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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石邮傩的研究，历代学者几乎都是用静止的眼光来看待，因此在傩神神祗身份的认同上难以取得令
人信服的观点。然而，从吴氏宗族史来看，石邮傩并非空穴来风，有其产生的深厚历史根源。石邮傩肩
负吴氏宗族深沉的历史使命。而当下族人所说

傩是潮宗公从潮州带来的

只不过是吴氏为特意掩饰特

定历史事件而进行的有意忘却并特意凸显太尹公的传傩而已。因此，那种认为石邮傩源自广东潮州的说
法是不正确的。

一、傩源的三重属性
石邮族人都说傩是从潮州来的，而从其宗族史中可以知道，石邮傩为吴氏承前祖德，实现祖先遗志的
象征性载体。吴氏始祖为后稷，远祖是泰伯。泰伯为古公坛父（即太王）长子， 太王三子，长泰伯、
次仲雍、幼季历。季历生子昌，有圣瑞，太王欲传国以及昌，泰伯、仲雍望而知指。太王病，泰伯、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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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托名采药于衡山，遂之荆蛮。断发文身，示不可用。太王卒、泰伯、仲雍归，赴丧毕，遂还荆蛮。
是为泰伯三让其国，为天下所褒奖。之后，姬昌及其后人建立了一个坐拥八百年江山的大周朝。然而，
国虽让，却于心里存有不服输的志气。为证明本族子孙能力并不逊色于姬昌一支，泰伯留下希望吴氏子
孙能建立一个比大周朝更为繁荣昌盛的国度以证明本族能力的祖先遗志。历史上吴国的强大众所周知，
在历史演变中，吴氏为实现祖先遗志，他们尊崇
祖先的智慧，又代表后世的决心。 让
使自己

不让

的条件， 让

以

不让

同宗同源

和

让

的祖德。 让

的祖德既体现其

的祖德以韬光养晦的方式时刻激励后世积极进取，以达到可以
为目的。因吴氏祖先遗志远大，需族人认同

同宗同源

的

祖德以相互联合，共同努力。当吴氏追寻祖先踪迹，据守赣中最高峰军峰山脚下之后，就使吴氏既有实
现目标（祖先遗志）
，又有实现能力（吴氏遍满江南的宗族力量）
，还占据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军峰山
和军峰山脚下最为理想的建都位置 ― 石邮。于是吴氏具备了夺取天下的两大必备条件： 地利
人和 。只待

天时

与

的到来。天时一到，他们就有能力去实现祖先遗志。

周公旦辅佐周成王（武王姬发之子）时曾根据时代需要建立宗法制与等级制相结合的典章制度，是为
周公制礼 。傩为原始农耕时期图腾崇拜的产物，是人类进入先进农耕文明的标志，历经夏商而于
公制礼

周

之时上升为宗法制国家的法定宗教。这一改革顺应历史，终使先进的农耕文明取代了落后的采

摘与狩猎文明，农耕文明思想成为社会主体意识，并规范成
性，农耕文明要求和平的社会环境，故而有

礼

来世代相传。因农作物生长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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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奴隶制时期，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着农耕文明信仰的法定宗教的傩在宗法制国家

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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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范下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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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说。而承载

有着无上的权威性 。吴氏宗族为大

周王室成员，自然传有傩礼家风。其后世智慧地将祖德和祖先遗志融入其中，在

礼

的规范下使本族

之宗族傩、祖德及祖先遗志融为一体，世代相传，体现了吴氏族人的大智慧。
汉吴芮为延陵季子嫡孙启蕃公第八代孙，延陵季子为南方第一儒学大师，强调的就是礼制，必遵从周
公所制之

礼

传承傩舞。南丰有吴芮祭山传傩之说，则其所传之傩必为延陵季子所尊崇之周公所制之

傩礼，故南丰傩有周公制礼遗风。吴芮下传十一代为子颜公，子颜公下传十四代为吴隐之处默公，处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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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下传十三代为吴兢公。 兢公直下七世孙，蜀主驸马宣城 公。 吴宣公从西蜀而来，为吴氏江南始迁
祖。吴宣公为吴芮后人，虽时隔久远，然吴氏强调

