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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宇重建与共同体道德*

———以大理 Z 村空间差异为例

梁永佳

提要: 本文分析了云南大理地区一个“空心村改造”项目中文昌宫的重
建过程。执行改造项目的基层干部试图通过创造一个“公共空间”，把“文
明”带给村民。但村民们却利用空心村改造的机会提出重建文昌宫，并迅速
将其变成公共活动场所。本文提出，文昌宫的重建表达了基层民众对于共同
体的认识: 人际往来的道德含义与神灵有关，庙宇规范了人神之间、信众之
间、家户之间、村落之间、村落与政府之间等的互惠关系。这一认识让我们认
识到“礼物模式”对于理解中国农村宗教复兴的启发意义: 重建村庙实际上
是重建道德生活，重建集体期待，重建社会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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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几年中，我曾多次在大理从事田野工作，目睹很多变化，其

中空间变化最为显眼。我曾研究这里的村庙，眼看着一座座庙宇在明

清时代的旧址上重建起来，又看到庙里不仅举办酬神活动，还成为村中

婚丧嫁娶、盖房添丁、升学开业等活动的场所。庙里的开阔地成为摆酒

席的理想空间，有的还专门设了厨房和灶台，备好桌椅板凳，供村民使

用。平时，庙内外更是成为老人们谈天聚集的地方，很多庙门旁边就挂

着“老年活动中心”的牌子。
与庙宇重建几乎同时发生的，是乡镇政府在办公地点附近修建小

型广场。广场由水泥铺就，点缀着仿古造景，有条件的还添加了亭榭楼

阁，颇有江南水乡韵味。修建政府广场的风气一度遍及中国，大理也不

例外。这些广场多追求显眼气派，迎合某种发展理念。但是，村民不大

愿意或者说不知如何使用这些广场，除了中老年人在这里跳“广场舞”
( 以前村民跳的是“老年迪斯科”) ，一般不会来这里活动，更不会在这

里摆宴席请客。毕竟，在政府门前讲排场有些不成体统，有公务员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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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更不合适了。庙宇和广场的空间使用反差并非看上去那么容易理

解，实际上跟普通村民赋予空间的道德性有关。如何理解这种反差?

是什么力量以何种方式促成了两种空间的塑造? 这对我们认识村落共

同体有什么启发? 本文将分析大理农村一个“空心村改造”项目中两

种空间的塑造过程，透视两者的道德含义，并以此来探讨中国基层社会

宗教复兴的机制。
这个空心村改造项目在大理市濒临洱海的 Z 村展开。村民利用

这个项目，组织起来重新建起了古老的文昌宫，并迅速将其开辟为村庄

日常公共事务的聚会场所，而政府借项目打造的公共空间“古井—凉

亭”广场则无人问津。这说明，在村落生活中存在两种道德观念，一种

表现为政府的发展主义话语，另一种表现为村民对神的责任，两者都对

村落共同体的构造表述了各自的道德立场。两种观念和空间并非对抗

关系，而是充满了妥协与互相包容。本文认为，空间的妥协或许是中国

基层生活的常态，具体到大理 Z 村，村落庙宇的重建动力来源于草根

民众对于道德生活的认识，它植根于人和社会组织通过神与其他人、其
他组织形成的合理关系，这正是宗教复兴理论中的“礼物模式”所提供

的思路: 日常生活中的“互惠”( reciprocity) 机制是村民在村庙开展公

共事务的首要动力。
本文材料来自我 2010 年和 2014 年以及此前针对大理地区进行的

田野工作。我采用人类学传统的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方法呈现其他方

法不容易发现的社会过程，希望能“片面而深入地看问题”( 赵鼎新，

2015: 3) ，即牺牲某种虚拟的全局眼光以求认识更为具体的生活样貌。
我赞同范笔德的说法，认为人类学分析对象的“片段性”( fragmentary)

是“研究社会生活所必要的。高密度地研究一个片段，可以获得一种

整体视角，相比博弈论和理性选择理论支撑的大数据分析，［片段研

究］在社会科学中有更大的潜力”( Van der Veer，2016: 9 ) 。本文正是

在这个意义上追求对一个生活片段的细致分析，其目的不是为某种统

计方法提供个案，而是为了发现已有研究并未注意到的社会机制，并以

此挑战三种中国宗教复兴的理论: 传统的发明、国家与社会关系和三色

市场理论。我认为，这三种理论所揭示的机制不见于村民的行动之中，

只有“礼尚往来”的互惠逻辑才是真实的、能观察到的、能够解释宗教

复兴的动力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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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宗教复兴三种理论

庙宇重建是中国宗教复兴的主要表现，据丁荷生( 2009: 32) 估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各地重新建起了约 200 万个村庙。人类学等

学科很快就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从上世纪 90 年开始发表研究成果，形

成了不同的解释脉络( 相关讨论如 Lai，2003; Yoshiko ＆ Wank，2009;

张珣，2017) 。笔者曾撰文提出，中国宗教复兴理论大致可以分成三

种: 传统的发明、国家与社会关系和三色市场( 梁永佳，2015) 。
“传统的发明”理论来自霍布斯鲍姆和兰克( 2004) 的启发，强调宗

教复兴活动对原有知识的利用和继承。例如，萧凤霞( Siu，1990) 认为，

广东中山小榄菊花会的复兴是一种“再循环的传统”，以过去的实践适

应新的经济和政治变革。通过研究甘肃一孔姓移民的家族复兴，景军

指出，大川孔庙的重建表面上复兴了传统观念和活动，但“这些观念与

活动并不是机械地返回到了过去，而是与文化的创造相伴随的，受到激

进社会主义时期地方性经历的塑造，而且还渗透了人们对当代的关

怀”( 景军，2013: 13) 。“传统的发明”理论揭示了宗教复兴过程中必

不可少的旧知识与新环境的关系，但预设了“更为协调一致、更为本真

的传统”( Chau，2006: 6) 。正如王斯福所说:“传统制度的遗留或复兴

是否真正重复了过去，是一个无用的问题”( Feuchtwang，1998: 50) ，重

复过去是没有可能的。这一理论更大的缺陷在于跳不出海外中国研究

某些旧问题，过于关心今夕的异同、传统的断续，因此不得不区分“传

统”( 即“宗教”) 和“非传统”( 即“非宗教”) ，从而忽视了一个更为重

要的问题: 为何复兴“宗教”( 而不是生活的其他部分) 是必须的?

