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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国内仪式研究现状综述

刘卫英，姜娜
(大连大学人文学部，辽宁大连116622；大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所．辽宁大连116622)

摘 要：仪式是诸多文化现象的承栽体。近十年来国内研究者分别从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

不同视角进行建设性探究。1．关于仪式与信仰的基本理论研究。(1)仪式的界定及仪式功能的探讨。大致有

两个方向：一是对古典神话和仪式的诠释；二是对仪式的宗教渊源和社会行为的探讨。(2)自然崇拜、祈福禳

灾等巫术信仰文化的研究。2．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仪式研究。(1)仪式对文学作品生成的影响研究；(2)对作品

文本中仪式描写的研究。3．民间仪式及民俗信仰的研究。(1)民俗信仰仪式的理论关照；(2)民间仪式与地方民

俗传统的田野调查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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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式作为社会生活中一种最直观、最生动、又

最具规范性和操作性的行为，是诸多文化现象的承

载体。国内致力于仪式的研究者甚众．分别从文化

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等不同视角得出了诸多

具有建设性的成果。受西方理论影响．研究者更多

地关注对文学作品深层的“仪式化”内涵的探讨。美

国人类学家克利夫德·格尔茨将仪式称作一种“文

化表演”。【1】131这些举手投足的动作其实蕴涵着仪式

表演者、参与者以及受众们所持有的文化观念，可

通过周而复始的举行来维持-f,t,共同的情感．进一

步巩固那些共同的价值和目标。仪式是思想的外

壳，立足于前入学者多方面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从

文艺民俗学角度对文学作品中的仪式进行仔细分

析和观察，应当说可以见出新意，在此，首先需理顺

一下与此课题相关的国内外理论研究现状。

一、关于仪式与信仰的基本理论研究

1．仪式的界定及仪式功能的探讨

仪式作为最能体现人类本质特征的行为表述

与符号表述，一直处于人类学研究的中心位置。相

关文献颇为庞杂。其研究取向大致沿着这样两个方

向前进：其一，对古典神话和仪式的诠释。主要受古

典进化论的影响，早期的进化论学派是将仪式放在

文化的原初形态以建立一个历时性文化时态的建

构机制。以泰勒、斯宾塞、弗雷泽等学者为代表。其

二．对仪式的宗教渊源和社会行为的探讨。仪式～

直被视为特定的宗教行为和社会实践。学者们对宗

教化的仪式在社会总体结构和社会组织中的指示

功能进行探索，之后逐渐趋向于把仪式作为具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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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行为来分析，进而考察它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

