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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石邮傩傩神的宗族化问题
― 以《开山》《纸钱》《雷公》为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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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往的傩文化研究多采取静态视角，研究的重点表现为关注傩文化的来源、表象特征、艺术
价值及资料搜集与整理等，而对傩品的特性关注较少，因此缺乏有关傩文化的地方―社会性对话、动
态变迁和整体性研究，使结论未能体现各傩品的特殊内涵而流于泛泛。以当地人的理解去解读傩文化
能探究出某一傩品的真正内涵，石邮傩的宗族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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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ON OF SHI-YOU NUO GODS INTO ANCESTOR GODS
― CASE STUDIES OF “KAI-SHAN” “ZHI-QIAN”AND “LEI-GONG” ―
Abstract：Past research about Nuo culture adopted a static perspective. The emphasis of study
was focused on the source of nuo culture，appearance characteristics，artistic value, material collection and arrangement, etc.. The features of a kind of nuo paid less attention. As a result, past
research existed a state that was the lack of nuo culture―social dialogue，dynamic change and
holistic research, which makes the conclusion failed to reﬂect the special connotation and only
generalize about the matter. Wit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local to explain nuo culture which
could explore the true content of a kind of nuo. The matter of Shi-you Nuo gods becoming into
ancestor gods is a excellent example to reﬂect it.
Key words：Shi-you Nuo gods ; the matter of Shi-you Nuo gods becoming into ancestor gods ; the
special connotation of various nuo

石邮傩共八个节目，故叫八脚傩。它们按演出先后秩序分别为《开山》
、
《纸钱》
、
《雷公》
、
《傩公傩
。每个节目都有其故事，故事里既包含了深厚的文化内涵
婆》、
《跳判》、
《凳子》
、
《双伯郎》和《关公》
又表现了吴氏祖先的智慧 ―既体现了每一神祗的历史淵源，又将祖先神形象融入其中。这既是石邮吴
氏强调傩来自《封神演义》的原因，也是石邮傩为吴氏宗族傩的原因。吴氏以跳宗族傩的方式追忆祖
先，而所跳之众傩神皆为其祖先神，即宗族傩用宗族祖先神来跳，这才是石邮傩的文化内涵。可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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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钱》
《雷公》
石邮傩是吴氏尊崇祖德，实现祖先遗志的一次身体性总展演。本文以石邮傩之《开山》
为例进行阐述，以石邮吴氏的思维去理解吴氏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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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开山》
《开山》是南丰所有傩班中出场的第一个节目，石邮傩也不例外，单人舞，舞步表现的是大无畏的开
创精神。开山手执钺斧入场起舞，其动作凝重雄浑，刚劲有力。石邮傩现在一般是三伯唐贤仔或八伯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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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山神祗于学者中流行说法有盘古、蚩尤和方相氏等。下面以之为例进行阐述。
金泉来劈这个《开山》
我们先看盘古。开山在学者看来为开天辟地之意，盘古为中国古代神话中开天辟地的天神，因此把开
山神说成是盘古氏。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盘古氏。关于盘古氏的记载很多，这里举《绎史》中的描述：
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
河，筋脉为地里，肌肤为田土，发髦为星辰，皮毛为草本，齿骨为金石，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
（8）

）
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甿。
（
《绎史》卷一引《五运历年纪》
石邮傩开山神面目狰狞，手执斧钺，左劈右砍，显示出大无畏的开创精神。而且，开山神也是以首创
的方式于傩舞节目中第一个出场，确实有开天辟地之感，与盘古氏极为相似。无怪乎学者们要将其说成
是盘古了。
再来看蚩尤。关于蚩尤的记载亦多，
《史记》载：
轩辕之时，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
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以与炎帝战于阪泉
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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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
该文大概说了轩辕如何被尊称为黄帝的原因，特别说了神农氏、黄帝和蚩尤之间的关系。从材料可以
看出，当时神农氏族部落、轩辕氏族部落、蚩尤氏族部落和其他一些氏族部落形成了一个部落总联盟，
且神农氏是总联盟的首领，被尊称为炎帝，只不过到了此时，神农氏族部落已经衰落。这时，轩辕氏族
部落和蚩尤氏族部落正在兴起，轩辕氏族部落打败神农氏族部落的最后一个炎帝而自称

