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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近年来人类学、民族学研究对族群关系和民 族认同等问题极为关注。中国的民族

确认与族群关系呈现出一种动态。本文以贵州荔波县瑶麓的 青瑶为例, 说明民族认同的历史和现
实中的变动轨迹及其复杂关系。作者在此基础上提供了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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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成年人最明了地确认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时候? 是他用最经济扼要的文字在履历表上
填写诸如姓名、
性别、
民族、籍贯、
出生地点及年月……每一次填满履历表中的空格就是一次笔
者对自我身份的确认: 既向他人确认, 又在自我心理提示下的自我认同。这种对人对己的双向
认同的文字内容最为普通且没有任何歧义。谁不能书写自己的名字符号? 谁对自己的祖籍和
民族不稔熟得如照镜子一般? 然而, 这种最为寻常、普通的身份认同却常常推导出一个个令人
啼笑皆非的尴尬: 即自以为确认得勿需再多费一丝气力之际, 恰恰可能是最让人糊涂之时。对
人对己都如此。否则怎会有“
不识庐山真面目, 只缘身在此山中”那充满哲理的诗句流传呢? 目
前中国民族认同之情势多少有些类似, 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A ) 人们平时所说的“
某某族”
带有明显的一个时代政治管理和行政划分的需要, 所进行民族识别和身分确认也多从这个角
度切入, 因而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诚如法国人类学家雅克·勒穆瓦纳( Jacques L em oine) 所
说: “
在中国, 民族的族群关系变成一种政治事件, 成为维护政治团体利益的手段……这对一个
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国家而言不足为奇。
” 对民族作政治上的认同对国家政体来说无疑必要,
但只停留在这个层面却是不够的。( B ) 政治认同必然衍化出对“
他述”的强调, 某一民族的“自
述”
则被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他述”
更侧重于民族的总体( t ot ality ) 认同; “自述”
更侧重于民
族的某一村落、
支系, 甚至某一氏族、
家族等的个体( part icularit y) 认同。人类学理论近来越来
越倾向于对民族自述中个体认同的关注。值得一提的是弗雷德里克·巴斯( F redrik Barth) 的
观点, 他认为民族认同的终极依据应当为当事人自己。换句话说, 应当是某一族群中的人们根
据自己的族源和背景自己来确认。 巴斯的认同理论在人类学领域具有“
先锋”
作用。最近的有
关民族和族群的认同研究基本上沿着这条线索, 将投视点放在某一个民族或族群内部对自己
文 化的解释和运用上。 ( C ) 国内的民族学认同大都停留于“
静态”
, 侧重作历史的、
传统的分
析, 忽略了许多认同指标的变异和分化, 淡化族群间的“
临界作用”
( Boundaries) 。中国境内的
许多少数民族, 尤其南方迁徙性民族, 他们受地域生态的影响, 支系繁多, 语言复杂, 与周边族
群关系密切, 民族间的融合作用不断发生, 认同也自然不断地变化, 呈现“
动态”
之势。“
民族认
同的最重要的价值是与族群内部相关的一些活动联系在一起的, 而建立其上的社会组织也同
样受到限制。另一方面, 复合的多族群系统, 其价值体系也是建立在多种不同的社会活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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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 民族认同变化的因素或曰指标很多: 民族、
历史、
文化、传统、
国家等可归入背景化指标;
经济状况、
与周边族群的文化互动、
本民族支系间的关系、
主体民族的政策变化、
自然生态等可
归入基本指标; 氏族、
家族、血缘、
村落领袖、
宗教仪式、
风俗习惯等可归入个性指标。它们共同
对认同产生作用。