和作用，例如涂尔干、莫斯等。此后的人类学仪式研

究趋向于研究仪式的功能性、物质化、技术化、符号

化，特别是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人类学功能学

派和以博厄斯为代表的历史学派的研究。国内学者

在仪式的基础研究上也取得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成

果，李育红、杨永燕通过仪式的界定、分类以及功能

的阐述三个方面，阐释了仪式研究的基本走向，提

出仪式变迁正是社会变迁的影像。社会变迁正是这

种影像的本质与内涵。121罗惠翱选取宗教仪式为关

注点，通过人类学意义上的解读，总结仪式的社会

功用，她认为仪式为信仰者确立了何者为真，何者

为善的价值体系，使一个群体或一个社会具有共同

的价值观，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pl丁宏从麦加城朝

觐仪式中伊斯兰教有关朝觐的教义出发．通过研究

朝觐者的心理和感受，来探讨仪式的社会功用及意

义。提出了仪式的现代政治意义及其在增强民族凝

聚力上所起的作用。14J王霄冰以“文化记忆论”阐释

和探讨了社会学人类学等门类在仪式上的研究成

果，认为仪式是文化记忆的外化形式，151为仪式的研

究打开了一个新的方向。陈元贵在主张仪式与艺术

共生的前提下，将“尺度”理解为“审美尺度”，认为

它既可指艺术品在形象制作方面的规范或传统，也

可指人内在的评判标准，他研究了艺术与仪式之间

的关系，仪式与主体的复杂性及其与审美尺度的主

体之间的关系。文化语境对仪式审美的影响等问

题，最终论述了审美尺度与文化交流之间的联系。嘲

2．关于自然崇拜、祈福禳灾等巫术信仰文化的

研究

原始社会具有非常浓厚的自然崇拜意识，可以

视作自然界中的人类在自然现象面前选择建立的

一种原始宗教。与之相关的各种祈福禳灾、巫术文

化等信仰文化，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张文安《中

国古代自然崇拜与自然神话的历史考察》提出，与

西方相比：“中国古代自然崇拜的宗教情绪比较平

淡，自然神的人格化进程相当缓慢，更多的体现出

一种现实主义文化精神”。ff]单纯则给出了更为情感

化的结论：“中国传统文化对宇宙形成的看法是‘自

生论’的．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界为一生生不息的有

机系统．人与自然万物有亲和关系。自然大化流行

的生命里有崇高的人文启示，即自强不息与厚德载

物。中国入在对大自然的崇拜中既满足了安身立命

的精神祈求。又不妨碍他们对自然奥秘的探索。在

他们崇拜自然的信仰体系里，既有哲学的理性同时

也不乏宗教的情怀。”嘲范长风和刘捷对《山经》里的

神异动物进行了编码研究，他们认为，面对频繁水

旱之灾、个体的身心疾病和战乱兵燹，原始先民采

取了仪式的手段、民俗规范和巫医技术去缓解生态

压力、社会动荡，治疗身心疾病，他们眼中的山川河

流、神异动植物和山神祠礼不是无关紧要的附带现

象。而是古代乡村社会应对生态压力、身体疾病和

社会战乱的隐喻以及超越隐喻的人本思想和生态

行为。191

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仪式表现研究

1．仪式对文学作品生成的影响研究

韩高年《颂为『义式叙述说》中提出《诗经》中的

颂体诗是上古祭祀仪式的产物，ool后又通过将近代

以前对诗艺孕育这一诗学命题的思考理论进一步

明晰化，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仪式展演对诗艺的孕育

功能，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颂诗的重点在其礼仪

之用。而不在其歌辞。[nj在对中国文学另一重要源头

的上古神话的研究上，韩高年提出夸父逐日神话中

的“入日”是关于太阳崇拜的祭祀仪式，夸父之“杖”

及由此变化而成之“邓林”，则是用以观测日影的

“圭表”的一个神圣化，1121直接将神话传说与祭祀仪

式相关联。

论者还指出，汉代辟邪习俗非常兴盛。形式多

样，尤其是大傩活动，先民模仿图腾动物的动作、声

音或戴上图腾面具进行各种仪式。汉赋对此记载颇

为详细。可以说，在题材表现领域，汉赋深受汉代辟

邪习俗的影响。113]王真彦通过对现存的江西、安徽等

地傩戏的研究，提出傩是一种以佩戴面具为特征。

以驱鬼、逐疫、拔攘为目的的仪式。考察了傩仪式从

先秦至明清的衍变过程，分析了傩仪式的特点。并

再次阐释了仪式和神话对中国戏剧发生的意义。114】

李听潮则重申以《洛神赋》为代表的美人幻梦型文

学的最初来源就是史前的交感巫术和圣婚仪式。llS"J

2．对作品文本中仪式描写的研究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叙事

文学的重要源头之一，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高度仪

式化的社会，《诗经》里的史诗颂歌等作品记载了有

周一带先民生活中的祭祀祈福等众多仪式过程。杨

树帆通过对《诗经》作品中众多的花草比兴，采草祭

祀等仪式习俗的分析，提出花草与婚恋、祭神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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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相关性，进而探讨采花采草习俗与原始先民

