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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祖宏

一代学人卓著的贡献，不只在于专业

领域里严谨质实的建树，更在于学术范式

和精神带来的启示。有幸的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王朝闻先生主编《中

国美术史》的过程中，经常邀请钟敬文先生

参加编撰研讨，我也曾在两位先生之间传

递信函，交流学术观点，并有机会到北师大

的小红楼聆听钟先生有关民间美术方面的

教诲。钟先生在《中国美术史》编纂研讨会

上强调民间美术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作

用，并给拙著《中国民俗剪纸图集》题写书

名，勉励年轻人要关注国家民间文艺事业，

先生的教诲使我受益良多。多年来，我的

案头一直有钟先生的《民间文艺谈薮》，激

励我在民间文艺领域积极探索，对我在民

艺的学习、思考和研究有很多的启示。钟

敬文不仅在中国民俗学有开创之功，其影

响更超越了学科的阈限，在民间文艺学、民

间美术等领域有深刻的创见。他强调民间

美术作为一个庞大的体系本身就是民俗，

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精神世界发挥了重要

作用。他树立了从本土文化现实出发构建

学科体系，从学术高度剖析求解文化命题

的典范，带来的启示是深远的，引领我们尽

己之力担承文化与学术的使命。在钟先生

诞辰 110 周年之际，撰文以记之。

“中国民俗学”的奠基人

“民俗学”（folklore）在英国创立的原意

为“民众的知识”，目的是适应英国城市化进

程以及殖民需要，研究文化较低民族的文化

或保留于文明民族中无知识的东西。20 世

纪初民俗学传入中国，研究目标被转化为开

掘民众文化的精神财富。民俗学在传入中

国之初即确立了中国的文化立场和现实目

标，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文化启蒙的关口，其

研究目标在于认识民众的生活和欲求，并实

现社会的改良和历史的发展。

将民俗学的中国立场和文化使命不断

推进并深刻阐扬的正是钟敬文。他不仅在

自己的学术研究中求解中国的学术命题，而

且明确提出了“建立民俗学的中国学派”的

构想。

钟敬文从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和

积累出发，在理论民俗学和记录民俗学之

外，提出历史民俗学研究。他认为仅就中国

文学而言，即有古典文学、俗文学和民间文

学三大干流，其中古典文学有民俗文化的要

素，可引入实地考察、以今证古法等民俗学

方法加以研究。从国家的文化基础出发开

展民俗史研究，是“对综合或者单项的民俗

事象的历史的探究与叙述，包括通时的或断

代的事象的探究与叙述”，以及从文献中搜

集资料，对资料进行辨伪、考订，再用唯物史

观对所描述出来的事实进行分析综合，从而

了解民俗学的起源与演变过程，了解前人在

民俗学发展过程中所作的工作，总结出民俗

学发展的一般特性。因此，与之相应，“民俗

学史”也成为“关于民俗事象的思想史、理论

史，也包括搜集、记录、整理和运用它们的历

史。这无疑是从本土文化现实出发，构建学

科体系，开展学术研究的生动范例。特别是

在我们大规模引进西方现代知识体系和学

科构成系统之际，如何观照本土的知识基

础、文化积淀和社会现实，如何构建有自身

根基和命脉、有自身生命力的学科体系，具

有重要意义。

同时，中国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

族国家，有许多民族属于跨境民族或跨界民

族，而且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活态的古老传

说、史诗和仪式生活等濒危性更加突出，亟

须加强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钟敬文提出

“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思想，不仅关注汉文

典籍以及以中原农耕社会为主的民间文化，

而且重视汉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民俗学，包

括渔猎、游牧、稻作、旱地灌溉和刀耕火种等

不同的文化类型。在其《民族志在古典神话

研究上的作用》等研究中，即践行了这样的

学术思想。中国的民俗学研究需从中国历

史文化发展的基本国情出发，建立广泛的国

际联系，并坚持跨文化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方向，充分认识到民间传统文化的濒危性和

搜集工作的迫切性，推动少数民族口头传统

等抢救整理与研究工作，走开放式的学科建

设道路。

正是在这样深刻研究实践的基础上，钟

敬文于 1998年提出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

设想，在1999年出版了《建立中国民俗学派》

的专著，指出：“中国的民俗学研究要从本民

族文化的具体情况出发，进行符合民族民俗

文化特点的学科理论和方法论建设。”