同一源流

和

同宗之义 ，加之宣公在西蜀之时

为名门望族，世传祖德与祖先遗志，则其宗族必传有族傩。这从吴宣公自西蜀举家迁徙之时，除子嗣外
还有很多

家人

跟随可以看出。 当时

四人 ， 仆从不知其数 ，这其中就包括

有孙十八人，曾孙七十七人，玄孙三百人 ，又
家乐八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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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丁三百单

人。 这八十四家乐中就有宗族一直传承下来

的、以跳傩形式激励后世遵从祖德，传承祖制，实现祖先遗志的傩舞艺人。所以吴氏宗族是一直以来就
因循祖制，传有本族的宗族傩。
既然石邮傩为其祖传的宗族傩，那么它得以传承的原因何在？ 其实，吴氏祖先发挥其聪明才智，将
石邮傩与吴氏祖德、祖先遗志融为一体。吴氏祖德和祖先遗志为石邮傩之思想指南，石邮傩为吴氏祖德
和祖先遗志之象征性身体展演形式。因此，石邮傩体现吴氏宗族的全部精神信仰和生活期盼，可说是石
邮吴氏一部

跳动着

的史诗。吴氏的跳傩，平时娱人娱神，追思祖先，激励后世，联系族人情感；非

常时期则成为召集和带领族人有所作为，实现祖先遗志的号角。这一点无论从石邮傩的八个节目还是从
吴芮祭山传傩、太尹公传傩、嘉靖辛酉兵灾后对傩的改编及周八起义时对傩的改编都可以看出。
而吴氏族人强调石邮傩一定是在跳《封神演义》也是有原因的。
《封神演义》讲的正是武王伐纣、开
八百年大周江山及姜子牙封神的故事。大周王室为吴氏祖先，则为大周朝打江山之众将军皆为吴氏

家

将 。大周开国后子牙奉旨封神，则所封众神皆为护佑大周江山永固之守护神，因而众将（不论生前为
商将还是周将）封神后都转变成大周王室之
的吴氏之

家神

即大周王室的守护神，也就都是大周王室成员之一

家神 ，即吴氏之守护神。这样，石邮傩中的所有神祗就都纳入到吴氏祖先神的名下来。众

傩神只有具备其祖先神这一身份才能真正护卫其宗族，为其宗族舍生忘死地为实现祖先遗志而努力奋
斗。这正是民间崇拜祖先的意义，也是石邮傩之所以为吴氏宗族傩的原因。傩神不具备吴氏祖先神这一
身份是进不了石邮傩的。一旦进了石邮傩，众傩神即使以前身份并非吴氏祖先神也必须将其进行改编，
即改编成具有吴氏祖先神身份的傩神。石邮傩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为适应时代需要，存在多次将自家祖先
神融合当时信仰神祗的现象，从而达到与时俱进，这使石邮傩众傩神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一身兼具多种神
祗形象，所以，石邮傩众傩神是经历了一个吴氏祖先神身份与特定时期信仰神祗身份相融合的过程，并
以吴氏祖先神的身份成就了石邮傩为吴氏之宗族傩。由于吴氏祖先神本身就是大周江山永固之一方守护
神，既有地方保护神的身份，又具镇守江山的战神身份，而

老爷

既是石邮傩神的统称又是石邮傩神

的领导者，这就使石邮傩神于宗族祖先神的同时带有地方保护神和军傩中战神的性质。因此，吴氏祖先
神具有三重属性。吴芮祭山传傩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它说明傩神不但是吴氏祖先神和地方保护神，而
且具有振奋军心的战神之意。因此吴氏于特定历史时期，当其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就有振臂一挥的号
召力，能够带领族人去实现他们既定的远大目标― 实现祖先遗志。

106

石邮傩傩神辨考

二、傩的改编
石邮吴氏世传族傩，村中甚为流传的
合潮州傩的一次改编。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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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尹公传傩