花草崇拜的关系．主要是女性以性献身的祭神仪

式。I-6l张树国和梁爱东则关注了《诗经》仪式的功能

性研究，他们依据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对诸种乐歌

形态做了细致的分析，认为《诗经》的编排明显受到

典礼仪式的影响，通过仪式，人们将历史知识和经

验有效地传达下去，同时又借助仪式重申社会的基

本价值观念，仪式将宗教的神圣性与伦理的世俗性

有机地统一在了一起。【17J同样在仪式功用论上，黄松

毅则选取了西南少数民族史诗作为研究的参照，进

行《诗经》的史诗与少数民族史诗的比较研究，以此

重新审视《诗经》史诗的形态，讨论它的仪式功能。

他认为《诗经》史诗本是仪式中的诗歌，它的仪式功

能由早期的简单仪式叙述逐渐发展为后期的陈戒、

颂美。I协】崔世俊在《(九歌)与巫术祭祀仪式》中，分别

探讨了《九歌》各篇不同的祭祀对象以及仪式的各

个部分．总结道“楚人祭祀祖先的目的在于向神灵

祈福，希望能得到祖先神灵的保护。同时通过举行

祭祀仪式，将个人更好的纳入社会秩序之中，客观

上可以起到整和社会，加强部族团结的作用，有利

于社会的稳定”，旧而《九歌》就记录了这种原始的楚

地巫文化。

戏剧的起源与原始宗教仪式有很大的关系，特

别是那些述说神的故事或图腾祖先及氏族历史的

舞蹈，往往就是原始的戏剧。120!山西北部民间流传至

今的祭祀仪式剧《斩旱魃》，从内容到表演形式上都

有浓厚的原始的雩祭意识，囊括了祭祖、祈福、禳灾

等多重文化内蕴。刚同样瞩目于戏剧个案，翁敏华分

析了元杂剧《桃花女》里的“桃木辟邪”意象及剧作

中一系列相关的民俗仪式叙事，认为戏剧有效地表

现了丰富多彩的民俗生活和深厚的民俗文艺内涵。阎

明清时期的叙事文学作品中对仪式的描写涉

及较多，相关研究成果却相对鲜见，孟凡玉分析整

理了《红楼梦》中的仪式音乐描写，包括祭祖仪式音

乐、驱邪仪式音乐、丧葬仪式音乐、庆典仪式音乐等

多个方面，将文本中的仪式描写与中国古代流传下

来的文化习俗相联系，探讨仪式背后的信仰文化内

蕴。123]同样是《红楼梦》研究．刘海丽将仪式理论与文

学叙事结合起来，总结出通过仪式、超自然能力仪

式、丧葬仪式、替罪羊仪式、祭祀仪式等5种，涉及

到了传统文化中的方方面面，提出对宗教及信仰文

化的具象展现特质，是文学人类学理论应用的成果

之一。剐潘万木在对《水浒传》文本分析的基础之上，

集中论述了民间性的“聚义”仪式叙事和官方性的

“忠义”仪式叙事两个方面，认为正是这两方面的仪

式叙事表现出了小说的深层意蕴，“聚义”仪式表达

的民间凝聚性追求的是物质层面的生存，“忠义”仪

式体现的官方规制性和意义肯定追求的是精神层

面的生存，将关注点放在了仪式参与者和受众上。湖

在对《金瓶梅》小说的研究上，潘万木又提出了对传

统仪式信仰的颠覆，他认为在《金瓶梅》仪式诸如求

神拜佛、祭祀祷祝、出生死亡、生日寿辰、婚庆节庆

等相关叙事中，作者对父子、夫妇、兄弟、姐妹、主仆

乃至神灵的信仰进行了“反讽”或“戏拟”式的摹画。

完全颠覆了传统仪式的内涵，从反面说明了身不修

则家不齐，以致国不治、天下不平的观念。【261康保成

藉由《西游记》主人公之一沙和尚的骷髅项链，总结

出了一个由原始部族的头颅崇拜到密宗仪式的发

展史，而项链本身则是一个原始信仲和宗教文化交

叉作用下的产物。I韧

三、民间仪式及民俗信仰的研究

1．民俗信仲仪式的理论关照

民间信仰现象广泛而深刻地存在于中国民众

的日常生活之中，积淀成中国人一些独特的思维方

式、价值观念和心理状态，构成中国民间的信仰文

化。民间信仰文化具有多种形式，郑晓江选取了辟

邪文化进行了相关研究。提出辟邪文化是人们通过

忌避、祭祀、祈祷、祝颂、特异的行为方式达到消灾

避祸、驱魔逐邪、求吉祈福的一种独特的生存智慧

和生存模式。他从佛道两教的辟邪文化出发，探索

民间辟邪的手段、目的、仪式等相关文化元素，总结

出了心理转换律、邀宠律、移易律、正克邪律等普遍

规律。阁万晋以唐代端午节作为个案，进行了仪式传

说与民众心态的研究，他认为由于特殊的时代地域

特征，唐代是流传至今的端午习俗的定型时期，他

分析了采药、赠扇、悬艾、系百索及龙舟竞渡等节日

风习和相关传说故事的流变，从而发现了民众的节

日心态层面所发生的变化——从较早时期单纯的、

无比虔诚的避灾禳祸、祈福消灾，到后世逐渐走向

一定规模的公共娱乐。129]在神话学史上曾有一个重

要的神话——仪式学派，这个学派是在文化进化论

影响下，针对表达艺术自身的进化，提出神话的起

源和发展问题，对民俗学、人类学、文学等都造成了

一定影响。孟慧英在《神话——仪式学派的发生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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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一文中论述了神话——仪式学派的发生和发