学科体系与研究方法

钟敬文以强烈的学科意识对中国民俗

学的学科体系和方法论进行深入研究，从研

究对象、体系结构、方法论及效用等方面进

行论证。在《关于民俗学结构体系的设想》

演讲中他指出，“有时一种学术的发展，同其

学科意识的发展，不完全是同步的。但如果

总是对一门学科的体系结构缺乏认识，还要

夸夸其谈这门学科，那么，即使偶然幸中，也

是根基不牢、影响不大的”。

具体在民俗学学科体系构成上，钟敬

文提出，民俗学学科体系包括民俗学原理、

民俗史、民俗志、民俗学史、民俗学方法论、

民俗资料学六大部分，即理论的民俗学、历

史的民俗学、资料的民俗学。强调民俗学

主要研究对象是作为文化创造者的民众、

民间传统文化的基本样式，以及它们在特

定社区或者集团中被创造、传承、共享的规

律。民俗学者要在学术研究过程中站在民

众的立场看问题，理解和尊重民众的文化

创造。应该说，这一理论建构不仅厘定了

研究的对象与构成体系，而且明确了研究

者的立场和角度。钟敬文的界定明晰而深

刻，民俗研究需要真正的融入，不仅诠释社

会，同时也反观自己，不仅把握历史演进中

生成发展的一般规律，也致力诠释和发展

现实。这对于其他社会学科的建构也具有

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民俗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上，钟敬