太尹公传傩

其实只是顺应时代，在原有自传族傩的基础上融

影响甚大，不仅在民间有口碑，于宗谱上也有记载。据《石

油乡傩记》载：
周记：
＂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元衣朱裳，执盾扬戈，帅百靫而时傩，以索室而驱疫。
＂然傩有
季春毕春气，仲秋达秋气，季冬送寒气之别。乡傩即季冬之余者也。
石油之傩自明宣德支祖潮宗太尹公出宰潮州海阳县令，政绩有声，百姓歌功颂德。海阳时疫流行，百
姓死亡无数，太尹公焚香默禱傩神，命邑中士大夫奉迎神。按《晋语》所谓＂衣偏靱之衣，必尽敵而返
者，即以除万疫而大驱之也。
＂所历之城乡，时疫立止，即立庙于治署，朔望朝服祀之。觧组奉迓旋
里，祀神像二十有四，购买嵊头山乐姓屋基立庙祀焉。
春王元旦＂起傩＂
，乐奏金皷以除阴气。元衣朱裳，执戈、战、斧、铖驱邪具物，蹈舞于庭。虽近于
。及至元宵后
嬉戏欢娱，乡人至愚，犹不敢褻越视之。此孔子＂朝服阼階＂之意也。乡人名曰＂演傩＂
一夜，灯烛辉煌，金皷齐喧，诗歌互唱，手执鐵鍊铮铮然有声，房室、堂庭、靹处驱逐以除不祥，神威
达旦。是夜寂然，鸡犬无声。乡人又名曰＂搜傩＂
。如古者杰攘，旁杰之法以疫为阴阳之气所感，不可
不有以除之也。
迨明嘉靖辛酉，闽鞅陷石油，破荷石寨。时傩神迁祀寨中，贼见神像赫赫有威，卒未敢毁。越明年，
履端起傩奉迎神像，过荷石殿前，骤雨狂风，旋腾云雾，优不见人，觉阴气飒人衣。顷刻，仍红日中
升。求神像，仅得十二，其半不知其所之。或云：
＂荷石寨近遭杀戮，天阴鬼哭，殄戾难消，神或厭
遁。
＂后有採樵者，闻崖下水潭中有金鼓声，如演傩状，里人徃徃窥听，至今亦然。
迄国朝乾隆辛丑，改建庙宇于村之＂孝之里＂
，向南坐北。咸丰甲寅，粤匪扰及东南，丙辰连年叠遭
兵燹，石油各庙宇神像多遭鞅毁，惟傩神独获无恙。非神威显赫，默默有以相之者不及此。溯傩自太尹
公由潮州迁祀至今，历世十六，历年五百有余，庙貌依然，神像鬚眉如昨。因欢当年，见而知之，闻而
知之，所自来杳不可及。殊动今昔之感，追憶童时，耳熟之年以为记。擬望太尹公像，靼祀于庙。里人
曰：
＂诺。
＂
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篇文章。该文交代了太尹公将傩带进石邮的原因、经过、跳傩仪式、遇兵灾掉
圣像情况、改建傩神庙和将太尹公 鞁祀于庙

等信息，其中故事描绘得让人身临其境，引人入胜，是

关于石邮傩难得的文字资料。只是该文没能深刻探讨石邮傩的历史根源、改编原因，有凭记忆而为之
嫌，因此其文作为史料是有局限性的，如关于太尹公传傩一事。以下试分析之。
首先，有专家对此提出过异议。虽然曾志巩对傩从潮州来深信不疑，但余达喜却对此提出了质疑。余
达喜不相信石邮傩会是空穴来风，因为
而他去潮州考察，也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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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文化现象的产生，必定有其文化积沉和历史演变过程 。