一
青裤瑶是 30 多个瑶族支系中的一支, 全部聚居于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茂
兰区的瑶麓乡, 位于东经一百零八度一分到一百零八度三分, 北纬二十五度二十五分到二十五
度二十八分之间。全乡共十三个村民组, 二百二十九户, 一千四百四十八人, 一律为瑶族。笔者
曾于 1991、
1995 年两度到瑶麓乡作了为期三个月的田野调查。由于青裤瑶是独支, 与其他瑶族
支系几无往来; 就在同一个区内还有另外两个瑶族支系——白裤瑶和长袍瑶, 且居住得很近,
青裤瑶距长袍瑶的居住点大约八公里, 距白裤瑶居住点也才十五公里左右, 但相互间并无往
来, 至多只停留在口头上“他们是我们的兄弟”
的层面。相反, 青裤瑶与其周边的民族, 比如苗
族、
水族等反而交往甚密。若以距离来看, 苗族与瑶麓和长袍瑶与瑶麓的村落间距差不多。但
青裤瑶与苗族不仅在口头上互称“
兄弟”
, 而且在田土、
洞葬、
碑文等在历史上都有瓜葛。
青裤瑶
语言与当地的苗语有不少可互通。生活习惯也更近。对于这样一个瑶族支系, 他们的民族认同
是在什么语境( co nt ext ) 中作出的? 其语义在不同的语境中又有什么差异? 费孝通先生一直主
张民族问题的个案研究。
他说: “由于我们的许多民族一方面具有他们的共性, 另一方面也有他
们的个性, 所以我们认为必须从‘
解剖麻雀’
入手, 树立类型……。
”
瑶麓社会自古以来没有文字, 一个不大的村落就有六个姓氏: 覃、
欧、
卢、常、
莫、
韦( 包括上
韦和下韦) 。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谈及族源, 有的说来自湖南, 有的说来自广西, 有
的甚至说来自新疆, 有的则说土生土长……。
更让人迷惑的, 同一姓氏还有不同的说法, 认为他
们来自不同的祖源。上韦、下韦就是如此。对于这样的情况, 按一般的做法, 是将不同的“
祖源
地”
一一罗列。问题在于, 这种类似公安局户籍式的调查与民族学、
人类学有着本质的差别。我
们不独要了解某某姓氏的祖籍地, 更要了解这些来自四百八方的人群为什么聚到一起, 怎样聚
到一起, 他们凭什么组成一个瑶族共同体, 依据是什么等问题。
不言而喻, 做这种学术努力相当
困难。1942 年, 著名民族学家岑家梧先生骑着毛驴到瑶麓调查时, 一定也遇到这个棘手的问
题。结果他避而未谈。 为了避免先入为主的价值设定, 我们对瑶麓六个姓氏的“
祖源”
分别进
行访谈, 受访者大都是各姓中德高望众的长者, 听听他们自己的说法。
卢正德等人口述: 我们卢家原本不姓卢, 姓张, 汉族人。我们祖上给县衙当长工。一次张家
的一个长工无意踩伤了县官的儿子, 张家兄弟俩连夜出逃。县衙官府四处张贴布告辑拿他们。
兄弟俩拼命逃生, 途中见一老铁匠正在打铁, 风箱把炉火吹得通红。
兄弟俩向老汉讨水喝, 喝水
间老汉问及姓名, 哥哥情急之中, 见铁匠铺的炉火, 顺口说出“卢”
姓。因惧官府辑拿, 他们决定
改张姓为卢姓。不知跑了多久, 他们来到瑶麓, 寨子里的人对他们不错, 当时村寨里只有覃、
欧
两姓; 兄弟俩就分别到覃、
欧两家去当长工。从此就在瑶麓住下来, 后改为瑶族。
常高元等人口述: 大约在 250 年前, 我们姓常的住在水庆( 现水庆水族自治乡, 距瑶麓五公
里左右——笔者注) 。我们姓常的几家发展很快, 田地不少。当时水庆的一些人与外村寨的人
串通起来, 想把我们常姓几家斩尽杀绝, 分得我们的田地和钱财。
在他们动手的那天, 我们事先
听到了风声, 于是借着夜色就逃出了村寨。然而, 当天我们常家有一个小伙子恰巧到邻寨去“
谈
姑娘”, 常家人在出逃时找不到他, 只好走了。据说他们在出走时将银两匆匆埋在村外的山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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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第二天, 那个到邻寨“
谈姑娘”
的小伙子在回家途中听说前一天晚上发生的事, 便不敢回去,
到处躲藏, 最后在瑶麓村边立足。我们现在几户常姓就是那个的后代。听说哪些跑出去的常姓
后来还两次派人回来取他们当时出走时埋下的银两, 并留下口信, 如果那个姓常的当时得以活
命, 让他的后代去找他们。瑶麓的常姓也曾去寻找过, 至今双方还没有联系上。我们祖先是什
么民族我也不知道, 也许是水族, 也许是瑶族。
韦木高、
韦秀友等人口述: 我们韦姓氏族传说源自湖南, 后经江西分支。他们经过千回百
转, 到达荔波尧排。在尧排一段时间后, 沿三路分流: 一路往恒丰, 一路往水维, 一路往瑶麓。如
图:

早年往水维方向去的, 后大都成了苗族, 仍保留韦姓。当时在水维乡有苗族, 有水族, 在民族确
认( 即解放后进行的民族识别) 的时候, 因这些来自尧排的韦姓既能讲苗语, 也能说水族语言,
他们中也有一部分现成为水族。往恒丰的那一支大都成为水族。往瑶麓的这一支很复杂, 其中
又有一部分人到了姑尝。80 年代末, 居住在姑尝的一户水族传来消息, 说在姑尝发现一块石
碑, 石碑上镌刻着文约, 记述了现属于上韦韦姓的部分田地和一条三米宽的溪流。这似可说明
在姑尝的这户水族与现在瑶麓上韦的瑶族原系同族。
往姑尝的韦姓中后又有一些迁到白岩角,
终因人少势薄, 被土匪几次打劫后, 搬回了瑶麓大寨。在搬回来的这些家户中, 除韦姓以外, 还
有潘、
吴、
陈等姓, 据说都是汉族。
吴、陈两姓过了些时候又般走了, 潘姓则留了下来, 改为韦姓,
成了瑶族。
覃廷生、欧木安等人口述: 覃姓最早并不姓覃, 而姓谭。祖籍江西。何故迁到贵州, 其中有
一悲惨故事。几十辈以前, 江西遇到一个大旱灾。人们没有东西吃, 只好上山挖草根、
剥树皮来
吃。官府又天天来要债。人们被逼得走头无路, 只好纷纷去逃荒。当时有一户姓谭的人家, 阿
爹叫谭播, 阿妈叫欧梅。都是贫苦农民。他们生了三男两女, 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一天, 谭播把
三个孩子叫到跟前说: “
如今这世道, 种田人没有饭吃, 爹妈养不活你们, 你们还是跟大伙一块
去逃荒吧。
”
兄弟仨挥泪告别亲人, 离开家乡向西走去。他们经湖南到达广西来宾。三人实在走
不动了, 年纪最小的谭朵发对哥哥谭朵扛、
谭朵印说: “我不行了, 你们自己走吧。”
兄弟仨抱头
痛哭。
朵印说: “
我们谭家的人太苦了, 我真不愿姓谭, 干脆把‘言’
字去掉, 改姓覃吧。
”
三人一致
同意, 当晚对月亮磕头改姓。
第二天, 朵扛、朵印找了一户好心人家将弟弟安顿好, 继续往前走,
最后到了瑶麓, 兄弟俩分别与青裤瑶姑娘相爱, 落户成家立业。
莫银清、韦秀友等人口述: 莫姓祖先从广西迁来。在广西时, 莫家是穷人, 居住在山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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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属什么民族不清楚; 也许是壮族, 也许是瑶族。
不知何年何月, 莫家的一个公带着四户人家
来到瑶麓。因人少势单, 不敢进入大寨, 只好在山脚下搭草棚。自他们进入瑶麓地界, 寨里的公
鸡都不打鸣; 大寨的人才叫他们搬进村寨。莫家在瑶麓的四户中有三户只生女孩, 不生男孩。
随
着女儿长大出嫁, 加上遇到灾荒, 三户绝了, 独留下一家。现在瑶麓的两户莫姓就是从这一家的
两兄弟分出来的。
欧家的祖源不详, 有的说是外面迁来的, 有的说是土生土长。
笔者将这些口述材料与荔波县志中的记述进行对比, 发现二者大致吻合。
兹将六姓的统计
材料分列于次:
姓 氏