展，该学派的代表性人物和理论特点，并说明了它

的学术影响及其局限性，神话、巫术仪式都属于人

类早期阶段代表性的文化工具，而神话作为解释的

根据建立在仪式之上。1301杨利慧则对神话——仪式

学派进行了反思和检讨，通过探讨民间庙会在近20

年来复兴的过程中。为谋求更充分的合法性而对神

话或者神话要素进行解构和重构，认为神话与仪式

的联系并非机械不变，实际上双方都处在不断变迁

和重建的过程中。所以其关系应当在“动态的互动

过程”中予以考察；神话的解构和重构是各地庙会

谋求合法性的策略之一，其方式多种多样；“民间”

并非一个均质的整体；追求政治合法性的过程，主

要只是民间精英与官方政策之间的对话、协商与较

量。p”杨丹妮以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和里三王宫庙

会为个案，着霞探讨神话传说——仪式叙事的过程

中三王父子的英雄形象与其事迹是如何被侗族民

众集体想象与建构的，她提出，三王信仰仪式的实

践与民众口头广为传承的神话传说的相伴相生使

当地百姓加强了对夜郎文化的认知，提供了对夜郎

族性认同与族群记忆的依据。[321

2．民间仪式与地方民俗传统的田野调查与研究

民俗信仰研究更多的以田野调查的形态出现，

赵洋系统地考察了羌族的祭祀仪式。将祭祀仪式分

为全寨性祭祀仪式、家庭祭祀仪式、丧葬祭祀仪式

三类。通过对仪式中审美意识的内涵进行详细地分

析，归结出朴素美、崇高美、神秘美三种美学形态，

他认为羌族祭祀仪式的审美思维保留了大量的原

始思维、神话思维的因子，这使得羌族祭祀仪式的

审美思维具有了文化上的母体意义。保留了羌族原

始的宇宙观、生命观、价值观。1331陈文佩、何文钜、何

文钊选取了广西南部汉族、壮族人民在过岭头节时

举行的主要仪式“跳岭头”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该仪

式的起源及过程的探索研究，挖掘其内在的文化内

涵，他们认为桂南“跳岭头”仪式属于民间宗教礼

俗，融儒、道、释三教和当地原始宗教于一体，与中

国民间宗教的基本功能相一致，与当地人们的心理

需求是分不开的．反映了人们驱邪引福、趋利避害

的安全诉求，具有功利性。f列张月琴研究的是大同北

部长城沿线村落中每逢旱季上演的祈雨仪式．这种

仪式的规模在大多数时候超出了一个村落的范围．

是在长城沿线城堡带动下的几个甚至十几个村落

的集体行动。长城沿线城堡作为地区文化q，,t5的地

位，也在仪式中凸显出来。城堡在仪式中不仅是参

与者，而且承担着组织者、规范者和主祭者的重任。

祈雨仪式犹如活化石，是地方性知识场景的集中．

村民们用它表达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同

时，祈雨仪式也是一个权力的舞台。祈雨组织内部

大量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通过仪式得

到集中展现。1351薛艺兵、高舒则对江苏南通地区传统

仪式艺人“童子”及其消灾仪式进行了从宏观到个

案的描述与分析，从中提出南通“童子”即古代“巫”