大失所望 ― 潮州地方志中没有关于傩的记载，历史上和当下也都没有

傩。虽然余大喜未能道出石邮傩的历史根源，但他的直觉促使他去做调查并作出了正确的判断。
其次，这只是篇杂记式散文，又只是追忆童年之事，且

因欢当年，见而知之，闻而知之，所自来杳

不可及 ，故而对傩源未加考证，且记错和附会在所难免。我在石邮村考察时被荷石寨掉圣像和界岭际
掉圣像的相似性感到惊讶，因为圣像所掉地都叫

龙岩 ，即荷石寨有个龙岩，界岭际也有个龙岩。龙

岩即龙穴，龙居住之所，所以龙岩指的是神圣的地方。其实，民间智慧无穷，为此我特意对该文中荷石
107

寨下掉圣像的记载进行了分析，现将分析表述如下：
（一） 掉了一头箱笼

寓意傩进行了一次改编。改编后的傩舞不再跳那些被删除掉的节目，因此，那

些被删除的节目里的傩神也就或被改编成其他傩神来跳或干脆就不再跳了。相应地，那些傩神的圣像也
改编成其他神的圣像或不用了。说

掉了一头箱笼

是吴氏为表示对老爷的尊重，其意为不是族人人为

的做法，而是老爷的意思，是客观不可抗拒的，并非吴氏族人主观上对傩的改编，将圣像说成在龙岩
掉了一头箱笼

就为突出老爷的神性。于是吴氏族人用说高话的形式将傩的改编说成是

掉了一头箱

笼 。
（二） 荷石寨下掉圣像
公时期的

的传说寓意那时对傩进行了改编，改编结果我们可以从上文得知，即将太尹

祀神像二十有四

求神像，仅得十二 ，神像缩减了一半。那么，为何此时要对傩进

改为

行改编呢？ 我们可以来分析一下：嘉靖辛酉兵灾不但使石邮经济严重受损，而且人员伤亡惨重，烈女
吴友悌投崖事件就是那时发生的，可见族人对此记忆深刻。辛酉兵灾因
公时
非

海阳时疫流行

故而祀傩神

除万疫而大驱之

遭杀戮，天阴鬼哭 ，与太尹

的性质不同。也就是说辛酉兵灾是遭兵燹，而并

时疫 。从《石油傩乡记》我们可以看出，太尹公是见潮州傩在驱灾灭邪方面神勇，故而将之引入

石邮傩中，所以太尹公那时强调的是傩神的驱疫灭邪功能。而石邮族傩众傩神在太尹公改编之前本身就
是在吴氏祖先率领下为实现祖先遗志而舍生忘死奋战的众战神，强调的是众傩神在吴氏祖先率领下开疆
拓土、建国安邦的功能。太尹公处于相对和平的明朝前期，政权稳定，兵灾罕至，而

时疫

却时有发

生，成为当时族人心中最大隐患。太尹公见潮州傩在驱灾灭邪方面神勇，故而与时俱进地将之引入石邮
傩中，削弱了石邮傩作为战神的性质而加强了当时族人所期望的能

除万疫而大驱之

的功能。因此，

将潮州傩揉和了进来。辛酉兵灾则促使了吴氏又将家传族傩中的战神成分进行了凸显，减少了潮州傩消
灾驱疫的功能。因此，辛酉兵灾后对傩的改编是因当时形势所迫，重新凸显了吴氏自传族傩中战神的成
分，将潮州傩驱灾灭邪成分的节目做了相应的删减，故而有从太尹公时的
神像，仅得十二

祀神像二十有四

改为

求

了。傩神战神形象的凸显鼓舞着吴氏族人战胜困难的信心，使族人在老爷的强大信仰

中度过了时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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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八义军为振奋军心的需要，将石邮傩再次进行了改编，删改了一些节奏缓慢、未能体现老爷
神勇的战神形象的节目，故而也存在神祗圣像被删改的现象。然而，周八起义失败了。起义失败后，界
岭际成为军锋山腹地山上、山下的天然分界线，为躲避官兵追杀，故以界岭际为界，用山下跳傩，山上
不去跳傩的方式自清，即做给官府看：山上、山下无任何瓜葛。但这样做需要有说服力的事实作为根
据，正好周八起义改编过傩，而嘉靖辛酉兵灾与周八起义相距不远，于是把嘉靖辛酉兵灾后
掉圣像

荷石寨下

行之有效的故事附会到了界岭际来。这样，宗族精英便编出有一年去界岭际上面的村跳傩，爬

界岭际时

掉了一头箱笼

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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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故事是这样的：在军峰山脚下的西乡，广泛地流传这样一句禁忌：黄鲶不上界岭 际，上了界岭
（11）