文重视发掘学科内在的关联并进行深入研

究。他重视本土文化的基础和现实，而且毕

生坚持多学科的民俗学思想，并贯彻到自己

的学术实践中。他关于女娲神话、刘三姐传

说、晚清民俗学史的梳理等，都是跨学科研

究的典范。钟敬文指出人类学和民俗学是

姊妹学科，它们所处理的文化对象，主要是

集体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所处理的对象

大部分是共同的或者是相互关联的，因此资

料的搜集、整理和理论的探索、阐发等方面，

都有汇通和启发之处。

在民俗学的研究方法上，钟敬文提出，

民俗学的方法论包含三个层次，即哲学层次

的方法、与许多学科共同的方法及本学科的

特殊方法。具体在民间文艺学等科学体系

及研究方法的总结中，他强调原理研究、历

史的探索和编述评论工作、方法论及资料学

等四个方面。可以看到，原理研究是“关于

民间文学各方面现象的理论研究，它不仅包

括对这种对象广泛的、概括的研究，同样也

包括对各种现象的局部的、断片的专题研

究，还包括现实的理论问题如‘改旧编新’、

新故事发展、五八年民歌评价等”；历史的探

索和编述则包含“1.作品史（各种体裁的或综

合的）；2.科学史（理论史，如神话学史、歌谣

学史、民间文艺学史等）”。总之，他重视发

掘民俗事象的源头，从民众文化出发探讨文

化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考证民俗事象的来

源与形成时间，更从民众生活的观念演变等

角度研究其生成与变化。

学术思想启示当下

钟敬文等学术前辈在中国民俗学建立

与发展的过程中，在西方与东方、现代与传

统激烈的对撞冲击中，能够坚守中国的文化

立场，阐发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的意义和价

值，并在学科层面加以建构和发展。当下，

我们要面对和致力解决的仍是百余年现代

化进程中包藏演进的文化问题，而且它不像

东学西学孰优孰异、传统现代断层与融入那

样纯粹，而是裹挟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与

经济发展、生活变迁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形态

交织在一起，因此更需学术研究有中国立场

和本土视野，需要深层次的文化的切入点，

并致力从文化视角寻求解决之道。

钟敬文曾将民俗学定位为“当代学”（现

在学），作为理解普通人日常生活文化的当

代学，“民俗学界开始采用‘生活世界’、‘日常

生活’的概念来帮助界定研究对象。这些概

念把民俗事象作为生活整体的有机组成来

看待，约定的研究旨趣是通过民俗事象来理

解生活整体，这就与以前把民俗事象从现实

生活中剥离出来，只为与古代社会建立联系

的研究形成了不同的学术范式”。当下的人

文、社会科学研究尤须这样的眼界视野。当

传统村落不断消亡、民间文艺生态面临危

机、传统民俗的凝聚力及精神内核遭遇改写

和置换的时候，我们需要进一步梳理并明确

自身文化传承创新的基础和理路，实现民族

文化精神的现代化。

因此，钟敬文矢志不渝的学术实践给予

我们的深刻启示，首先是有学术研究的本土

立场和思考深度。所谓“传统思想对当代思

想是一种规范和砥砺，而当代文化思想定位

则是对传统文化精神的审视和选择的一种

深化。没有价值立场，创新就会蹈空，就会

丧失创新深度”，应有深层次的问题意识，不

只是关注社会日常的、表面的、热点的、常态

的层面，更要关注潜藏在深处的文化问题，

关注其驱动作用以及现在没有来临将来会

出现的诸多影响。

同时，在钟敬文学术思想的感召下，我

们应实现学科层面的研究和引领。学科建

构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定相关知识谱系，并

将研究事象提升到原理层面，建构起相应的

方法论体系，对于学术发展具有实质性意

义。正如我们认为，对于中国数千年传承不

断的手艺文脉，也应提升到学科层面加以研

究。不仅因为历史上“器以载道”“器以藏

礼”，手艺以物质文化的形式融合了制度文

化、观念文化等诸多内容，包含了认知、技

能、审美等诸多要素，而且就中国文化而言，

它既有丰厚的传统积淀，也在急剧转型中不

同程度地面临断层、失语的危机，因此，加强

历史化整理和关于实践和理论的学术研究，

极具紧迫性。

钟敬文学术研究给我们的启示还在于，

文化的关注不仅涉及有形的物质和空间载

体，更要深入到精神状态层面，寻找关键的

文化策略。事实上，当前一个突出的现实在

于，“人类正处于一个新的类像时代，计算机

信息处理和自动控制系统，以及按照类像符

码和模型而形成的社会组织，已经取代了生

产的地位而成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后现代

时期的商品价值已不再取决于商品本身是

否能满足人的需要或具有交换价值，而是取

决于交换体系中作为文化功能的符码”。文

化的传承和内在创新能力的发展都在这样

的语境里展开，关注文化精神的内核才有望

实现新的发展和突破。

（作 者 为 中 国 民 间 文 艺 家 协 会 副 主
席、山东省文联主席、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院长）

民俗学的中国立场
与文化使命
——纪念钟敬文先生诞辰110周年

□ 潘鲁生（济南）

钟 敬 文 (1903—2002），原 名 钟 谭

宗。出生于广东汕尾海丰公平鱼街，

客家人。他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和民

间文学、民俗学的研究和创作工作，贡

献卓著，是我国民俗学家、民间文学大

师、现代散文作家。著有散文集《荔枝

小品》《西湖漫话》《湖上散记》等，诗集

《海滨的二月》《未来的春》，学术著作

《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民俗学通史》

《民俗学概论》《关于鲁迅的论考与回

想》等。

钟敬文钟敬文（（左左））与启功与启功19881988 年钟敬文考察京西古幡会年钟敬文考察京西古幡会

钟敬文旧作两篇

风急天高，已届暮秋时节了。
在这当儿，故乡各地正热闹地演唱
着社戏呢。

在我们那南海之滨的故乡，自
然社会上的风俗、习惯，不少还是属
于中古时代的，其实，在我们这古老
的国度里，除了少数的地域，受了欧
化的洗礼，略有些变动外，大部分不
仍是如此吗？那一年一度的演唱社
戏，便是古代风尚的遗留了。

每年到了凉秋九月，各乡村、
各市镇的善男信女，便欢天喜地，
提议唱戏，以酬神愿——其实，不
少的民众，已没有什么娱神的挂
念，不过藉此种玩乐，以洗涤他们
一年中劳苦困倦的精神罢了。

我们故乡的土剧有三种，曰西
秦，曰正字，曰白字，而它们当中，
以白字最为平民的。不但价钱不
高，便是他们的演唱，除小部分外，
大概都是取材近事，采用土话的。
所以在这九月的社戏的演唱，率以
白字为多。高雅的西秦和正字，是
不大为我们多数民众，尤其是那些
农夫、村妇所喜好的。白字戏的价
钱很便宜，每台约数两或十余两不
等。剧员多为年纪很轻的子弟。
他们的出目不多，而每处初开台那
天，必演唱一出《吕蒙正抛绣球》。
所以在这演唱的头一天，人家是不
大喜欢去看的。城市人是如此，在
不多看戏的村人，却不同了。他们
一逢到唱戏，就禁不住手舞足蹈，
好像得了什么珍宝似的，哪里舍得
这市镇人所鄙为俗熟的《吕蒙正抛
绣球》而不看呢？