之孑遗，而“秉烛添寿”仪程实为古代祭“尸”(早期

以儿童之身代表神像)遗续等观点。1361彭兆荣以瑶族

的“还盘王愿”祭祀仪式为例，借用人类学仪式理

论、现象学问距理论等对瑶族仪式文本的叙事进行

分析。他认为族源性纪念和祖先祭祀仪式不仅是一

个民族表述和传承的“原生形式”。而且具有与众不

同的践行活动．[371在祭祀仪式中，祭师的身体和身体

表达使仪式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获得了特殊的意

义。

作为社会生活与诸多文化现象载体的仪式，其

研究意义非常重大，而且属于多学科、理论与实践

(田野作业等)并行共进的研究。由上可见，进入2l

世纪后的10年，国内关于仪式的研究引起了较多

的重视，取得了一些相应的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

但也有一些发展中的不足。因为范围较宽．覆盖面

大，材料分布复杂，一是对于民国时代早期学者研

究的借鉴总结不足，与境外、国外学者相关研究的

接轨不足：二是对于本学科的学术史创获总结归纳

不足，一些新发表的论作实际上是在复述与重申既

有成果，缺少原创性和学术规范的讲究；三是对于

早期特别是先秦文献发掘较为深透，而明显地忽视

明清以来晚期文献尤其是叙事文学中的材料．后者

还有着较大的开掘空间和借鉴价值，并且应该大力

加强多学科的协作与交流，需要从这些方面多加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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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eremonies are a carrier of various cuhural phenomena．For the past ten years，domestic

researchers have been carrying on constructive studies on them respectivel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

al science，anthropology，sociology，ethnology and SO on．For example：1．Researches on elementary theories

concerning ceremonies and beliefs．(a)The discussion of the definition and function of ceremonies includ-

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classical mythology and ceremonies，and the discussion on the religious origin and

social behavior of ceremonies．(b)Researches on beliefs in witchcraft such as worshiping nature and pray—

ing to avoid plagues．2．Researches on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works concerning ceremonies．(a)Research·

es on the influence of ceremonies on literary work creation． (b)Researches on the description of cere-

monies in literary works．3．Researches on folk ceremonies and folk customs．(a)Researches on the theory

of ceremonies concerning folk customs．(b)Field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f folk ceremonies and local

folk custom tra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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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位论文 王真彦 傩：对一种仪式戏剧的田野调查及其他 2004
    傩是一种以佩戴面具为特征,以驱鬼、逐疫、祓禳为目的的仪式.该文考察了傩仪式从先秦至明清的衍变过程;以田野调查为基础,分析傩仪式于当下

的某些特点,并再次阐释了仪式和神话对中国戏剧发生的意义.该文认为,虽然傩被视为戏剧的"活化石",可是就像处于历史中的任何事物一样,傩仪式一直

发生着嬗变.笔者将其分为理性化、娱乐化、宗教化三阶段,综合分析其变化的社会背景及表现.在对江西南丰、安徽贵池相关村落的田野调查中,笔者通

过比较祭祀组织、傩神供奉、傩神谱系三方面的差异,认为宗族力量对傩仪式起着稳定作用,傩神信仰是民间三教合一的产物,以及傩仪式发展的两个方向

:强化宗教因素,或强化戏剧因素.本文记录了南丰县石邮村的跳傩仪式和甘坊村的解傩仪式.从石邮村傩的送神步法和香火诀,笔者发现仪式中的"四方"观

念和"播撒"动作分别转化为戏曲中特定步法和手诀的过程,这说明戏曲曾吸收某些仪式要素,并至今仍保留、体现在程序化的表演中.另外,从神话原型的

角度,笔者考证了石邮和甘坊供奉的傩神实际上正是两位戏神——田元帅和二郎神,认为傩仪式中的"驱鬼擒妖"原型结构,除了与戏神神话相符,也是中国

戏剧传统中"擒妖"戏(包括了绝大多数仪式剧)的神话原型.而且从深层功能看,汉族的傩仪式和古希腊酒神祭祀有着相似性.

2.期刊论文 何向.HE Xiang 从仪式走向信仰——端砚行业神崇拜复兴的田野调查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

学版)2010,30(5)
    行业神崇拜是民间信仰的一个类型.新中国成立前,端砚行业拜"伍丁"为师傅,每年举行祭拜"伍丁"活动.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活动被取消,2006年复办

.复办拜师节,祭拜仪式规模更大,但恢复的是仪式,而非信仰.仪式的恢复是走向信仰的起步.行业神崇拜所体现出来的祖先崇拜、尊师重道等传统观念对

于复兴传统文化,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念有重要意义.