天子 ，夺取

了总联盟的首领位置，是为黄帝。而势均力敌的蚩尤氏族部落不服轩辕氏族部落领导而导致了涿鹿之
战，禽杀了作为蚩尤氏族部落首领代称的蚩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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蚩尤殁后，天下复扰乱不宁，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殄伏。
对该句的分析，有学者认为：根据后世尊黄帝为祖的道士们发明的
出，当时关于
了

（11）

兵主

蚩尤不死

兵解成仙

法，我们可以推想

的说道当是： 蚩尤不是被我家轩辕杀死的，而是受天命自裁兵解，上天当

。这样，蚩尤就成了整个总联盟的战神。吴氏时时处处强调是黄帝后裔，故而必须把这位战

神融入进来，因此蚩尤的形象要有。
现在来看方相氏。具《史记》载，方相氏为上古嫫母之后。黄帝巡行天下，其妻亡于道。黄帝令嫫母
监护，立为方相氏。故而有方相氏为上古嫫母后代之说。其说法与《绘图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之开路
神大致相同。其载：
开山神，神即周礼之方相氏是也。相传轩辕黄帝周游九垓，元妃螺祖死于道，令次妃好如监护。因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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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以防夜，盖其始也。俗名险道神，一名阡陌将军，一名开路神。
由上文知，方相氏为

买相以防夜 ，有让人心生畏惧之意。又方相氏为《周礼》规定之司马下属，

最高官阶为下大夫，宫廷里的大傩由方相氏来担任，于是有
（13）

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元衣朱裳，

执盾扬戈，帅百殔而时傩，以索室而驱疫 ，可见方相氏一直为大傩的驱疫神。而从这里我们或许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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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蒙熊皮 ，那么他为什么是

窥测出一些远古氏族图腾的蛛丝马迹。方相氏

什么虎皮、蛇皮等动物皮呢？我们知道，黄帝部落是熊图腾， 掌蒙熊皮

掌蒙熊皮

而不是其他

则说明方相氏崇仰熊，以熊

为最高信仰，即熊为其部落图腾，由此我们可以推知方相氏为黄帝后裔。这正与方相氏为上古嫫母后裔
相合，因为上古嫫母是黄帝次妃，其子嗣当然为黄帝后裔。石邮的开山具有

玄衣朱裳 ，虽无

执戈

扬盾 ，却有执钺猛劈的驱疫形式，且在搜傩时手执铁链，四方敲击，驱赶鬼疫，确实存在方相氏的影
子。
再来看石邮族人对开山的看法。石邮族人说开山是《封神演义》中商纣王天下八百镇诸侯之首东伯侯
姜桓楚之女、商纣王原配夫人姜皇后。姜皇后死后被姜子牙封为

太阴星君 。她为人温良贤淑，具有

贞静贤能之德，位居东宫辅佐商纣，却被由狐狸精变幻而成的妲己害死。所以之后有一照妖镜佩戴于额
前，专门用于将妖精照出原型。村民还传说姜皇后日丑夜貌，即白天很丑，晚上很漂亮。因只有纣王才
看得到她晚上的漂亮形象，常人只能看到她白天的尊容，所以就是现在看到的、面目狰狞的开山面具形
象了。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开山形象。石邮傩的开山首先出场，手执斧钺，狠劈猛砍，具有盘古开天辟地的
大无畏精神，可见其盘古形象确实有之。方相氏的形象却也表现得突出。除上述描述，我们知道，上古
嫫母奇丑无比，但温良贤淑。石邮族人说由姜皇后衍化而来的开山

日丑夜貌

可谓匠心独运。石邮的

开山打通了上古嫫母、方相氏和姜皇后三者之间的淵源关系。且看石邮族人演绎的姜皇后：不管姜皇后
晚上是否漂亮，我们看不到。但她

丑

以

畏怕之貌

的嫫母形象却是用开山圣像的形式雕刻了下

来。据说，人类使用的第一面镜子就是嫫母发明制作的。石邮开山额前就佩戴有一面用以除妖的铜镜
―照妖镜，这也是其嫫母形象的体现。方相氏为上古嫫母之后，只是到了周朝将之变成了官职名称而
已。因此，石邮族人智慧地用一个打首出场的姜皇后串通起了开山的身世。
在搜傩中，钟馗带领着开山和大神于各户
说成是

