一种主要特征，考察仪式必然考察象征。但诸多关于仪式象征的考察中，却很少回

答为何仪式的象征竟是如此地不同。这种差异不仅表现在不同的仪式有不同的象征意义上，更表现在

同一个仪式中的不同行为竟有着十分不同的象征方式和结构。

从上面关于仪式的叙述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象征中对于时空的打乱和重置。一个人的死，代表

着他告别了人世的生活，并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而他留存在人间的社会关系并没有因为人的死而完

全消失。这种社会关系背后，有一种浓浓的情感交融。生者有帮助亡人在另一个世界里过好生活的责

任和义务。葬礼的一系列行为都表达了这种情感和责任。在这些行为中，象征的表达成了主要的方式。

“烧要子”、安置在祖先坟茔附近、撒绿豆糯米等，都是一种传统行为的表现，而烧纸做的房子、车子

等，则是对现实生活的表现。我们深入地考察这些行为，发现在事关引导亡灵并保佑亡灵平安过渡到

另一个世界落脚的方面，多采取了传统的象征手法 ；准确地说，是以过去的东西作为表达意象——即传

统意象——来达到象征的目的。而在帮助亡灵在另一个世界里生活得更好时，则更多的是使用现代意

象。这一简单地分类，有利于帮助我们理解人们使用象征手法时暗含的心理结构。

为何在过渡的时候多采用过去的意象作为象征表达的载体，这需要我们考察葬礼的渊源。自古以

来，华夏祖先就意识到了人与自然的变化具有某些同一性。在生产生活中不断地实践的经验表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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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的经验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一方面崇拜天地，另一方面崇拜祖先。而现实生活诸多限制则使

得生活经验的传承尤为重要，对于传统和经验的崇拜也逐渐沿袭下来。在诸多的仪式中，往往具有仿

古的特征，且仿古常常选择仿照传说中的古代生活、事迹和神话等等，还有对与国家政治体制的模仿 1。

作为一种模仿，仪式同时也表达了仪式主体对于古老历史和权威体制的膜拜。而经历了时间沉淀的故

事和文化，往往具有神秘的力量。正是这种对神秘力量的尊崇，使得传统意象的象征意义被加强。在

不断使用象征的过程中，其象征意义所具有的神秘力量也在不断加强。亡灵通过阴阳两界到达另一个

世界而立足尚未稳固之时，往往在人们看来是一个混乱和危险的阶段，需要具有更加强大的力量象征

来传递对亡灵的有力支持。在葬礼中对这一过程，更多的使用传统意象，这样一种象征方式的背后，

实际上既是生者对初临另一个世界的亡人可能遭遇的境遇的认识和表达，也是生者致力于帮助亡灵度

过这一混乱和危险的阶段的竭诚努力和诚挚之情的表达。

亡灵一旦立足，虽是在另一个世界，但在人们看来他同样需要过生活。此时，亡灵已经度过了混

乱和危险的阶段，但还需要阳间继续给予和帮助。这种给予和帮助，同样也是亲人对于亡人的情感的

真切表达——在亲人看来，亡人仍然还活在他们心中。在爱、敬畏、崇拜等情感的综合支配下，人们会

不断地对亡灵给予帮助——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牺牲和奉献。回到我们看到的现代意义的象征表

达，对于生活的期待，就在这类表达中清晰地展现出来。在生人的观念中，亡灵的生活同样不是一成

不变的，而是随着阳世时间的推移也在不断地更新。现实中的人，特别是在农村，更喜欢稳定有序并

稳步向前发展的生活形态。这种建立在小农生活现实性基础上的现实生活态度使得他们在对待亡灵生

活的想象时，也自然按照他们的态度和方式来加以表达。烧掉纸做的车子、房子无疑就是这样一种表

达的具体形式。生者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和希望亡灵同样过上美好生活的想法，就通过这些现代符号的

象征意义表达出来。一个彼岸世界在当下呈现，而当下世界则在彼岸世界中得到了仿造和改进。活在

当下的生者利用这些过去的和现代的各种意象作为基础，以象征的手法，糅合了生活世界的过去、现

在和未来，形成了一个“彼岸的当下生活样式”，并整体性地呈献给了在“另一个世界”过生活的亡

灵。当整体性地看待各种象征表达时，我们就能明白使用象征表达的主体对“阴阳”两个世界的认识，

以及能动地对跨越两个生活世界并对其进行干预时背后的心理结构。

四、 生与死：结构的转换

简单地看，葬礼的举行标志着一个人死了，即生命在此终结。但在生者的心灵中，却不能很快的意

识到死的真实含义——死者从人世间原有社会结构中消失。丧葬仪式既是在为死者举行告别礼，同时作为

一种反观，也是在不断地告诉生者“死”的真实性——死者在另一个世界生活结构的建构的开始。

亲人的“死”，对于生者来讲是难以接受的，他们更倾向于在心中认为死者依然活着。葬礼的仪

式性行为，就是在不断地重复向生者表明死者已去，这是葬礼所具有的一种“心理感受的仪式性表达”