（12）

际，里洲、云山要出皇帝。 是这句话愿了界岭际上面养不起黄鲶。 有个很奇怪的现象，黄鲶鱼放到界
（13）

（14）

岭际上面去养都养不活，会死掉。界岭际以上只养得起潭蜇，所以只有潭蜇而没有黄鲶。黄鲶不管是公
的母的还是大的小的到了界岭际上面就会死，养不活。从地形看，界岭际下的龙岩高岩险滴，石崖峭
壁，山下的黄鲶鱼想从那串上界岭际是不可能的。很多学者说这跟界岭际上面的气候有关，上面更冷。
这种说法很难站住脚。而金孙叔公有他自己更为独特的看法，他说可能跟水路有关。跟水路有关就是说
水里有不适宜黄鲶生长的元素，而不仅仅只是气温问题。于是又有附会，说黄鲶鱼寻水路逆流而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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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岭际正上窜时被雷公给劈了。因黄鲶鱼没能窜上界岭际，故而界岭际上面养不活黄鲶鱼。雷公是代天
罚人， 被雷公给劈了

在迷信色彩浓烈的时代明显带有惩罚之意。那么，雷公为什么要惩罚正窜上界

岭际的黄鲶鱼呢？ 这里寓意很深，后文有述。但不管哪种情况，界岭际以上确实养不起黄鲶鱼。或
许，人们就是发现这一现象才附会出
时， 黄鲶不上界岭际

黄鲶不上界岭际

这样一句像是咒语式的禁忌吧。然而不知何

的禁忌却变成了石邮傩不上界岭际，即石邮流传的禁忌语： 跳傩不上界岭际，

上了界岭际，里洲、云山要出皇帝。 我想不通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界岭际以上黄鲶鱼能否存活那
是黄鲶鱼的习性问题，怎么会跟跳傩扯上关系呢？ 而且石邮傩文化圈其他地方都没有以禁忌方式不去
该地跳傩的说法，相反，倒是青塘人说靠近青塘那条河的山靺脚下打了很多年的鼓，预示着傩的到来，
所以后来要去青塘跳傩。考察后发现，那里霸住了青塘包括石邮在内的水口，是西乡最大的水路与盱江
水路相接的地方，由此通过盱江可直通赣江，直至长江。所以这里的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
周八起义军水军的大本营，以来这里跳傩的形式隐喻加强这边的防务。而以禁忌的方式说不去什么地方
跳傩则只有界岭际。这个问题从我去石邮做调查起就一直困扰着我。在福轩叔公的指引下，我来到了八
（15）

宝殿采访第一头首吴先龙。他说以前石邮傩会到界岭际上面的池丰、里洲、云山和三溪里面来跳，只是
后来有一次来上面跳傩，过界岭际时笼担的一头掉到下面的龙岩里去了。而傩班弟子去捞圣像时，只听
掉在水里的圣像说： 黄鲶不上界岭际，上了界岭际，里洲、云山要出皇帝。现在周八都没成事，我们
（16）

上去做什俚！

之后就不再来了。后来把

故事，我兴奋不已，原来在这句

黄鲶不上界岭际

改说成

跳傩不上界岭际 。听完他说的

跳傩不上界岭际，上了界岭际，里洲、云山要出皇帝

的禁忌语后面

还有一句，那就是： 现在周八都没成事，我们上去做什俚！ 而这句才道出了石邮傩不上界岭际的真
正原因。因为从傩神的讲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石邮吴氏参与了周八起义，而且对周八起义没成功表
示了无奈的遗憾。那么，这句为什么石邮傩文化圈没能流传下来？

是无意流失了还是有意隐瞒着？

抑或经时间的流逝，在族人有意隐瞒之后确实无意中流失了？ 这些问题与雷公劈黄鲶鱼相联系，则迎
刃而解。雷公是代天罚人，雷公惩罚了正窜上界岭际的黄鲶鱼，寓意不能去界岭际上面跳傩，再去上面
跳，就要像黄鲶鱼遭雷劈一样受到最为严酷的惩罚。那么，为什么不能再去上面跳？
楚： 现在周八都没成事，我们上去做什俚！