第二种宗教复兴理论是近年吸引众多社会科学学者的“国家与社

会关系”路径。它的突出特点是专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挪用

和精英参与( Anagnost，1994; Mueggler，2001) 。王斯福( Feuchtwang，

2000) 将中国民间宗教复兴视为社会利用经济开发来“抵抗”国家。王

铭铭( 2000) 通过对福建安溪法主公仪式的呈现，质疑国家在遗产制作

中的现代性假设。威仑斯 ( Wellens，2010 ) 通过研究川滇交界的普米

族仪式回归，提出宗教复兴回应了国家撤出基层后留下的社会风险，展

现了你退我进的国家—社会互动过程。周越( Chau，2006) 通过对陕北

黑龙大王庙重建过程的分析，提出民间宗教的复兴力量固然来自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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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 老王) 的经济动力以及村民追求乐趣的愿望，但却是以村庙纳入

国家认可的道教场所而告终的。值得注意的是宗教学家近年提出的

“宗教生态论”( 陈晓毅，2008; 段琦，2006; 牟钟鉴，2012) 。该理论突出

了国家政策对于宗教复兴的意义，认为中国当下的宗教复兴处于生态

失衡状态。主要原因在于过度否定传统文化，过度打压像民间宗教那

样的温和宗教活动，使得排他性宗教如基督教得以较快增长。中国需

要重建宗教生态，通过开放民间宗教、基督教本土化等措施，实现“多

元通和、固本化外”的文化战略。
“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虽然有助于理解中国宗教复兴，但仅仅提

供了一个研究视角，不能保证发现引发社会行动的机制。这一理论用

权力、博弈、利益等抽象概念取代了实际生活中存在的价值、道义、情感

等众多在具体社会中更发挥作用的因素。因此，它并不能与“传统的

发明”那种照亮大批经验现象的理论相提并论。问题或许出在“国

家—社会”这个模式在处理复杂的社会过程时过于两极化，过于依赖

某种自由主义假设，过于批判国家的支配力，过于突出“社会”的自治

性和抵抗力。正如曹南来指出的，“国家支配—社会抵抗模式……反

映的常常是研究者对道德清晰度和某种陈旧政治逻辑的关心，而不是

地方信仰者的视角”( Cao，2011: 7) 。这一模式的更大弊病在于将国

家仅仅视为一个政治体，忽视了它的宗教性、道德性，又简单地将宗教

视为一个有政治企图或经济内核的“社会组织”，忽视了它的伸缩性、
流动性、超越性。正如本文试图说明的那样，“国家”有着深刻的道德

承诺，其合法性同样依赖一种超越性。① “宗教”不仅仅是“社会组

织”，甚至不是社会的专利，而应该包括国家本身的“宗教性”。但“国

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倾向于建立在对“宗教”的预先识别上，将之视为

外在于国家的社会力量。
“三色市场理论”是第三种解释中国宗教复兴的理论，由普渡大学

教授杨凤岗提出。这一理论受到了“宗教市场论”( Stark ＆ Finke，

2000) 的启发，认为宗教行为类似于个体在市场上的消费活动，受制于

供求关系、市场策略、组织方式、政治制度。该理论有着较强的理性选

择假设。根据“三色市场理论”，中国大陆的宗教景观并非一个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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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超越性”( transcendence) 指“超越此时此地”的反思力，构成一种反思权力和现世的普遍

知识体系，相关讨论见杜赞奇( Duara，2015: 3) 。



自由市场体系，受官方认可的建制宗教( “红市”) 因限制过多而缺乏吸

引力。然而，参与非法宗教活动( “黑市”) 风险大、成本高，导致大陆信

众多选择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市”。“灰市”活动包括宗教场所

之外的传教、非制度性宗教的蔓延、类宗教活动 ( 如气功) 的涌现等。
在杨凤岗看来，国家强化管制并不会弱化宗教，只不过是将信徒推向灰

市甚至黑市而已 ( Yang，2006 ) 。这一理论得到了不少经验研究的支

持，但也受到很多中国宗教研究者的激烈批评 ( 汲喆，2009; Palmer，
2011; Yu，2012; Van der Veer，2012; 渠 敬 东 等，2014; 梁 永 佳，

2015) ，甚至连秉承“宗教市场论”的学者也与“三色市场论”保持一定

的距离( 如卢云峰，2010) 。这一理论的主要问题在于把中国宗教景观

简化为个人选择场所，难以解释中国社会长久存在的非排他性宗教实

践，即普通人对各种宗教传统所持的开放与兼容的态度。该理论所推

崇的理想市场状态仅对势力庞大的新教各派有利，却不利于弱小宗教

如民间宗教的生存。如果真的存在颜色，应该说只有渐变的光谱，而不

是阵营之间明显的色差。否则无法解释民间社会的“拿来主义”，也无

法解释游走于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之间的信徒。更大的问题在于，这

一理论与“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出现了两个同样的漏洞: 第一，将国

家天然排除在“宗教市场”之外，鼓励国家对市场采取不干预政策，而

忽略了国家本身的道德承诺和超越性。第二，“三色市场理论”不得不

预先定 义“宗 教”，却 给 出 了 一 个 几 乎 仅 适 合 于 基 督 教 的“宗 教”
定义。①

以上三种理论为解释中国宗教复兴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正如前文

所述，它们均存在两大缺陷。第一，三种理论都倾向于将国家视为宗教

的管理者，将其预先排除在“传统”、“社会”或者“三色市场”之外。这

显然没有充分考虑国家的道德性、超越性、非世俗性，从而延续了截然

区分“恺撒”和“上帝”的基督教式宗教观。可是，政教截然二分的社会

条件即使欧美社会都并未完全具备，更难以在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

影响巨大的国家生根，也无法用以理解中国这样一个任何宗教都无法

称霸的文明。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弗里德曼就告诫我们: “中国宗教在

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社会和宇宙的互相渗透，一种终究不允许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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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杨凤岗在另一部著作中将宗教定义为“有关生命与世界的统一的信仰和实践体系，与超

自然有关，它将信徒结成一个基于道德共同体的社会组织”( Yang，2012: 36) 。



与世俗分离的权威概念。恺撒即教皇，或曰恺撒教皇”( Freedman，

1974: 41) 。余国藩 ( Yu，2005 ) 也指出，中国国家一直存在“宗教性”
( religiosity) ，并强势规范其他宗教，并不存在美国社会那样政教截然二