的功能。这种功能同样也存在于其他仪式之中，通过仪式来使仪式的主体或参与者深深地感受到一种

不同于平常生活的东西，而这种反常起到了反观与强化的作用，让生者在心理上慢慢承认并接受死亡

的事实。这是葬礼的一种社会心理的功能。

同时，葬礼仪式也是在告慰生者 ：死者已逝，应当努力过好自己的生活。但这只是告慰的一个

层面 ；在一个层面，葬礼塑造出一种关于另一个世界的想象。这另一个世界的想象是综合直观经验之

上先天地存在于人的大脑观念之中的，但通过葬礼中仪式性的行为，不停地强化、重塑并具体化了这

种观念。通过仪式，这种观念获得了一种直观经验的存在，并通过人的认识能力而逐渐成为一种知

1  ［英］王斯福 ：《帝国的隐喻 ：中国民间宗教》，赵旭东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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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必然的存在。在这里，仪式的作用就是赋予另一个世界的想象的必然性，使得仪式主体认为另

一个世界确实存在，亡灵也确定可以前往并且同样需要生存于其中，有亡者的阳世结构向阴世结构过

渡、转变。这无疑在心灵深处是一种有效的告慰——他让生者另一个层面认识到亡者只是转换了另一

个生活世界，而并非全然从世界消失。而这两个世界的转换，实际上也是区分生与死的过程。生与死，

在仪式中得到了区分。但也正是仪式，使得生与死又具有了转化的可能性，因为在仪式中，另一个世

界成为真实的。

以上从生者的角度考察了仪式的一种作用和意义，下面将从亡灵的角度观察仪式的结构转换的功

能意义。

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先验中关于另一个世界观念因在仪式中得到了感知的内容而具有了某

种真实性，并成为人们的信念意识。因此，人死之后，生者就要将亡人安稳地送到另一个世界，并在

以后的生活中与其保持联系。亡灵在穿梭两个世界时必然会有一个危险与混乱的阶段，在上面关于仪

式的叙述中可以看到，死者父亲去坟上举行“烧要子”仪式，为亡灵在通往阴间的路上扫除各种孤魂

野鬼、地马龙神的骚扰和非难，突出它们的围堵，以顺利的进入阴间固定的位置。倘若用特纳 1 关于仪

式过程的理论来讲，则这就是阈限的过程。但是，我们需要看到，特纳关于阈限的论证，是放在仪式

中所有参加仪式的现实的人之间进行的，它更多的是一种社会关系中的讨论。而我们从亡灵自身来看，

则可以考察另外一种结构的变动。

我们在上述仪式过程叙述中看到的是一个人从阳间进入到阴间的完整过程，虽然通过诸多仪式

行为可以知道这之间存在着一个混乱的过渡阶段，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来考察仪式中隐藏的另一种结

构——生活结构——从阳世到阴间的转换。

当地人们相信，人死了但是灵还在。正因为人之死，灵才得以独立出来并成为人们观念中一种先

验的存在。这种存在在诸多仪式行为和生活行为中不断地补充了质料，因而具有了某种真实性。在这

样的情况下，加上人的情感的绵延性，使得亡人的生活在阳间亲人的帮助下从阳间转换到了阴间——

一个区别于人间的世界——具有了必然性和实践性。亡灵要继续生活，并从阳世生活转换到另一个具

有更大不确定性的世界生活中去，就需要仪式的帮助。而葬礼仪式，就是生者在这个转换过程中为亡

灵做出的最重要的支持和帮助。

因此，从死者（亡灵）的角度看，其生命和生活的转化可以分为这样几个阶段。

现实结构→死亡→葬礼→跨越→再生结构

现实结构是指死者生前所具有的生活样式。这种生活样式是生活中各个组成部分形成的关联形式。

这种生活样式在葬礼中往往通过哭辞的叙述得以回顾。哭辞在这里除了营造气氛和表达悲伤之外，就

具有了一种隐含的意义——重诉生活。而死亡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即肉身不再具有活力，而走向消亡。

作为生命终结的死亡，打破了现实结构，使原来的生活样式遭到了彻底的打击，现世生活即此中断。

举行葬礼是有着亲缘和其他社会关系的生者为死者做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努力性的表达。为了向必然