韦

原籍

江西

户数

3295

人 男 7737
口 女 8091

姓 氏

卢

备

注

姓

荔波 韦姓 中 有汉、瑶、水
等, 都说来 自江西。现 瑶
麓韦姓为瑶族; 阳安等 地
的韦 姓为 水 族; 水 利、玉
屏等地的韦姓中有壮、汉
族。

备

欧

备

注

原籍
户数

注

547

人

男 1152

口

女 1242

姓

原籍
户数

氏

氏

余

属

常

本

备

地

注

原籍
314

人 男 614

除瑶麓的卢姓为瑶族 外,

户数

其余均为汉族。属本地。

人

男 284

口

女 312

口 女 607

姓 氏

覃

原籍

江西

户数

2457

备

注

姓

136

氏

水族。

莫

原籍

湖北

西, 明 代太 和 移至 荔 波。

户数

2787

人 男 5670

除瑶麓覃姓为瑶族外, 其

人

男 6035

口 女 5999

余均属本地。

口

女 6042

覃姓始祖江西从戎, 自 广

除少数 为瑶族外, 其余为

备

注

荔 波不 同 的地 方之 莫姓
祖 源 有湖 北、山东 二说。
但 并未 注 明莫 姓中 有瑶
族。

族源、
祖源构成民族认同上的一项重要指标, 尤其对那些迁徙性无文字民族而言更显得非同一
般。
从本民族口传历史和他民族文字材料的比较可以看出, 原始青裤瑶的民族成分具有多栖性
和多重性, 认同方式也具有多栖性和多重性。

二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青裤瑶在对其族源、
祖源的认同上具有明显的“情境对象化”
的变
异性, 即在不同的情境中对待不同对象的认同不一致。首先, 现在瑶麓社会的所有姓氏都认为
他们是“
瑶族”
, 这种民族认同( Et hnic ident it y) 作为一个独立族群具有整体对外交流上的必要
性。主要功能在于确认“
我者/ 他者”的关系, 以便在与其他民族发生利益冲突时产生独立族群
的整体力量。这与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发生冲突时, 国家认同上升到首要位置相类似。“
汉
奸”
之所以被中国人所唾弃, 就是因为在国家和民族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发生冲突的情境中, 他
们 放弃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整体性认 同而对敌对方产生认同。人类学家 安东尼·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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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 hony Co hen) 在阐述族群整体认同的必要性时用了这样一个比喻: “
我们是同一个家庭,
我们都在同一艘船上。” 青裤瑶在历史的几次“
特殊情境”
中曾发生过较大的族群整体性认同
和行动, 兹举两例于次。
例一: 荔波县栖居着汉、
水、布依、
瑶、
苗等民族。谁是那里最早的居民, 则各执一辞。瑶麓
盛传“
先有瑶, 后有朝”, 一直认为自己为当地的始祖。历史上曾发生过水瑶之争。有一段传说
故事, 在瑶麓社会的所有姓氏中都耳熟能详。
说是水族和瑶族因谁是荔波土地最早开发者的问
题争执不下, 最后以“
神判”的方式来解决。双方派出各自代表, 到一个具有神灵的“
白石岩”
前
去喊话和射箭。如果谁喊得白石岩“答应”, 谁就是土地最早的开发者, 土地就归谁所有。如果
谁能将箭“
射进”
白石岩, 山就属于谁。水族人事先派人躲到白石岩后, 又在箭头上涂有粘膏。
“
神判”开始, 当瑶族头人喊山时, 白石岩寂然无声。
水族头人喊山时, 躲在洞内的人就回答: “
土
是水族的! ”
轮到射箭比赛, 瑶族人射出的箭纷纷落下, 而水族人射出的箭却粘在了白石岩上。
瑶族在“
神判”面前输了, 虽断定其中必有蹊跷, 一时又无法查实, 且有诺在先, 只好搬离荔波、
水尧等地, 移居瑶麓。
象这样的传说故事, 人们相信其所有细节并不完全具有历史的真实性, 但
叙述的主干情节是真实的。潘一志先生于一九四三年编纂的《荔波县志资料》中说, 瑶麓乡的瑶
族原居于水尧、
水庆、
瑶庆等乡, 因与布依、水族发生冲突, 最终放弃原居地聚于瑶麓。
例二: 国民党统治时期, 政府曾多次下令禁止青裤瑶穿自己的民族服装, 甚至派童子军在
茂兰、
荔波, 见瑶人穿自己民族服装就强行剪破。青裤瑶民群情激愤, 誓死保护自己民族服装,
他们以各种方式予以抵制。并获得了成功。笔者收集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一些文告, 可惜民国
初期的那份强令瑶族改装的文告未能收得, 但一份签于民国二十八年的文告足以说明:
荔波县政府布告
查