分的社会基础。
第二，尽管三种理论模式都宣称要重视“非制度性宗教”，①但却不

约而同地低估了在社会生活中识别这些宗教的难度:“传统的发明”模

式不得不区分“传统”( 即宗教) 和“非传统”( 非宗教) ;“国家与社会关

系”模式必须区分属于社会的“宗教组织”和外在于宗教的“国家”; 三

色市场论则不得不预先定义一个新教式的“宗教”概念。但在中国，不

仅存在大量没有法律地位但广布于民间的宗教活动，如萨满、苯教、东
巴、傩戏、祭敖包、赶尸、驱鬼等，而且很多活动很难用现有的宗教定义

来概括，却又跟制度性宗教体验相去不远，且为多数中国人熟知，如算

命、跳神、看相、看风水、写家谱、逛庙会、上坟等。何况，有些“极端化”
的宗教运动如门徒会、全能神等尽管自称宗教，却不可能得到官方和大

众的认可。不仅如此，很多现象看似与宗教无关，却具备制度性宗教的

多种特征，而且不乏突变为宗教的先例，如气功、占星、谭崔、灵修、瑜

伽、养生、传销等。还有相当多由国家支持的超越性活动，如非遗制作、
穿汉服、讲“大爱”、尊孔读经、祭黄帝炎帝等，同样具备制度宗教的某

些特征。这些纷繁芜杂的活动，在现实中无一不是“传统”的潜在候选

项目、“社会”的自组织动力或者“三色市场”中的竞争力量，但如何在

它们中间划一条明确的“宗教 /非宗教”界限，在学术上还是一个悬而

未决甚至无解的课题。例如，一个在中原地区农村研究“家庭教会”的

人，可能会看到附近开了一处读经学校，不远处正在举行媳妇给婆婆洗

脚的“孝道”展示，地方电视台宣传“大爱无疆支援灾区”，村民用微信

传播长寿秘诀，等等。对他来说，什么是什么不是“传统”、“社会”、“市

场”，马上就变成了非常紧迫却又无从下手的问题，因为这些现象似乎

都应该纳入宗教考察范围。
尽管在经验世界中识别宗教异常困难，“传统的发明”、“国家—社

会关系”和“三色市场论”却不得不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它们既然重视

何为“传统”、何为“政教关系”以及何为“宗教间关系”，就不得不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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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杨凤岗认为，引入“灰市”概念就是“强调在用经济学方法关注欧美社会所忽略的

非制度性宗教”( Yang，2006: 115) 。



何为“宗教”并保证“宗教”这种自变量数目的稳定，否则如何考察“传

统”的延续、“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宗教生态里的“调适”以及市场上的

“供求关系”? 遗憾的是，三种理论都不曾认真对待过这个自身隐含的

假设。“宗教”在中国难以识别，与这一概念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命运有

关。近年学界的研究正在不断揭示这一过程。① 从戊戌变法中的“庙

产兴学”，到民国初期以世俗化为目的的“教会工程”，再到南京政府的

反迷信运动，乃至共和国初期的“三自运动”，中国近代革命和国家建

设基本以相似的看法对待“宗教”: 知识精英尽量限制“宗教”范围以建

构图强计划，政治精英尽量限制“宗教”范围以方便管理，两者都将遍

布中国社会的半宗教、准宗教、类宗教实践排除在权力定义的“宗教”
之外，所以他们几乎都不曾料到，21 世纪的中国会出现自发的宗教复

兴。遗憾的是，迄今为止的宗教复兴理论也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宗

教”概念在中国的复杂性，低估了识别“宗教”的巨额代价，甚至很少有

人注意到阿萨德有关宗教谱系的研究( Asad，1983) 。② 在今天，“宗教”
已经不是一个给定范畴，更无法在社会生活中直接观察到。至少，三种

宗教复兴理论都没有认真回应过谱系学对“宗教”的解构。
超越现有的中国宗教复兴理论，既要把国家的“宗教性”考虑在

内，又不能预先定义“宗教”。因此，作者建议参考莫斯的“礼物模式”。
莫斯( 2016) 在《礼物》中论证了为何集体与个体、道德与物质生活、义
务与自愿是相互交织的，这一切都有赖于人与物、他人之间的“混融”
和“总体性”。汲喆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礼物交换作为宗教生活

的基本形式》一文详细论述了“礼物模式”对于研究宗教的优势。他指

出，莫斯开创的“礼物模式”“绝不是要低估权力、物质利益的重要性，

也不是要否认社会行动中存在着策略和计算，只相信和鼓吹一种单纯

自愿的无功利的动机。礼物模式只是坚持，仅凭功利的交换或强制的

分配无法建立起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团结，因为社会团结是离不开情感

和道义的( 即我们中文所说的‘人情义理’) ”( 汲喆，2009: 16 ) 。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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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例如，陈熙远( 2002) 曾研究过清末“巫”、“教”之争，高万桑讨论过民国初年的宗教“教会

化”( Goossaert，2008) ，杜赞奇 ( Duara，2003 ) 探讨了伪满洲国盛极一时的“救赎团体”
( redemptive society) ，张倩雯( Nedostup，2009) 则论证过“宗教”与“迷信”所形成的话语

体制。
针对格尔兹的“宗教”定义，阿萨德指出，并不存在一个密不通风的、名为“宗教”的解释

体系，“宗教”定义总是与具体的历史情境有关的。



因为礼物模式关注具体的社会过程，所以它无需预先定义“宗教”、“政

治”、“法律”等在日常生活中很少使用的“假名”体系，而是聚焦于具体

的社会生活，而这正是人类学擅长的研究方法。
我曾主张，礼物模式还触及了宗教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宗教总是

与道德紧密相关的。“这种道德体现在那种既是自愿又是强制的‘来

往’之中，如送礼与回礼中间必须有时间间隔一样，这种‘来往’中间也

必须有时间间隔，构成一种源于‘负债’的‘集体期待’。这被莫斯等人

认为是生成社会的根本因素。宗教的一个共同特征，就在于一种对神

或超自然力量的‘负债’观”( 梁永佳，2015: 179 ) 。正是这种期待生成

了不断持续的互惠过程，构成了社会生活的道德基础。这是在具体研

究中最容易发现的机制，也是一个无需排除国家且无需预先定义“宗

教”的理论模式。
“礼物模式”的优势不在于更容易套用，而在于它更能从“当地人

视角”来理解生活世界。格尔兹在《当地人视角》一文中强调，人类学

者在“近经验”( experience-near) 与“远经验”( experience-distance) 之间

保持平衡，才有可能在认识当地人世界的 基 础 上 实 现 民 族 志 呈 现

( Geertz，1983: 87 － 125) 。虽然格尔兹的现象学路径与莫斯的范畴比

较法不同，但“近经验”和“远经验”概念却有助于我们理解礼物为何既

是特殊的又是一般的。特殊的，是说赠予、接受、回报在具体社会中有

着当地人推崇的“近经验”，即特殊的实现方式，尽管这一方式在外人

看来可能“不可理喻”; 一般的，是说礼物所产生的“集体期待”和“社会

团结”是迄今为止未见例外的、超脱于具体经验的机制，即“远经验”。
这正是礼物模式所隐含的意义: 债务、责任以及与神的关系都是“远经

验”的抽象概念，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田野中的“近经验”。

二、一个“文明化”项目

我们分析的故事发生在大理洱海之滨的 Z 村。这是一个有着将

近 1500 人的聚落，村民几乎都是白族。但民族特性并非日常生活的重

要标识。长达 600 年的帝国直接统治经历，已经使大理形成了复杂的

民间宗教体系。我在 Z 村进行田野工作的时候，这里的人口已经经历

了 20 年的持续外流，青壮年劳力多在外地务工。此时，村中心住宅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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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破旧不堪，通往城市的道路也过于狭窄。从 2000 年到 2008 年，全村