的另一个世界顺利地过渡，生者的努力往往是为其在“路”上扫清障碍、为其在“那边”准备生活的

基础，这些在上面已有详细记述和分析。在葬礼中，生者通过各种现世的意象作为表达符号，形式性

地为亡灵做好了各种准备和帮助。而“跨越”即从生到死，从亡人到亡灵的过程，这个根本性的转变

在葬礼中完成。这种跨越，不仅表明作为生物体的人今后不再存在，而且阳世亲人的观念中也得到了

确认。这是一种具有根本性的变换。葬礼的所有象征努力都是服务于此的。经过“跨越”，即达到一种

1  ［英］维克多·特纳 ：《仪式过程 ：结构与反结构》，黄剑波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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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再生结构”，跨越了两个世界界线的亡人成为真正的亡灵，所有人的具体形态都化作虚无。亡

灵从阳世退出而正式进入阴世的社会结构之中，葬礼中生者的各种努力，已经通过烧纸钱、炸鞭炮以

及其他形式表达转化到了另一个世界。并且，生者的努力往往是以糅合多种意象为基础来再造亡灵在

另一个世界中的生活样式，这种生活样式同时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性打破，从而综合到一个现

在——另一个世界的现在，呈现给亡灵。这些努力也是生者想象和观念结构的呈现。至此，一个结构

的转换基本完成，后续的都是对再生结构的修补和调整，是日后亡灵和生者以某种形式的交流来达成

的，有如许烺光指出的，人们通过各种祭祀仪式等来与死者（祖先）交流。1

这样一种结构的转换，是从亡灵角度整体性地考察整个仪式以及贯穿于仪式中的两个世界的观念

和灵观念的结果。仪式作为一个整体，它是多面的综合体。我们从死者的角度可以看到，作为死者的

生活样式在仪式中完成了一个从现实到另一个世界“现实”的转换过程。

须特别指出的是，这里所使用的“结构”的意义是指生活各个部分和元素在时空关联中的形式，

并非一般意义上所理解的在“等级”、“层次”意义上的“结构”。一种生活结构，其主体内容就是生

活样式，即生活各个元素和部分关联的形式 ；而在仪式的转换中使用结构，主要意义在于突出了生活

中各个部分和元素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关联，以及这种关联形式伴随“生与死”、“阳与阴”的转化，它

们在丧葬仪式中完成了一个整体性的对应的转换。正是这样一种转换，将生活世界与另一个世界对应

并关联了起来，让一种虚幻的世界观念在现实中得到了表象，同时也让生者能够通过某种合适的方式

和另一个世界的亲人沟通交流并祈求保佑。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对生命的绵延，对生活世界的再造，

从而将一个人平凡的生命和无限的生活世界关联起来，在减少阳世生活结构的一份复杂性的同时增添

阴世生活结构的一份复杂性，并赋予其无限延展的属性。由此完成了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即克服对

死——一切都消失得一无所有——的恐惧。在这个过程中，生可以得到继续，死可以以另外一种方式

生，生活世界得以继续，并保持“恒量”的状态。丧葬仪式所表达的结构转换，正是完成了这样一个

世界的转换，也同时完成了意义的无限扩展和延伸。因而，它在民间仪式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虽

然并不总是显现出它关联的巨大意义世界和结构空间。

五、余论

在葬礼中关键时空位置的选择是由风水先生来完成的。在乡村社会，风水先生角色，其实是为一

般人提供超越意义的，人们获得的最终意义都是通过风水先生来得到确认的。而这个角色的存在，在

指导整个仪式过程的进行同时，也指导了人们将观念中的世界表达成行为的过程，从而构成一个完整

的仪式过程。

整个葬礼仪式——从亡灵在生者观念中存在的形式变化的角度来讲——完成了一个结构的转换，

即从现实的生活结构到彼岸“另一个世界”的结构转换。这个结构，是指生活各个部分和元素在时空

中关联的形式。葬礼仪式中结构的转换，是指这种元素在时空中关联形式的转换。本文的研究，不是

在一般文化实践的意义上来研究葬礼，而是从人们观念中的世界形式的角度开始，对人们关于两个世

界的区分和想象，以及葬礼仪式在两个世界的转换和过渡所起到的象征意义进行了探索，并深入人们

的观念和心灵世界中理解葬礼仪式背后的象征和结构，或许能为我们扩展理解其他仪式并寻找新的理

解仪式的进路提供了可能。

（责任编辑　张　羽）

1  许烺光 ：《祖荫下 ：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王芃、徐隆德译，台北 ：南天书局，2001 年，第 143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