民今初受政府德化, 关于风俗习惯应逐渐改良。兹姑准暂不剪发改装, 但须遵章

入校读书, 贫家子弟须读夜书。至瘟毙之牛不准上场售卖, 照章亦不准收税。合行布告一
体, 知照。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县长: 陈世宇( 盖章)
显然这个文告是针对以前曾颁布的有关强令瑶人改装剪发, 遭到强烈抵抗后不得已的绥靖政
策。可想而知, 青裤瑶当时是把保护民族服装视为捍卫民族尊严来对待的。
这两个例子说明, 当一个民族在遇到其整体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 民族性认同成为第一指
标, 它能造化出一种特殊的“
能量”
。但“
特殊情境”
并非经常出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青裤瑶
更倾向于作“氏族性认同”
。这一点与其他一些瑶族支系明显不同。比如盘瑶, 他们就相信那是
一个族群整体认同感比较高的一个支系, 其文化传统、
风俗习惯、
价值体系等相对都比较统一。
有与之相关的“
盘瓠( 护) ”
神话传说, 有传播极广的文本《评皇券牒》
( 也有称《过山榜》
) , 汉族典
籍中还有不少旁证; 甚至还有一些可作凭证的文物实料; 有迄今广为流传的“
盘王节”
; 有盘瑶
不食狗肉的习俗等。更重要的是, 他们在对自己祖源在口传上具有相当高的一致性, 这些都构
成族群整体认同的前提。可惜, 这一切在瑶麓社会都不存在。调查结果表明, 青裤瑶的民族成
分很复杂, 没有一个共同的祖先, 各姓氏之间的风俗习惯不尽相同, 比如六姓中有五姓实行洞
葬( 即将棺柩置于山腰的大石洞里) , 常姓则实行土葬。
再比如, 六姓中有四姓住宅( 瑶麓大寨各
姓氏都集居在一起, 具有明显“
各自为政”的居住模式) 前有“
石菩萨”( 由石头垒成, 有人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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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象征氏族祖先, 在节庆时同一氏族要进行祭祀活动) , 常、
莫二姓却没有。在六个姓氏中, 象
常、
莫、王等小的姓氏在历史上也曾被其他大姓“
欺负”
过。常高元说, 他们刚到瑶麓的时候, 什
么也没有, 没有山林, 没有土地, 人死了没有洞葬, 其他姓氏把他们看作外人。只是后来土匪经
常来打劫, 各姓氏才认识到大家需要团结起来, 共同抵抗土匪。他们常姓才渐渐好起来。莫家
初来乍到时, 就不被准许进入大寨, 他们只得小心翼翼地暂栖于远离大寨的山脚下。因莫家的
到来, 致使整个村寨的公鸡不啼鸣, 而当地人认为, 这是不祥之兆; 莫家遂被赶来赶去, 最终才
被接纳到上韦居落。至于卢姓, 诚如口传故事所述, 弟弟先到欧家当长工, 倍受欺侮, 活得干重
的, 吃的则是残羹剩饭。后来他们投靠覃家, 受到礼遇。他们感恩戴德, 便借覃家村口一块地搭
屋盖房。无怪乎在瑶麓的语言中, “卢家寨”
被叫作“
村口寨”。因此, 我们倾向于认为, 青裤瑶并
不是一个单一瑶族成分的族群( et hnic gr oup ) , 而是一个含有多种民族成分的人群共同体; “瑶
族”
仅仅是这个人群共同体在特殊情境中需要进行“整体性认同”
时的一个标志和符号, 在更多
的情况下, 在瑶麓的社区活动中, 氏族性认同更为普遍。这一点与其他瑶族支系有所不同。
人类学认同理论表明, 任何大范围、
高层面的认同大都建立于“
基层认同”
之上。人类学认
同理论其所以越来越呈现出对具体的单位( unit s) 和个人( individuals ) 活动的重视, 根本原因