358 户中有 252 户盖了新房，多数建在村中心之外的自留地上。房主

建房并没有得到上级许可，他们也没有放弃村心旧房。但由于人口流

失，村心逐渐破败，仅有少数贫困户和孤寡老人住在这里，使得中心聚

落难以维护。Z 村可谓一个常见的“空心村”。
“空心村”由于弃用宅基地、侵蚀农田，已经成为全国性问题，威胁

到国家的“18 亿亩耕地红线”政策。Z 村村民在自留地上建房，同样威

胁到该村耕地面积。在云南省的财政支持下，大理市政府于 2007 年选

择 Z 村实施“空心村改造”，称之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项目。该

项目详细规定了 Z 村各片土地的功能，要求村民停建自留地房屋，鼓

励已建房者回迁村心聚落。项目投资 280 万元人民币，用于拆除旧房、
整修道路，并增加绿化、照明、地下水系统，实施水电改造。政府指定一

位公务员 C 君与村长 S 君负责项目执行。他们清查了旧宅基地所有

权，用一部分资金补偿回迁村民，还向村民拍卖无主宅基地，收益充实

项目资金。到 2010 年初，已有 68 户村心旧房被拆，腾出空间修建新

房，其他大部分的基础设施工作也基本完成。在政府报告和媒体报道

中，Z 村的“空心村改造”被视为一个成功项目。
项目的可见目标是经济性的“集约土地”，但实施过程中则有着较

强的道德话语，值得进一步探讨。这种话语以“时间”为素材，外化为

一处公共空间。负责人之一的 C 君认为，村民未必理解政府的良苦用

心，项目带来的好处或许要等到很久以后才能显现出来。

这里七分水、二分山，只有一分田。如果继续浪费土地，就剩

不下什么了。50 年后，他们会更明白这个道理。空心村改造是一

个利在当下、造福子孙的项目，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原则。( 2010
年访谈记录)

与“时间”关联形成的道德话语，不仅体现在与未来的连接上，更

体现在与历史的连接上。项目负责人注意到，村里有一眼废弃的古井，

于是雇人清淤恢复，又请来当地一位中学教师，为古井写了一篇碑记，

刻成石碑立在井旁。碑文内容大致讲，忽必烈当年征服大理时，为防止

造反，规定每村只能有一把刀，挂在井旁供平民使用。今天恢复古井，

是为了让村民谨记当年蒙元统治者的“野蛮”政策。他们还雇人在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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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旁边用水泥和木材修建了一处五角凉亭，上面覆盖青瓦，圆柱斗拱楹

联一应俱全，与古井合在一起形成一处风景。单纯从美学角度看，井亭

组合形成的“井亭广场”是一个有水平的设计。项目负责人显然很用

心，不仅请来了能工巧匠和当地文人倾力打造，还修改了原先仅重视基

础设施建设的项目预算，挪出一部分资金打造这一空间。在 C 君看

来，这个“井亭广场”是整个“空心村改造”项目的灵魂，它提供了一个

空间供村民消遣，因此可以“改变村民的心态。他们现在有了城市那

种公共领域，文明的观念就会逐渐发展起来”( 2010 年访谈记录) 。
这里的道德话语十分显眼。C 君明确使用了“公共领域”这一概

念，认为广场体现了都市风格、现代方式，可以孕育“文明”的观念。作

为一位基层公务员，C 君从一所技校毕业后，一直在政府机关供职，不

大可能在哈贝马斯的意义上使用“公共领域”概念，更可能是将这一概

念理解为一种高级的、先进的“公共空间”，并相信村民可以通过使用

这一空间获得都市的、先进的“文明”。在这个“井亭广场”里，文明的

道德话语物化为一种试图改变人心的“体制”( regime) ，即道德话语形

成一个空间制度，并试图通过规训村民的身体移动，影响他们的日常生

活，让他们变得跟都市里的人一样“文明”。这番努力假设村民曾经生

活在忽必烈统治下的“野蛮”状态，缺乏“文明”，需要外来的、高级的、
都市的“文明”加以陶冶。
“文明”在此处体现出历史与现代性的奇妙组合，将国家的发展主

义计划置于一个更大的历史连续统之中，让这个计划唤醒对历史上野

蛮统治的记忆，又指向一个文明化的未来。正如列文森所说，中国的历

史观是绝对的，指向永恒: “绝对主义就是当下的本位主义，将自己的

时间与无时间性混为一谈”( Levenson，1965: 87) 。我们当然不能将今

天的发展计划等同于历史上的绝对主义时间观。但当这一计划在执行

过程中致力于建设“公共领域”并借此重建“文明”时，当它通过关联历

史以吸引村民时，当它誓言向历史、当下、子孙后代负责时，我们看到的

是一个将时间凝缩在空间坐落、将此刻贯穿于时间序列上的道德计划。
保罗·利科将“历史性”( historicality) 定义成通过回到过去而改变

未来，使得生命成为一个处于历史中的整体( Ricoeur，1988 ) 。这个理

论可以解释“空心村改造”项目中“井亭广场”所承载的线性叙事———
以都市化发展主义观念为村庄带来“文明”，以适应一个进化论式的历

史叙事。不少学者认为，当代中国国家的确强化了其“宗教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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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ara，2010; Oakes ＆ Sutton，2010: 14 － 15) ，追求某种有道德的历史