3.期刊论文 丁永祥.Ding Yongxiang 乡民的狂欢节——豫西北火神祭祀仪式田野调查 -民俗研究2009(3)
    豫西北古称怀庆府,这里自然条件优越、文化底蕴丰厚,民间至今还流行着一种独特的祭祀活动--火神祭祀.火神祭祀的时间主要在春节,它由一系列

复杂的仪式构成,如除夕祭祀、新年祭祀、行水、破盘会、转(zhuǎn)会等."行水"和"转会"是火神祭祀中最隆重、参加人数最多的活动,它们是乡间民众

狂欢的节日.火神祭祀作为民间文艺的生态母体,极大地推动着当地民间文艺的发展.火神祭祀仪式作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受到保护.

4.学位论文 和晓蓉 彝族老虎笙研究——基于楚雄双柏县小麦地冲村田野调查的分析 2007
    老虎笙是流传在云南彝族罗罗支系少数村落中的一种仪式，因其表演者装扮成老虎的模样，模仿老虎跳舞驱鬼而得名。“老虎笙”一词系楚雄双柏

县汉语方言，意为老虎舞，彝语称老虎笙作“罗嘛姑泽”或“罗嘛泽”，“罗嘛”意指老虎，“姑泽”、“泽”意指跳或跳舞，彝语语序与汉语相异

，为主语——宾语——谓语，所以应翻译为跳老虎或跳老虎舞。由于老虎笙独特的艺术表达形式，而深受国内外专家的关注。

    老虎笙的研究路径大致有三种，一种是研究老虎笙的宗教、文化内涵，一种是研究老虎笙的艺术特性，一种是研究老虎笙的传承、保护和开发问题

，但从未有学者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过系统的研究。本文经过对老虎笙的传承地之一——楚雄州双柏县法脓镇小麦地冲村的长期调查，发现

在老虎笙中仪式和艺术联系尤为紧密，小麦地冲人在表达了他们的审美体验和美感冲动的同时，还建立起了仪式体系，表达他们的宗教信仰。首先，仪

式和艺术同用一个称谓，老虎笙不仅指仪式中的舞蹈，而且还指向了舞蹈的文化载体仪式。其次，仪式与艺术共享一个语境，仪式的时空即是艺术的时

空，仪式的主题即是艺术的主题，仪式的执行者即是艺术的表演者，仪式的法器即是仪式的乐器。之外，艺术的仪式化和仪式的艺术化都同时存在于老

虎笙中。如果按前人的研究路径，仅采用仪式的视角对老虎笙进行解读，或是仅采用艺术的视角对老虎笙进行解读，都不可能对老虎笙有较为全面的认

识，于是，本文同时采用了仪式和艺术的两种视角解读老虎笙。

    本文先从梳理人类学视野下的仪式和仪式艺术研究为起点，试图将人类学仪式研究和艺术研究的理论同时用来分析老虎笙个案，将老虎笙既作为仪

式文本，又作为艺术文本进行解读。之后，简要交代了老虎笙的自然、社会、文化生境，在详述老虎笙的展演过程中，用阈限理论对老虎笙的仪式过程

进行了必要的分析。接着，在“作为仪式的老虎笙”一节中，重点阐释了老虎笙的宗教内涵，认为作为仪式的老虎笙是小麦地冲罗罗人人神沟通的实践

、崇虎观念的表达、自然秩序的重置、族群认同的标识。“作为艺术的老虎笙"一节，则从讨论老虎笙是否可以被视为艺术文本为切入点，对老虎笙的艺

术特征、艺术类型、艺术样态进行了试读，认为老虎笙已经具备了戏剧扮演的本质特征，是一种仪式戏剧，并以仪式艺术的样态呈现。最后，基于老虎

笙的研究，分析仪式和艺术两者的关系，并由此得出老虎笙是仪式与艺术共生互补的综合体。

5.学位论文 毛珏珺 布帐傩：一种仪式戏剧的田野调查与象征阐释 2009
    傩被称为“戏剧的活化石”，最早关注傩文化的是戏剧学家，傩又被称为“仪式性戏剧”，是一种信仰仪式，傩文化的研究走到今天，早已突破单