乃是这些最基础的活动在现代社会中所体现的价值越来越显著, “能量”也越来越大; 它对传统
的、民 族的、文 化的 认同的 影响也 越来越 直接。特 别是族 群或 社区领 袖们 的“异常 行为”
( deviant behavior ) 往往可以对传统的价值体系起到决定作用, 对社会和文化变迁产生影响。
霍里曼( Jo hn J. Honigmann) 认为, 异常行为由三种社会文化条件和个性化因素所引发, 换言
之, 异常行为是社会文化条件的结果。即: ( A) 未能达到正统形态文化价值的目标。( B) 超越了
正统形态文化价值的目标。( C ) 异常行为在正统形态文化价值的目标范围内, 且易于被学习和
接受。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独立封闭的社区格局越来越成为不可能, 民族与民族、
区域与
区域、
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各种交流活动加剧, 个人的“
异常行为”
对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的作用
大大越过往常。而其对民族认同的改变也非同往常。因为这些个人行为往往包含着革命性因
素, 对传统的价值体系具有强烈的“
冲击”
和“
碰撞”
作用, 同时也是这些独立的个体发生文化人
格裂变的过程。正如安托尼·华莱士( Ant ho ny F. C. Wallace) 所说, 这些变化可能更为激烈地
体现在社区中个人的文化人格上的裂变, 以调节、
调整他们自己的能量和本能性冲动来适合自
己的文化传统。
之于瑶麓社会, 一些源自个人的异常行为经常导致整个社区的文化行为发生改变, 进而产
生认同上的转变。如上所述, 在国民党统治时期, 政府曾下令青裤瑶改装, 使得瑶麓整个族群产
生强烈的“
反应运动”
( r eaction mo vem ent ) , 以抵抗来自外族的压迫, 最终成功地保护住了自
己民族的服装。
然而, 解放以后, 共产党并没有强行让他们改装, 现在我们却看不到青裤再穿自
己的民族服装了。何以产生这种变化, 主要原因就是社区首领的“
异常行为”
所致。欧木安是瑶
麓乡历史上可知出任过的最高行政长官。解放初期他出任瑶麓乡乡长, 后做过茂兰区党委书
记。曾作为少数民族先进代表去过北京, 并见过毛主席。还到贵州民族学院、
西南民族学院等
高等学府进修、
培训和学习。由于他世面见得多, 文化程度高, 工作能力强, 与各民族干部接触
频繁, 逐渐发现本民族那种留长发, 着繁杂服装不合时宜。50 年代中期, 他回乡工作时, 刻意将
自己的头发剃短, 身着汉装。当时村寨里的人们议论纷纷, 认为他忘本。但由于欧木安是瑶麓
领袖、
权威的化身, 尽管他的异常行为已超越了传统文化价值的目标, 人们除了在私下议论之
外, 并不能对他构成任何伤害。一段时间以后, 议论的人少了, 人们开始觉他的衣着很方便, 就
有少数人模仿。先是男人们剪掉了长头发, 接着改了装, 最后扩大到了整个村寨。今天, 青裤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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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也不容易从其服装上找到民族的认同感了。
此外, 那些到外面去读过书的、当过兵的、
为过官
的人回来以后, 地位、
身份、年龄、
婚姻、
受教育程度、接受异族影响等各项指标都在变化, 他们
文化 人 格 也产 生 了 裂 变, 并 会 表现 在 行 为 上, 最 终 导 致 文 化 的“指 导 性 变 迁”( direct ed
changes) 。文化指标的变易, 必然要反映到民族认同各层面的变异上。