延续性。用王斯福的说法，当代中国通过吸收现代性和进化论，将“文

明”带回到具体的治理事业中，并从一个遵从“天理”的文明成功转向

为“致力于进步和自强的文明”( Feuchtwang，2012: 116) 。“井亭广场”
无疑表达了这种进步和自强的观念。这正是国家力量推动的“空心村

改造计划”在基层推行的过程中所形成的道德性、超越性的话语。
让基层官员意外的是，“井亭广场”建成后就立刻遭到村民忽视。

人们既不喜欢也不反感它，只是不知道如何使用它。原因很简单，那个

都市的、先进的、“文明的”生活方式，无法在村民的生活世界中产生意

义，也就无法引起共鸣。对于这样一个有道德含义的、显示国家“宗教

性”的空间，原本是应该考虑在“传统的发明”、“国家与社会关系”、或
者“三色宗教市场”里的，因为基层官员的初衷显然是为村落带来某种

超越性，某种有道德的文明生活，这跟宗教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并无大

的差异。但由于三种理论都预先将国家排除在“传统”、“社会”或“市

场”之外，就可能失去了考察宗教复兴在具体社会过程中的一个重要

维度: 国家的宗教性及其平和参与地方社会的愿望。我们看到，基层官

员给 Z 村修建的“井亭广场”实际上充满善意。它绝非空洞的说教，而

是试图通过改造空间影响村民的日常经验，引导他们走向一个美好的

未来。如果说郝瑞( Harrell，1994) 曾以“女性、孩童、祖先”三个隐喻描

述中华文明中心对民族边缘的“文明计划”( civilizing project) ，那么，在

21 世纪初的白族乡村，这种隐喻早已了无痕迹。吊诡的是，我们面对

的这个自上而下的、发展主义的空心村改造项目，仍然不失为一个“文

明计划”，只是无法在具体生活中奏效。

三、重建文昌宫

当“空心村改造”项目如火如荼地推进时，Z 村的一批由老年男子

组成的“洞经会”、由老年妇女组成的“莲池会”①以及一部分普通户主

联合起来，向项目负责人提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建议: 他们希望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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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莲池会”是遍布大理乡村的老年妇女组织，其主要活动是围绕着村里的“本主庙”替家

人求福求财求平安。



府能够利用拨款，重建村里年久失修的文昌宫，让大家有机会“服侍”
文昌帝君。文昌 神 并 非 白 族 独 有，而 是 一 个 遍 布 中 国 的 普 通 神 灵

( Kleeman，1994: 1 － 84 ) 。大约在明中叶开始，文昌崇拜遍及洱海地

区，这或许与大理人获准参加科举考试并表现不俗有关 ( 侯冲，2002:

第四章) 。实际上，文昌神正是由大理籍的卸任官僚带回老家的。Z 村

积极分子的带头人 L 老先生长期在当地小学教书，也是 Z 村“洞经会”
成员。据他说，历史上 Z 村村民一直虔诚地供奉文昌帝君，而文昌帝

君也一直保佑村民，“让村里出了几个人”，其中包括一位前清进士和

一位国民党上校。然而 1938 年，一些“权势人物”不顾村民反对，把文

昌像搬到了村里的本主庙。从此 Z 村就再也没有出过像样的大学生

和官员。今天重建文昌宫，可谓振兴 Z 村“文脉”的关键。这显然是一

个有道德含义的动议。
项目负责人对重建文昌宫的提议并没有无动于衷，但他们有自己

的困难。把国家拨款直接用来修建村庙，政策上不可行。文昌信仰并

非五大宗教之一，没办法列为宗教场所。这个影响范围甚小的村庙，也

不会产生所谓“经济价值”或者“社会价值”，更无法认定为“文物”或

者“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的普通庙宇在中国比比皆是，国家却没有

相关政策法规，无法按照国家理解的方式“读懂”( 斯科特，2004) ，当然

也就无法拨款了。但项目负责人仍然决定尽其所能支持这个动议，毕

竟两位基层公职人员都是土生土长的大理人，有同情心也愿意在政策

允许的范围内配合村民。而且，这样做“对整个改造计划也是有利

的”。因此，C 君与 S 君决定加大文昌宫附近基础设施投入，将约 8 万

元的资金用在配合文昌宫重建的工程中。
当然，庙宇本身的重建需由村民完成。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庙宇地

址。自从 1938 年文昌像被移走后，这里跟中国千千万万被废村庙一

样，改成了小学。20 世纪 50 年代，新政权制止了大理农村地区绝大部

分的民间宗教活动，文昌宫旧址被改造成地方政府粮仓。80 年代仓储

制度废止以后，这块地又被当作宅基地划归给 Y 家。然而，住在这里

的 Y 家多年来麻烦不断，“发旺不起来”。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因为在

大理，“发旺”是一个家户的首要关切，它意味着子孙兴旺、升官发财、
朋友众多等等( 参见 Hsu，1971 /1948: 75 － 130; 梁永佳，2013 ) 。实现

发旺的方式除了努力劳作之外，还要孝顺父母、和睦邻里，尤其要照料

好祖坟，定期到庙里进贡烧香。最好是家里的老年妇女能专门负责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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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仪式责任，这也是老年妇女组织的“莲池会”遍布大理各村的原

因。“发旺不起来”的 Y 家，曾经多次找过仪式专家“看香火”，得到的

答案一致且简单明了: 你们占了文昌帝君的地盘，怎么可能发旺?

“空心村改造”计划让 Y 家看到了时机。其户主找到村里希望重

建庙宇的部分积极分子，承诺只要能让 Y 家在其他地址建新房，他们

愿意拆掉老房子，捐出宅基地，为重建文昌宫铺平道路。积极分子们非

常高兴，很快以村委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份“担保书”，声明全村同意 Y
家在自留地上建新房，如果上级追责，村委会愿意替 Y 家承担后果。
不仅村委会成员和建庙积极分子们在担保书上签了名，村里多数户主

也签了名，并将担保书交给 Y 家保管。担保书的内容实际上与“空心

村改造”的政策背道而驰，也缺乏法律效力。但对于迫切想要从神的

地盘搬离的 Y 家来说，这已经足够。担保书一到手，Y 家马上动工，在

自己的自留地上建起了新房。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反转: 为了吸引村民迁回村心、集

约土地，相反的移动却成了必要条件，即原住村心宅基地的 Y 家必须

反方向迁出，在自留地上建房。按政策，新占自留地建房绝不允许。一

旦违反，这个家庭不仅要拆掉新房，甚至会失去自己原有的宅基地。然

而惩罚并未降临，因为担保书根本没有交上去，政府理论上是不知情

的。L 先生说，一旦交了，政府恐怕只能叫停，“连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余地也没有了”。显然，担保书的主要功能是造成一个既成事实，让村

落共同体与国家代理人完成一次心照不宣的“共谋”( complicity) 。正

如本文一再强调的，这种国家与村落的互相妥协是珍贵的智慧。
共谋如何可能? 我认为基层公务员的“地方知识”起到了关键作

用。他们明白，Y 家已经迁出，不会有人愿意“接盘”，再到文昌宫旧址

建房并成为新的渎神者。生硬阻止这个计划不利于空心村改造工程的

推进，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这样，弱势村民“违背”政策，将一

块宅基地转成村庙，形成一处既非宅基地又非耕地的“公共空间”，同

时又违规在自留地上建起了新房。在政府空心村改造的规划图上，文

昌宫的正式名称是“道路”，因为“村庙”是一个没有法律地位的范畴，

无法进入国家项目的话语体系。由此我们看到，为了重建社区生活，一

个生产了道德言说、设计了一处公共空间( 井亭广场) 的文明化工程的

负责人，与另一种社区道德话语达成了妥协。
同样，共谋的达成也归功于村民主动“挪用”( appropriation)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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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有意识地配合国家的发展主义话语。建庙负责人在拟定的《重

建文昌宫碑记》上，将文昌宫重建视为文化遗产的“复兴”:

“文明气运参天地，翰墨荣华贯古今”。正值改革开放、政通

人和、社会和谐安定、国富民强之际，重建文昌宫既是全体村民继

承古代文明传统的强烈愿望，又是复兴我村历史文化遗产刻不容

缓、势在必行的盛举。经村民领导组、老龄协会、莲池会和村民代

表反复论证，决定抓住机遇、想方设法，依靠村民和相关人士多渠

道筹措资金，在旧址上重建 Z 村文昌宫。( 摘自《重建文昌宫碑

记》，2010)

与“井亭广场”的碑文类似，村民也使用“文明”二字，并有意识地

将庙宇重建纳入一个贯穿古今的时间叙事之中，显然是有意迎合国家

发展主义愿景，并希望能得到对方的积极解读。这种互相容纳、互相妥

协的智慧，是中国民间宗教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杜赞奇 ( Duara，

1988) 就曾以“叠写”( superscription) 来形容帝国时代国家与民间宗教

的这种彼此有意“误读”并留下模糊空间的机制。这一机制在今天同

样遍布于中国各地，很值得充分讨论。
建庙资金全部由村民自筹。第一笔来自家户捐款，全村 358 户中

有 353 户按每人 100 元的标准捐款，共 14. 24 万元; 第二笔来自 2008
年村里重建本主庙时剩余的捐款共 8 万余元; 第三笔 1 万元来自本主

庙的香火钱; 第四笔 5 万余元来自 Z 村集体所有房产的租金; 第五笔 1
万余元来自附近村落的捐赠。此外，不少富有的村民也做了额外捐赠，

多为庙宇所用建筑材料。按照惯例，他们的名字被刻在这些石材、木料

上，一共折合 8 万余元。与其他款项( 如其他捐款等) 加在一起，整个

重建总共花费了 554450 元。在庙宇快要落成时，组织者将所有捐赠者

姓名和捐助金额打印成布告贴在文昌宫外墙，供全村检查和校对。这

份长长的布告将被刻成“功德碑”，与刻在石碑上的《重建文昌宫碑记》
一起永久置于庙内。这也是自明中叶以来大理庙宇重建的一贯做法。
与 C 君恢复古井的做法相似，文昌宫的空间改造同样追求“永恒”，同

样旨在恢复历史，同样是“利在当下、功在千秋”。不同之处在于出资

主体的多样性，并形成了一个礼尚往来的道德共同体。
就这样，“空心村改造”项目催生了两处“公共空间”，一处是井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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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一处是文昌宫，两者在功能上没有大的区别，都为展开公共事务

而设。但在村民使用空间的过程中，两者的命运却大相径庭。村民几

乎不去井亭广场活动，更不会在那一带举办宴席。何况井亭广场的设

计根本就没有这一层考虑，因为设计者想象的是建一处城市公园那样

的“景点”，希望村民能“纳凉、闲谈”———显然这是设计者的一厢情愿。
文昌宫建成后，就立刻成为村中各种公共活动的场所。院落一侧一开

始就设计成流水席布局，上方搭建了塑料凉棚遮风挡雨，又搭建了灶

台，安放了敞口大锅，引入自来水源，并放好了常用厨具、折叠桌椅等。
村里的婚丧嫁娶、庙里诸神神诞庆祝，都可以在这里举行。文昌宫院落

的另一侧则是财神和送子观音殿，殿内摆了几张麻将桌。正中文昌殿

内则挂有“善男信女老年活动场所”，实际上是给村里“洞经会”活动用

的。洞经会是文昌宫重建的主力，也是文昌宫无可争议的“服侍人”，

即负责文昌宫香火、维护、仪式节庆，并有权支配香火收入。洞经会平

时的聚会以及庆贺诸神诞辰的八大会期都可以在此处展开。平时，有

老人在文昌宫里闲坐、聊天、打麻将; 遇神诞日和村中红白喜事，村民又

在这里忙忙碌碌。文昌宫作为村民主动建设的“公共空间”，生机勃

勃、功能众多，它的热闹和井亭广场的冷清构成了巨大的反差。

四、礼物作为宗教复兴动力

如前所述，莫斯的“礼物模式”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Z 村的故事。Y
家搬出文昌宫旧址的强烈愿望来自渎神的深深忧虑，因为“不敬神明”
是一项危及“发旺”的严重罪名。所以他们甘愿冒着失去宅基地的风

险“顶风作案”，迁到自留地上建新房。而全村签字画押，出具一份没

有法律效力的“担保书”，则生动地说明了这种观念并非个人迷信，而

是集体共享的宇宙观。这个看似极端的行动说明了一种强烈的本土观

念: 人与神只有占据不同的空间，才能维持正确的互惠关系，才有可能

为 Y 家和全村带来“发旺”。Y 家搬离旧址捐出地基，既是义务也是权

利，既出于自愿也迫于压力，既慷慨大方又充满算计。其行动的目的在

于“期待”，期待文昌宫的建成，期待自留地建房不受追究，期待自家将

来会“发旺”。这正是“礼物模式”所揭示的“社会团结”的基本机制。
重建文昌宫也说明 Z 村不仅是一个行政村，更是一个道德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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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尽管捐款是以每人 100 元公摊的，但在撰写功德碑的时候，则是以

家户为单位，以户主名义进行捐赠，未成年成员记为“学生”，成年女性

( 一般为户主妻) 除非守寡一般不记名，老年男女也基本不记名。显

然，庙宇与家户形成了明确的对应关系。最后，就连未参与捐款的五户

人家，也被列在功德碑中。这个细节说明，重建庙宇并非单纯的经济行

为、政治行为，甚至不一定是宗教行为，而是“社会行为”———旨在重建

社会，重新塑造共同体与神之间的互惠关系。重建庙宇实际上强化了

一个道德共同体———由家户集结成的村落正在重建一个理应敬拜文昌

的社会，所以要将没有捐款的家户记录在案，使共同体完整。这种“一

个不能少”的做法并非 21 世纪初 Z 村人的发明。我就曾在离 Z 村 10
公里的另一个村里发现一通乾隆年间的功德碑，也记录了那些拒绝参

与庙宇重建的家户姓名。Z 村将全村人士以家户为单位刻在功德碑

上，不仅表述了道德共同体的基本构成，而且还要将其永久保存，即与

历史和未来相关联。这同样是“礼物模式”所说的宗教的根本意义: 它

并非可有可无的个人信仰，而是世界理当如此的道德表述、“加持”社

会的根本力量。Z 村同中国千千万万村落一样，将这种力量以刻碑的

方式永久化，因为社会是永久的。
Z 村功德碑还记录了村外捐赠。他们也是以家户为单位，记录户

主姓名，同样体现了庙宇与家户的对应关系，只是这种关系还有主客之

分，即村外家户只是 Z 村文昌神的“客人”，而不是“佑下”( 文昌直接保

佑的家户) ，他们与文昌形成了“朝贺”关系。我曾提出，所谓“朝贺”关

系，指邻村有义务以客人身份参加本村庙宇的庆典 ( 梁永佳，2005:

90) 。此时，本村信众会通过“服侍香火”替神灵做“主人”，但他们一定

要向外人强调，你们不是我们的客人，而是“文昌帝君的客人”。这里

的主客关系，是另一种延迟性互惠关系，另一种“集体期待”，即双方的

义务是相互的，下次邻村庙宇有庆典，本村人士也应该去“朝贺”。因

此，功德碑里记录的村外捐赠同样构成了这种自愿又强制的礼物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村外捐赠者中包括了很多国家单位: 本村村委会、

邻村村委会( “社区”) 、小学、街道办，还包括几家位于大理市的国家单

位———州农科所、农村合作银行、市规划局、市“扶贫办”等。最显眼的

捐赠单位是负责推行这次“空心村改造”项目的镇政府，也就是 Z 村的

顶头上司。它捐款 1000 元，在各单位中捐款最多，而且直接使用“镇政

府”这个名称。国家单位来捐款如同邻村来“朝贺”，同样参与了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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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互惠关系的过程。以镇政府名义捐款建庙，说明基层政府并非机

械执行国家政策的代理人，而是试图做一个懂得人情义理的道德团体。
它和其他单位一道，实践了“礼物模式”所说的“礼尚往来”原则，形成

了互惠双方都理解并赞同的互动模式，这同样是“集体期待”。这个镇

政府曾将“空心村改造”计划落实为“井亭广场”，通过关联时间引导村

落“文明化”; 也正是这个镇政府，自掏腰包捐助了那个“击败”井亭广

场的“公共空间”。从拨款协助庙宇重建，到对自留地建房“睁一只眼

闭一只眼”，再到直接捐款建庙，基层政府令人叹服的妥协智慧和道德

担当，是理解村落宗教复兴的重要线索，也是理解“道德共同体”含义

的关键环节。一个地方政府不仅是讲法规的政权末梢，更是一个讲情

理的社会单位。这个“情理”，可以称为格尔兹( Geertz，1983 ) 所说的

“地方性知识”( local knowledge) ，也可以称为斯科特 ( 2004 ) 的“米特

斯”( metis) ，其核心是“技能”( know-how) ，是让社会互动能够发生的

实践知识。这被称为“懂得人情世故”，即礼物模式所说的“互惠”
动力。

家户在大理农村有基础性地位，地方仪式体系都是围绕着家户

“发旺”这个主题展开的。简单地说，家户的“发旺”有赖于它与外部的

仪式关系，包括合理的婚姻联盟、邻里的“老友”关系，但最重要的是与

村庙( 本主庙以及其他庙宇) 的仪式关系，表现为持续不断地向庙宇送

出礼物，并获得福佑。平时，村民与神灵建立关系的方式很简单，简单

到来庙里打理一下陈设、香火，甚至只是来打打麻将或者闲聊已经算是

良好的互动了。但在生老病死、婚丧嫁娶这些人生节点，家户与庙宇的

互动就复杂和严肃得多。家户必须派成员( 多为家中老年女性) 到村

里和临近的所有庙宇拜神、上香、放鞭炮、祈求保佑，甚至还要在庙里做

饭，与神灵共食。
庙宇同村民之间呈现了两种礼物关系，一种在于人神两方之间，另

一种在与神有关的人与人之间，是一种三方关系。人在祈求神的时候，

祈求的内容更体现了“礼物模式”所强调的延迟性“集体期待”: 如果神

灵保佑我如何如何，我将以如此这般的方式谢恩，这就是通常说的“许

愿”和“还愿”。当家户许愿、还愿的时候，其与神之间的互惠关系并非

“先定论”( predestination) 下的基督教上帝与信徒之间那种无条件的崇

拜关系，而是一种对神的“期待”。当然，愿望达成会使许愿者如约还

愿，而失望一般也无法怪罪于神，只能反省是否敬神未能尽善尽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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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礼物模式”所强调的，互惠关系并非简单的功利性互相利用，而

是一种彼此忠诚的解释体系和等级秩序。
由神确认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道德共同体的重要部分。家庭

成员、邻里、“老友”、仪式专家、莲池会、洞经会，都在团体内部和个人

之间形成了一个根据文昌神协调的关系准则，这同样是一系列义务和

自愿不分的关系。例如，当某家举行婚礼、丧礼、盖新房等活动时候，到

所有村庙和邻村庙宇烧香的人手一定不够。这时，懂人情的邻里、老友

都有义务代替当事家庭去这些庙宇敬拜，他们也有时间在庙里做饭与

神共食。这是一个与神有关的互帮互助制度，也是一个可以期待对方

将来也会如此的责任。
依托神来维系人与人的关系在“洞经会”上体现得更为清楚。洞

经会是遍布大理及西南地区的老年组织，一般仅吸纳识字男性成员。
传统上，他们是社区的道德楷模，言行都起到教化乡里的作用。他们认

为自己是文昌帝君的仆从，所用经文、降神仪式和音乐大都是敬献给文

昌帝君的，据说这些秘密知识正是由文昌帝君本尊在古代传给世人的。
以洞经会为中心，村民之间的关系也具备了一层道德含义，这在《重建

文昌宫碑记》里表述如下:

相传每年农历二月初三为文昌圣诞，六、九月的南、北斗会，全

村善男信女云集演奏古乐、诵经祈福，还有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诞

辰，学堂师生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从而文昌宫成为 Z 村人

崇敬关爱的圣地。( 摘自《重修文昌宫碑记》，2010)

以音乐和经文的形式庆祝文昌诞、孔子诞，并举行朝斗仪式，使得

村落生活与文字以及碑记中提及的“文明”发生了密切关系。这是与

“轴心时代突破”有关的表述( 艾森斯塔特，2005; Duara，2015: 3) ，即

村民认为文昌宫的重建符合“文明”秩序，有“超越性”，并希望文明代

言人( 即国家代理人) 认可这一看法。但围绕文昌洞经会同样存在“非

轴心时代”的“内在性”( immanence) ，①即那些满足村民日常生活需要

的知识、仪式，在碑文中语焉不详，但在生活中则不可或缺。洞经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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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存在大量降神、看香火、附体、降笔等秘而不宣的神秘知识，跟村落生

活中的生老病死、福佑命运密切相关，这也是该组织可以在村落树立权

威的理由之一。非轴心时代突破的人神关系事关村落福祉、家庭发旺，

即查尔斯·泰勒( Taylor，2007: 16 － 19) 所说的宗教的另一面———“人

的繁盛”( human flourishing) 。( 与大理人用的“发旺”一词多么接近! )