纯从戏剧史方面考察的局限，学者们运用人类学、民俗学、艺术学等理论指导，把对傩的研究从开始的表象研究、结构研究推进到意义研究的更高阶段

。然而，迄今大部分傩文化研究还是偏重于傩文化资料的搜集整理，综合运用各种理论对傩文化进行全面透视还很不够细致深入。

    本文选取九江德安地方的布帐傩作为典型案例，“窥一斑以见全豹”，主要运用文化人类学象征理论与戏剧发生理论，对布帐傩整个傩事结构、象

征体系及其在戏剧发生上的意义进行全面阐释，试图阐释傀儡在傩仪向戏曲转化过程中的桥梁作用，为解决中国戏剧起源之谜提供新的佐证。

    傩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为戏曲输送着营养，自身也发生着嬗变。本文第一章在解释傩的定义基础上把其分为宫

廷傩（官府傩）、军傩、乡入傩三大类，分别溯其源流，综合分析布帐傩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其表现。

    本文第二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田野调查和文献研究的方法，借鉴西方象征人类学的相关理论，对布帐傩的象征体系进行阐释，考证出布帐

傩的傀儡菩萨田太尉和二太尉实际上是两位戏神，傩神“关公”是方相氏的变形。而傩仪主角潘太公与梅花小娘的原型是傩公傩母，也就是始祖神，与

神化传说中“兄妹成婚”母题相同，从而认为布帐傩不仅符合“驱鬼擒妖”的原型结构，也有“生殖崇拜”的祭祀功能，与古希腊酒神祭祀有着相似性

。

    本文第三章结合傩与傀儡戏的历史，在宏观历史文化背景中分析布帐傩的特点，再次强调了傩仪与傀儡戏对中国戏剧发生的意义。

6.期刊论文 孙鸿亮.SUN Hong-liang 仪式和说唱:陕北农村口愿书田野调查 -西安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11(4)
    口愿书是陕北说书重要的演唱形态,陕北农村口愿书具有相对固定的仪式行为和说唱程序,与民俗生活联系紧密,是民众向神灵许愿、还愿、报答神恩

的行为方式,具有显明的民俗宗教特色.陕北农村口愿书反映了陕北农村多神灵信仰以及民众祈保平安、消灾免难的心理.

7.学位论文 陈蓉 广泽尊王信仰研究 2008
    广泽尊王是福建、台湾及东南亚等地区颇具影响的神祗。本文以广泽尊王信仰发展为中心，运用文献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广泽尊王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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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属地、生卒年、敕封等问题进行考证。着重考察广泽尊王“忠”“孝”形象的转变过程，从时代的普遍性、地域的特殊性两方面入手，分析其中原

因，总结出民间造神的一般规律。本文结合大量田野调查资料，对极具特色的十三太子庙的由来、演变及现状等进行梳理，同时结合祭拜仪式，对广泽

尊王庙际关系出现的新特点进行归纳。文章还从古代移民和现代移民两方面探讨了广泽尊王职能转变。最后，对创作于同一时代《风山寺志略》与《郭

山庙志》进行解读，比较分析两者的诸多差异及其原因。

8.期刊论文 陶昕 一个苗族村寨的丧葬仪式解析——重庆市秀山县梅江镇民族村田野调查报告 -和田师范专科学校

学报2010,29(1)
    文化的传承与变迁常常在特定的文化仪式和符号中进行,丧葬活动就是一个重要的集多种功能为一体的仪式.苗人的丧葬文化在其社会生活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田野民族志的记述和文化人类学的分析方法对梅江苗族丧葬仪式进行较全面的解析,以获得关于文化的一般性知识.

9.学位论文 韩淑云 朝觐与女哈吉——基于青海循化地区女性朝觐者的田野调查 2010
    为什么要写朝觐和女性朝觐者?笔者在有关女性的最初调研中，一直找寻可以较为快捷改善女性地位的可行途径，发现宗教有着最为直接的影响力