我现在的家庭，虽在市镇里，
但故居却在一个很幽僻的乡下。
忆幼年时，每届乡中做社戏之际，
便同家人回去观看。乡村中的一
切，都使住在市镇的我感到兴味。
田沟里游泳着的小鱼，丛林中自生

着 的 野 花 ，山 涧 上 涌 喷 着 的 流
水⋯⋯无一不使我对之喜爱。而
且有许多新的同伴的接触，使我有
时玩得忘记了饮食。更何况还有
社戏看呢？

几年以前，在故乡读书的时候，
也还有看社戏的机会。每到那时，
同学和朋友，便加倍亲热起来，夜里
和白昼，我们成群结队的，穿街过
巷，落乡下村，玩得确也很有味儿。

年来是不多看社戏了，尤其是
现在此刻，为了学问，为了口腹，来
到这去家千里的大都会的一块幽
静之地居住着，在笔墨和书本的下
面，打发着这一页一页的秋光。但
在记忆里，故乡的旧事却不时的浮
现着。这时，就仿佛某街某村的社
戏之锣鼓声，丁当地在我耳畔响动
起来呢⋯⋯

（选自钟敬文《荔枝小品》，北
新书局，1927 年）

忆社戏 （1926年）

今年是钟敬文诞辰 110 周年，我们特发此版，以示纪念——编者

社戏（资料图片）

在医院养病多日，每天不是吊
瓶打点滴，就是打针吃药，看起来
煞是严重。其实，我自己心情很平
静，头脑也十分清醒。百年人生一
幕幕在眼前闪过，宛如昨日。总起
来看，我这一辈子也就做过两件
事：一是著文言志，二是教书育人。

我所言之志，是我个人的志，
也是时代的需要。因此，当时每
写了一篇什么，只觉得我是完成
了一件任务，宣传了一个思想，说
明了一个问题，从没想到要用来
为自己派什么用场（诸如评职称、
出文集之类）。至于教书育人，也
就只想到不能误人子弟，要为国
家、人民培养出有用之才。当年
的工资顶多只能保证一日三餐、
一件长衫、两袖清风。记得，老伴
曾 8 年没为我添置过一件新衣。
但我从未想过要为获得高薪而跳
槽改行。当时的中国不是社会主
义的，但许多人是以社会主义的
思想，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祖国而
工作的，我以此而自豪。而我更
敬佩那些为祖国、为革命事业而
捐躯的先烈。多年前在石家庄凭
吊革命烈士陵园时，曾写过一首
诗，记得好像是：“勇以捐躯六十
春，抚碑心事如泉涌，无计从君一
叙论，灵山今日吊忠魂。”

今天的改革开放给我们的国
家带来了勃勃生机，我所从事的民
俗学研究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为此
我很高兴。但是社会上人心不古
的现象，却令人担忧。我和季羡
林、张岱年等老朋友每谈起这些，
总不免有些感慨。这也许是杞人
忧天。一种思想要得到普遍的认

同是需要时间的。当年孔老夫子
游学讲道，曾被人讥笑为发痴，然
而，后来儒学却在中国历史上起到
了极为深远的作用。我愿学孔夫
子，不怕人笑痴。解放后我一直在
北师大教书。50年来，经过了风风
雨雨，却仍然还待在这里。我坚持
要求自己：能写点什么就写点什
么，能教点什么就教点什么，反正
是要尽可能做好力所能及的事
情。我今年一百岁了，这里那里，
许多朋友和学生都为我作寿。躬
身自问，我钟某何德何能，岂敢如
此惊动大家？大家这样做，也许就
是因为我有这么点痴呆精神吧！

记得 1991 年参观孔庙时，也
曾写过一首诗：“知其不可尚为之，
此事旁人笑如痴，我说先生真智
勇，拈斤论两是庸儿。”就让我以这
首诗寄语新世纪的学人和学子吧！

立立记录整理
附记：去年 12 月 25 日下午到

医院去看钟老，那天钟老精神挺
好，见到我很高兴，就和我聊开
了。我怕他老人家累着，但他说：

“心中有话，不吐不快，你就让我说
吧！”离开前我说：“伯伯，您今天谈
得好极了，我回去整理下来，过几
天拿来给您过目。”老人家高兴地
点了点头。⋯⋯而今天，我只能把
这篇未及由钟老过目的记录稿奉
献给大家了。

（编者注：立立即穆立立，为钟

老的老友诗人穆木天和女作家彭

慧之女、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

所研究员。）

（原 刊 于 2002 年 1 月 30 日
《光明日报》）

百岁寄语 （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