正是后者使得村落中的人依托洞经会发生了道德关联，用碑文的原话

说，正是对文昌的“崇敬”带来了村民彼此的“关爱”。“人—神—人”
之间的三方关系，也就获得了道德性。

五、结 论

本文叙述的两个空间的反差，并非不可以从“传统的发明”、“国家

与社会关系”或者“三色市场”理论来解读，但结果可能会失去对国家

自身超越性的认识，将“宗教”限制在预设的范围里。例如，如果用宗

教“三色市场”理论来看，文昌宫充其量只能算作“灰市”，而与它“竞

争”的井亭广场进不了宗教“市场”。文昌宫在三种理论视野中都会成

为村里独大的甚至唯一的宗教。宗教复兴的原因就只能归结为个人的

理性选择，或者归结为中国人对传统的天生喜好。本文所分析的众多

互惠关系很难纳入这些理论框架。问题在于，现有理论难免依赖一个

预先的“宗教”定义，却低估了识别“宗教”的难度，从而先验地将国家

排除在宗教景观之外，将其视为宗教的管理者而不是参与者。这种看

法会忽视国家的“宗教性”，无法解释为何“文明”可以成为“空心村改

造”项目的目标，更难以将“文明”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与当下的

场景联系起来。它们尤其难以解释，在这个故事中推行“文明”的国家

力量为何还会默许文昌宫的重建，不追究违反政策的举动，甚至以镇政

府的名义向文昌宫捐款。Z 村两种空间的塑造故事告诉我们，国家不

仅是宗教管理者，更是参与者，是一个道德主体。这是三种理论都没有

充分注意的问题。
重建庙宇需要“一个人发起，他要有完整的重建计划———需要较

强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能够赢得村民、捐助人和官员的支持”
( Goossaert ＆ Palmer，2011: 251) ，但真正的原因，则在于植根于村落生

活中的与神灵互惠的价值。本文的故事说明，村落中的行动者既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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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选择的个体，也不是喜好中华传统的文人，更不是与国家计划作对

的、有待管理的对象。他们只是需要有道德含义、使日常生活运转起来

的共同体。与多数中国农村的情况相仿，能让他们获得道德生活的符

号是一座国家不能“读懂”的村庙。在村民看来，这个村庙使日常生活

中的“给予”、“接受”、“回报”变得可能，使“礼尚往来”有所依托。村

民积极利用国家计划重建村庙，多方筹资兴建文昌宫，甚至冒险到自留

地建新房，加之他们对“井亭广场”的漠视，都分明在告诉我们，村落生

活中一直存在道德性，那就是与神有关的互惠关系。
这正是三种理论模式，尤其是“三色市场论”所忽视的。它们并没

有借鉴学界对中国社会的互惠问题所做的大量研究( 如葛兰言，2005;

田汝康，1946; 阎云翔，2000; 赵丙祥、童周炳，2011; Ji，2008; Kipnis，
1997; Palmer，2011; Yang，1994) ，而是将“宗教”还原成一个与政治、经
济截然分开的“社会现象”，将国家排除在外。汲喆( 2009 ) 在讨论“礼

物模式”时指出，宗教并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现象，而是现代性的核心问

题，它是一种对神或超自然力量的“负债”观。正是这种观念使互惠之

间的间隔( 或曰“期待”) 构成了社会生活的道德基础。以 Z 村文昌神

为中心，我们看到了大量以延迟性礼物交换为特征的“集体期待”机

制———人神之间、信众之间、家户之间、村落之间、政府与村落之间，等

等，里面包含着丰满的互惠关系。这是中国农村宗教复兴的根本动力，

也是现有宗教复兴理论大都没有触及的社会机制，更是一种要通过人

类学田野工作的“片段性”分析才能看到的机制。
回到开头提出的问题，在“空心村改造”计划以及类似的国家项目

中，为何会呈现空间利用上的反差? 是什么力量以何种方式促成了两

种空间的塑造? 对我们认识村落共同体有什么启发? 本文试图说明，

深入基层的国家项目，不管有多么美好的愿景，都需要与空间利用者的

“地方性知识”发生关系才可能奏效，否则就会出现 Z 村这样的空间反

差。在 Z 村，国家计划不能不说是用心良苦，村民的建庙计划也不能

不说是煞费苦心，两者也各有成果，促成了两种公共空间的塑造。幸运

的是，虽然国家项目无法在这里读懂村庙，村民也无法读懂国家的文明

计划，但具体的项目执行人与村民积极分子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共谋，

使得双方都相对满意地达成了目标。这种智慧在中国自古有之，也是

中外学者反复讨论过的机制。中国遍地开花的庙宇重建、宗教复兴，似

乎仍可以从促进共同体团结的超越性力量入手加以探讨，仍需朴素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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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上，因为这才是宗教复兴的动力源泉。或许可以

说，“空心村”只是物理上的空心，并非精神上的空心，中国农村还没有

失去重建社会团结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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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 control methods． In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and low-end services industry，
using method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the capital manages the workers'“hands”
through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nd the standardization，to de-skill the worker and to
share the surplus value of workers finally． As for the manager，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as representatives of the high-end professional status groups，the
capital has another set of logic． To achieve self-realization and self-investmen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human capital，to promote the self-management of workers in the high-end
service industry，the theory of human capital has become a powerful carrier of capital
control，and the personal value theory also promotes individual actors' self-discipline and
self-management behavior． By managing the“heart”of workers，capital can not only
make workers work overtime with less resistance，but also work overtime at lower costs，
or even without pay．

Moral Sociology

Temple Rebuilding and Communal Morality: Spatial Difference in the Z
Village of Dali Liang Y． Jia 92…………………………………………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Wenchang temple rebuilding during a“hollow village
resettlement”project． While state agents who implemented the project created a public
space to bring“civilization” to peasants，the villagers appropriated the project by
restoring an old temple，which immediately became the venue for a variety of communal
events．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temple rebuilding manifested the grassroots idea of
moral life，which rests upon proper reciprocities between humans and the gods，as well
as among humans in reference to the gods． This emphasis on gift paradigm explains why
villagers prefer the temple for public events over the space of civilization created by the
state in its developmentalist project．

Sympathy and Utility: David Hume's Moral Science Yang Lu 115……

Abstract: This paper explains David Hume's transition of methodology and metaphysics
from the context of the rise of moral science． The paper argues that facing the breakdown
of physical order of teleology，David Hume abandoned demonstrative science established
on tradition deduction but explored the regularity of human nature of the vulgar through
experimental method． His experimental exploration was not aiming at the deconstruction
of natural foundations of morality，but taking notions of morality as mental processes of a
vulgar nature in the common life． This will not only help to reveal sociology as moral
science，but also clarify the basic question，horizon and ethical concern of social
science，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ct and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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