，尤其是伊斯兰教五功之朝觐。<br>　　

 本文通过论述朝觐的历史发展、朝觐的具体过程、朝觐之于女性朝觐者的意义、朝觐的社会功能等方面来展现一个普通女性从朝觐者到哈吉的身份变迁

过程，并通过此过程考察朝觐对穆斯林妇女的各项意义和对穆斯林社会的现实作用。朝觐最显著的功能是促进社会的秩序化，这一过程则是通过伊斯兰

文化本身对穆斯林社会进行文化濡化而实现的，在朝觐通过各种仪式的实践来实现对信徒的文化濡化过程中，朝觐者得到了切实的提升。由于社会生活

中妇女所受到的剥夺比男人更多，被剥夺的程度也更深，因此在朝觐中女性对这种提升则体会得更为明显。<br>　　

 在21世纪的今天，西方现代文明通过文化播化的作用，其价值观已经在不少国人的心目中根深蒂固，西方文明逐渐成为他们认可的文化传统，而我们自

身固有的传统文化难以窥其菁华。或许通过宗教的这种制序化过程，文化传统能够高度彰显，使文化濡化的张力增强，不致流入历史的深渊。

10.学位论文 焦丹 德昂族“上奘”仪式研究——以潞西市三台山乡出冬瓜村“出洼”仪式为个案 2009
    南传佛教是佛教传入中国后形成的三大派别之一，现流传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普洱(原思茅)市、临沧市、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及保山

市的傣族、德昂族、阿昌族、布朗族和部分佤族之中。德昂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宋元时期，他们曾是德宏州及龙陵、腾冲一代的主体民族，目前

在境内还有许多支系，即：“布列”、“布雷”、“绕买”、“绕进”、“绕可”、“绕苦”，因服饰的不同又分别自称为“红德昂”、“花德昂”、

“黑德昂”。<br>　　

 德昂族普遍信仰南传佛教，南传佛教约于北宋年间(11世纪中叶)由缅甸传入德宏地区。保山、临沧的佛教传入时间晚于德宏。南传佛教最初在傣族地区

传播开来，到元末，当德昂族受傣族土司统治后，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与傣族发生了密切的关系，进而信仰南传佛教。<br>　　

 出洼时的“上奘”仪式是德昂族对南传佛教信仰最重要的外在仪式表现，是形成德昂族有形文化、构筑民族精神的重要部分。“上奘”仪式包含着丰富

的文化内涵，其中既有德昂族早期集中教育的模式，也有傣族文化渗透的痕迹，它不但确立了德昂族的多种习俗，还体现出德昂族的生态观念，同时也

是南传佛教对德昂族原始宗教的信仰文化进行整合的结果，并由此创造了德昂族特有的宗教艺术。<br>　　

 本文田野调查部分是2007年国家基金课题《中国南传佛教音乐的人类学研究》之德宏子课题组的部分田野调查资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两

年来对出冬瓜村佛爷、村民的田野调查资料，采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对德宏州三台山德昂族乡出冬瓜村的“出洼”仪式为个案对南传佛教的上奘仪

式进行分析研究，填补了德昂族文化研究宗教仪式研究方面的空白，论文探讨了南传佛教在社会进程中的现存状态和文化内涵，以期对南传佛教的研究

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全文主要分五个部分：<br>　　

 第一部分：仪式及宗教仪式的界定。这个部分探讨了仪式、宗教仪式、南传佛教宗教仪式的内涵，对前人所做的德昂族“上奘”仪式的研究做了一个梳

理，阐述了个案选择的理由。<br>　　

 第二部分：“上奘”行为的内涵及要素。现在，当地居民对“上奘”的概念解释各自不一，论文分析了狭义及广义上的“上奘”行为，并从“上奘”行

为必须具备的人群、场所、用具、过程、目的等要素来分析南传佛教信众的这一重要行为。<br>　　

 第三部分：德宏州潞西市三台山乡出冬瓜村“出洼”仪式个案分析。现存的“出洼”仪式带有鲜明的宗教含义和世俗价值，从描述“出洼”仪式过程的

准备、祭祀寨神、竖长幡、奉献供品、念经祈祷等具体步骤分析“出洼”仪式的特点。以典型个案过程作为纽带，来观察不同仪式要素在整个活动中的

相互关系。<br>　　

 第四部分：德昂族“上奘”仪式的文化内涵。这部分是文章的主体部分。深入地分析了南传佛教“上奘”仪式对德昂族文化的影响：“上奘”仪式是德

昂族早期集中教育的体现，体现了德昂族朴素的生态观念，约束着信众的日常行为规范，确立了德昂族的许多节日习俗，丰富了德昂族的艺术样式。

<br>　　

 第五部分：德昂族“上奘”仪式产生和本土化的原因。德昂族虽然是德宏的世居民族，但由于历史和自身的原因，主要人口生活在中国境外，中国境内

的德昂族深受傣族强势文化的影响，同时原始宗教信仰的力量也是改变“上奘”仪式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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