索室而驱疫 。石邮族人把开山说成是

拜饭的 。搜傩中，开山充当的是古代

方相氏

钟馗魇 ，把大神

的角色，但又是在钟馗指挥下用铁链绞锁鬼

疫或带领大神逐间搜除鬼疫（搜间）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开山具有上古方相氏沿袭下来的魇胜巫术
能力。又因其是在整个搜傩过程中是在钟馗的带领和指挥下进行的，所以用

图1

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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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馗魇

来说明开山的身

份再适合不过。
综合起来，我认为一个神祗的演变发展史应有许多原型的叠加与融和，就看运用这些神祗的人更有意
识地突显哪位神祗的功能。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民间尘封的素材中找出许多关于身份叠加与融和的形
象来，如财神就有赵公明、比干、范蠡、管仲、白圭和关公等，还有文武之分。石邮经过多次改编，众
傩神也存在身份叠加与融和现象，并有意识地突出现在傩中所呈现的神祗而已。因此，石邮吴氏将开山
集盘古、方相氏、蚩尤、姜皇后于一体后突出姜皇后的形象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要突出
《封神演义》里的故事 ，要突出其祖先神。搜傩开始前要向老爷报搜傩路线，其中的

演的是

开山大道

句说

的正是此神祗。

二、
《纸钱》
《纸钱》是石邮傩独有的一个节目，单人舞，五伯彭春根专门跳这个节目。石邮族人因圣像呈褐色而
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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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澄赤》。其舞步体现为一种古老的祭祀方式，突出纸钱神天生异秉，能力超强的形象。因纸钱

神肩挑一根两端带有红布包扎着的红绳，两手拿红绳两端的红布包起舞，故称

纸钱 。学者看了《纸

钱》后确定纸钱神为女娲，说红布包里包着的黄裱纸是土地黄泥的代表，表演的内容是关于女娲补天的
（15）

传说。
中国傩戏学会前会长曲六乙说石邮傩对古代礼制的体现于现行傩中比其他傩体现得更为原始也是因为
看了《纸钱》
。为此，他评价说： 石邮保持了 3000 年前的古老傩仪，这点特别值得欣慰，它是全国独
有的，价值很高。石邮的傩仪已经去了巫的成分，但又保留了古老、隆重、神圣的仪式，它比周边省份
（16）

的傩文化更具原生形态特征，粗犷美、野性美和人类本体精神的张扬使我震憾，夜不能寐。 而从吴氏
宗族史可以看出，虽说石邮傩为周公制礼时的遗存，但周公也只是将上古流传的习俗进行体制化，上升
为国家典礼而已。女娲造人为上古神话，或许周公真将这一上古神话融入傩中也不一定，故而学者将纸
钱神说成是女娲是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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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想表明一种态度。在两次随石邮傩班参加演出时，讲解员都说纸钱神表现的是人们通过用冥
钱来贿赂神灵，祈求自己无灾无难。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难道见纸钱神手拿草纸，草纸为冥钱代名
词就说是用冥钱去贿赂神灵吗？ 难道就没有听过专家说黄裱纸为土地黄泥之代称？ 更何况，贿赂形
式与傩的本意相悖，傩表现的是毫不妥协，大无畏的

驱

与

赶 ，贿赂则刚好相反，所以

贿赂说

是不成立的，是现世腐败文化的某种反映。
对纸钱神，石邮族人另有一番解释。他们说纸钱是
在那玩耍。这个拿

翻天印

翻天印 ，是一个小孩拿着他的法器

翻天印

的小孩就是殷郊。殷郊是《封神演义》中纣王的长子即东宫太子。据《封

神演义》载，殷郊及其弟殷洪都为姜皇后所生。其母姜皇后遭妲己杀害后为斩草除根，他们也惨遭迫
害，但纣王捉拿他们去斩首时被师傅广成子和赤精子所救，并教他们百般武艺。两人学成，带着法器下
山助姜子牙灭纣，殷郊的法器中就有