三
民族认同的变异与族群与族群“临界作用”( t he boundary of et hnic gro ups) 有着密切的关
系。“
而我 们必须对 社会临界 作用予以 充分的重 视, 因 为双方 拥有‘边界 重合’( territ orial
” 在田野调查
co unt erpart s ) 。一个族群维护其认同必须要考虑到双方人员的互动情况……。
中, 我们不仅要注意一个族群的内部情况, 还要注意与之发生关系的另一族群的背景。传统瑶
族是一个迁徙性游耕民族。过去, 他们“
随山散处, 刀耕火种, 食尽一山则他徙。
” 民族迁徙不
是简单地从一个地域空间转移到另一个地域空间, 更主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与其他族群所发
生的互动关系。
瑶族之所以有那么多支系, 相互间的文化差别如此之大, 民族认同如此复杂, 最
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长时间的“小单位”移动中与其他族群产生“临界”的互动作用, 以致于在有
些情况下, 某一个民族的“
小单位”
( 如支系) 虽在某一个符号下作“名份”上的认同, 而在文化的
某些“
质”
上却作了更接过于另一个族群的认同。特别那些相对比较封闭的小规模社会( smallscale so ciety ) 更为突出。无怪乎人类学家在做调查的时候很重视分析单位( unit of analy sis) ,
如村落、社区之间的同质性( ho mog eniet y ) 与异质性( heterog eniety ) 的选择, 并注意临界双方
的作用和对认同产生的影响。
弗里德曼( M aurice Freedman ) 在谈到认同与同质性等问题时说,
当我们将一个社会当作同质的单位, 就意味着这个社会的成员具有许多相关文化认同的东西:
说共同的语言, 崇信同一种宗教或信仰, 道德体系、族群模式、经济行为、生活方式、政治观念、
意识形态等重要指标都有一致的认同。尽管我们所谈的认同和同质性经常是就血缘关系而发
的, 但由于亲属中的社会和经济状况不尽相同, 建筑在亲属关系( kinship) 上 的相同世系群
( lineag e) 和群体中的人们也会有所差异。 事实上, 今天人类学所讨论的认同定义和范围已经
超出了弗里德曼过去的设定, 但弗里德曼、巴斯等人关于族群之间的“
临界作用”、
“
分析单位”
的设制、
“
同质性与异质性”等对认同理论所产生的影响很大。
认同有多种层面, 有在一个民族的名义下所作的民族认同; 有在一个社区范围内的族群认
同; 有氏族认同; 有血缘关系血亲认同; 有亚族群( sub-ethnic group) 认同; 有社会地位认同; 有
由于性别差别所产生的性别认同; 有同一年龄造成的认同; 有受到相同或相似的教育程度上的
认同; 有对同一种语言的认同; 有对相同服装的认同等等。而不同层面的认同首先是在对同质
性的强调之下方可做出。
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族群与其周边的族群的“
临界作用”
和相互关系中
的“
同质性”
就成了认同的重要依据和指标。比如传统瑶族的那种迁移性生活方式是何时向定
居性生活方式转变的呢? 这与其生产方式的转变息息相关——即从以游猎生产方式向农业生
产方式过渡。农业进入瑶麓是很晚的事。据当地老人们说, 他们从事水稻耕种不过两百年的历
史。文献也有相似的记 录: “
荔波瑶麓、茂兰两支瑶族, 于明末 清初开始从游耕游猎转 为农
业。
” 这与上面所提到的“水瑶土地之争”的故事颇为一致。从青裤瑶的生产工具来看, 瑶麓社
会除了其打猎工具比较精细以外, 其他农业生产工具都很粗糙, 犁耙、
锄头、
镰刀等工具都是从
周边的汉、
水、
布依等民族那里学来的。
因此, 在农业生产方式的认同层面, 青裤瑶与周边的水、
布依等民族具有了“
同质性”
。据我所知, 有些瑶族支系, 如迁到印度支那半岛的一部分勉瑶
( M ien) , 他们栖居高山, 从游猎向农业的果林种植转型, 而不是向水稻种植转型, 所以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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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上与瑶麓大不一样, 在这个层面上他们已经无法认同了。再比如, 在同周边族群的交往中,
青裤瑶与同地区苗族的关系远比与同地区的白裤瑶的关系亲近得多, 这听起来似乎很难以置
信, 可事实确实如此。究其原因还是“临界关系中的同质性”
所致。青裤瑶、
白裤瑶虽都属“瑶
族”
, 然而具体到这两个支系而言, 他们既找不到对“祖源”上的一致认同; 又缺乏历史上的交
往, 血缘、
亲缘、
语言、
服饰等都没有“同质性”
, 所以双方都不亲近。相反, 青裤瑶, 尤其是上韦的
韦姓将水维的苗族当作自己的亲兄弟。究其原因, 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 双方在口传的“祖
源”
上认同率极高。传说他们从尧排分出去以前是一家人。其次, 有相同的洞葬习俗。现在瑶
麓的山上还遗留着一个“
苗族洞”
。八十年代中期, 水维有些苗族村民参加修建公路, 曾到打里
( 瑶麓的一个自然村, 距大寨三里路) 来“
扫墓”
; 打里现在还遗留一个苗族的葬洞。上韦和打里
人都把苗族看作“自家人”
。再次, 青裤瑶所讲的语言有许多词汇与当地的苗族语言共通。而这
一切又导致双方的交往比其他来得频繁。如果我们将这些看作是两个族群“临界关系同质性”
的指标, 那么双方因此作出文化上的一些认同便成很自然的事。
而许多在同一个民族名目下的
不同支系, 他们之间或许迁徙时间、路线等的原因, 尽管可能祖源相同, 由于诸因素的变化, 最
终导致在认同上的距离, 甚至有些层面的认同已经消失。笔者在法国留学时, 曾对法国的勉瑶
进行过一段时间的调查, 发现勉瑶内部的许多认同层面在发生变化。
比如不同年龄段的瑶人的
民族认同不一致, 相互之间形成一定年龄层面的“