傩神说得很清

但这句话石邮吴氏不能说出来，因为一旦说出，则此地

无银般地表明了吴氏参与了周八起义之事，故而不管族人能否想通，以禁忌方式严禁下来。所以石邮吴
氏是在禁忌语中有意去掉后面这句

现在周八都没成事，我们上去做什俚！

并借傩神之口说出不去山

上各村跳傩来划清山上与山下的界限，最大限度地保全族人。按当时的政治氛围，石邮吴氏不可能白纸
黑字地将周八起义对傩的改编记载于族谱上，不然就成为吴氏参与周八起义的证据了，所以
箱笼

只能在民间流传。从上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吴氏智慧地用石邮傩在界岭际

掉了一头

掉了一头箱笼

隐

喻地表达着石邮傩在周八起义过程中进行了改编和起义失败后将之用以避祸自保的双重意思。让族人感
到欣慰的是石邮用
法啧啧称道，流传下

掉了一头箱笼

这种傩神显灵的方式真的避免了遭受清剿的事实，故而族人对此做

跳傩不上界岭际

的傩规。而山上相对禁止得没有山下严，或许，山上还期许着

有朝一日（为周八起义平反后）用后面这句话来接通与山下的联系，故而使之得以流传下来。
正因不是做研究，吴其馨可以凭一时之想象去

追忆童时 。而且从他

追忆童时

这句话也可以看

出，他这是在叙述自己童年时代靠在爷爷身旁听爷爷讲故事。至于说到石邮傩自传族傩的来历，则他也
说

因欢当年，见而知之，闻而知之，所自来杳不可及 。其实，太尹公把傩从潮州带来只是他将潮州

傩融合于吴氏自传族傩中的一次改编。而当时为太平年代，消灾逐疫最为族人所祈望，故而在融合时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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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自传族傩的战神成分，将潮州傩消灾逐疫的神威得以彰显，且在搜傩时采取了潮州傩的形式，即较
多地借鉴了当时能在驱邪灭灾上显神武的潮州傩。这成就了太尹公的辉煌，故而广为传颂，被 鞁祀于
庙 。

三、傩源与流变历程总结
吴氏宗族一直就传有傩礼家风，后世又智慧地将其祖先遗志和祖德融入其中，在

礼

的规范下使本

族之宗族傩、祖先遗志及祖德融为一体，世代相传。吴氏之宗族傩虽相对稳定，但为着宗族目标的实现
也会随时代而改变。现总结明代以来的三次改编。石邮傩为吴氏建邦立国，实现祖先遗志之象征性展
演，在太平盛世，多子多福，消灾逐疫最为族人所祈望，故而融合了潮州傩；而在盗贼猖獗之时，为克
服时艰，鼓舞士气，吴氏又于嘉靖辛酉后凸显了傩神中战神的成分；周八义军为振奋军心对石邮傩也进
行了改编，而周八起义失败后为掩饰的需要，石邮吴氏需找出历史上对傩曾有过的重大改编事象来应付
时艰。因此，一方面把嘉靖辛酉兵灾后

荷石寨下掉圣像

行之有效的故事附会到界岭际来以自清，另

一方面又把太尹公传傩的故事搬了出来。界岭际的自清最大限度地保全了吴氏族人，也因此留下许多禁
忌和傩规。而太尹公传傩本来就功劳甚大，为族人所世代流传，此时就更成为族人的救命稻草了。于
是，我们可以想见以下这幅场景：吴氏族长下死命令规定有且只有太尹公传傩，并将其写入跳傩期间每
天都要念唱的《傩神太子鸣词》中以加深记忆。这才有了
传宣后武

拜敬潮州府海阳县城隍庙尊神

和

太尹公

等句。所以石邮傩虽相对稳定，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为吴氏实现宗族目标的需要服务

的，并于不同时期适应不同的历史条件，为着吴氏利益的最大化而进行改编，逐渐演变成现在这种形态
的。我想，以上分析应符合石邮傩傩源与其流变的历程，吴其馨未思考其中原委就

殊动今昔之感 ，

使后世信以为真，故而只记住了太尹公传傩。
（本文得到江西省高校高水平建设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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