亚文化”
( sub-cult ure) 认同。亚文化虽然是文
化的分支组成, 却有自己的独特性。亚文化社群里的成员具有一些别于主体文化体系的价值、
规范, 他们建立自己独特的自我形象, 有自己的沟通和认同方式。 老年人讲本民族语言, 着本
民族服装, 唱本民族古老的情歌, 保持本民族风俗习惯; 年青人讲法语、
唱摇滚音乐、穿时髦衣
服、
驾小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有些年青人已经不会讲瑶话, 甚至个别人已不再认为自己
是瑶人了。美国的瑶人中有不少已经改信了基督教。这种剧烈的认同变异虽没有在瑶麓出现,
但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民族文化素质指标的变异加快, 认同的变异也在加快。比如瑶麓社
会的“
亚文化”
认同已经凸现, 表现在一些外出读书( 包括在县城读高中、外地读中专和大专) 的
年青人群体, 这些人数并不多, 可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力极大。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里弗·格尔兹( Cliff ord Geertz) 曾精辟地指出: “
民族的认同事实上
是一个群体面对某一种社会经验的类型而进行的策略性的调整和适应。因此, 总体上说, 在文
化和社会的关系中, 民族认同——或更准确地说, 象符号表达这样的认同——能被作为社会经
历的‘
模式’来看待”
。 对于象瑶麓这样的小规模无文字社会, 传统的较为稳定的文化认同是
通过其特有的文化传承方式获得的。那么, 这些过去较为稳定的文化传承的方式又是什么呢?
除了祖祖辈辈的口耳相传 以外, 仪式和符号成了另一种保持文化传承和认同的方式。如上所
述, 瑶麓社会的最基本认同为姓氏认同, 六个姓氏各有自己的山林、自己的田地、自己居住地
盘、
自己的菩萨( 莫、
常两姓没有) 、自己的洞葬( 常姓没有) , 即使是一个大的公有葬洞, 不同姓
氏的位置是不同的。每个姓氏又有自己传说中的不同祖宗。在这样一个以分化式认同为基本
单位的人群共同体中, 什么是大家共同的价值目标, 什么是某一姓氏或家族的价值目标, 在长
时间的历史演变中已经形成了瑶麓的特有模式。反映在一些仪式中最具特点。比如“窝厦”
仪
式就是如此。仪式定于“
卯节”
后的第十三天进行。具体的做法就是杀母猪。“
窝厦”
原是一位
女始祖神, 她具有丰绕、
生殖功能。人们祭供她是为了祈求来年五谷丰登。祭供时要宰杀一头
至少生过三胎猪崽的老母猪。
参加祭祀的人由各姓氏代表和事先推举一位“
厦头”共同组成。
具
有象征意味的是, 参加仪式的代表都是男性, 他们身着不同颜色的服装, 有青、
红、
白、
黄、灰、
绿、
黑等, 每一种颜色代表六个不同的姓氏。仪式中, 每个人都站在不同的方位, 代表各姓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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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地和山林。整个仪式既让人体会到瑶麓社会的共同体性质, 又明显地感受到六个姓氏的组合
意义。从而产生特殊的认同感。在瑶麓社会, 许多符号性表述, 如石鸟、
木鱼等都给人以强烈的
“
共同体/ 氏族”
结构性认同。
民族需要认同, 族群需要认同, 氏族需要认同, 人也需要认同。认同是对一种文化价值的确
认, 是一个行动诉诸的前奏, 因之是一种“
能量”; 虽然它经常表现在认识层面, 但它对行动具有
直接的引导作用, 所以这种“
能量”
可以转化为各种有形的效益。在现代化进程中, 人们会随着
各项因素和指标的变化而产生认同上的变化, 关注认同语境的变化并争取其朝有利于社会方
向发展, 这不仅是学者们所要研究的, 更是政府决策者们所要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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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s of Language Context in Ethnic
Identif ication and Its Multidimentional Development
—— An Investigation on a Y ao Case
Peng Zhaoro ng
( T he Anthro polo gical Research Instit ute of Xiamen U niversit y )
T he int er-ethnic relat ions and et hnic ident ificat ion in China , w hich ar e dynamic, have
evoked a heat ed discussion in ethnolog ical and anthro polo gical st udies recent ly . T he t hesis
st at es t he hist ory , t he t rack o f it s chang es and t he complicat ed relat ions of ethnic
ident if icat io n w it h the example of Bl ack Yao in Yaol u, Libo count y , Guizhou province .
Besides, the aut ho r provides some new interpret at ion on t he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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