翻天印 。可惜的是

（18）

殿下实心扶圣主，只恐旁人起祸殃 。申公

豹像个游魂，在路上东游西荡，唆使他们去为纣王卖命。于是两人在路上都先后遇见申公豹。殷洪先下
山，申公豹以子反父为大逆不道之举说反了殷洪，引来杀身之祸。之后申公豹又来到殷郊帐前，想以同
样口实说反殷郊。可殷郊心比金坚，执意灭纣。最后申公豹以姜子牙杀害其弟殷洪，要其为弟报仇说反
殷郊，于是倒戈，助纣为虐。后来殷郊被姜子牙和燃灯道人引入岐山，让他受犁耕之刑而死。武王灭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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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姜子牙奉太上老君及元始天尊之命敕作封神榜封神。殷洪被封为

五谷神 ；殷郊被封为

值年岁

君太岁之神 ，坐守周年，管当年之休咎。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纸钱神。其实，这里也是多重身份的叠加与融合。从法器上来看，黄裱纸为黄土
代表说得通，可看成是女娲。关于是殷郊的说法，其实也是有道理的。且看《封神演义》之《申公豹说
（19）

反殷郊》中殷郊形象： 面如蓝靛，发似朱砂，上下獠牙，多生一 目。 纸钱神被石邮族人说成是
赤 ，即红褐色之意，跟

发似朱砂

像额头上有一不规则的

突胞 ，恰似

另外，我曾问而喧叔公那个

突胞

澄

似有吻合之处。而面具也是上下獠牙外露，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圣
多生一目 。因此，殷郊形象确实存在。

（20）

代表什么意思。而喧叔公说那是螺壳形，那个脸 俚是殷郊的头

盔。他这么一说我甚至感到惊愕。撇开把

突胞

看成是多生的一目不谈。我们来着重讨论而喧叔公所

说的带有田螺壳的头盔。原来这又是一次绝妙的融合。这一融合将女娲和殷郊两人的身世都体现了出
来。属于贝类的田螺壳明显是对女娲崇拜的一种现形象征，因而有女娲形象。而为什么说又有殷郊的影
子呢？

殷郊

受犁耕之刑而死 ， 犁耕

即耕田。春耕时最容易因耕田而死的就是田螺。春寒料翘，

田螺还躲在刚被冬季冻过的泥土洞穴里。这时耕田，只要桦犁一碰上田螺，田螺因洞穴小且泥土坚硬，
躲都躲不掉，只能活活被犁死。或许有人说泥鳅也是躲在泥土的洞里，也会被犁死。其实，因泥鳅伸缩
迅速，犁田时逃生的机会很大。而田螺，一旦碰上桦犁，因它速度慢，就只有活活等待
死

的命运了，可以说是必死无疑。殷郊就是

受犁耕之刑而死

受犁耕之刑而

的，这刚好跟而喧叔公说殷郊头盔上

的那个胞是田螺壳相吻合。于是石邮傩甚至阐释了殷郊属于田螺图腾的身世，而螺祖乃黄帝元妃。殷郊
为商纣王之子，这就将《封神演义》里隐含的商汤为黄帝后裔用形象的象征方式解读了出来。
《纸钱》表演的是一个小孩子在那祭拜、玩耍。圣像上的表情也是如此： 整
其次，石邮村民都知道，
（21）

个脸稍往左边斜，笑笑俚，牙齿泄啊起来，上下两边两颗牙齿露了出来，一幅牙牙泄泄的样子。他跳傩
（22）

也是那样，缩啊缩俚，就像个小孩。《纸钱》舞蹈动作确实如此，虽是跳祭祀，但在跳祭祀过程中掩饰
不住小孩玩耍的天性，如

看凡间 、 跳灵 、 生灵 、 放灵 、 欢悦

等舞蹈动作都是如此。这两点

正合殷郊的身份 ― 当时他还只是个十四岁的小孩。
因此，纸钱具有女娲和殷郊的双重身份，并表现为殷郊的成分多些。村民也希望人们能以东宫太子殷

图2

纸钱

31

郊的身份记住纸钱神，因为这里还有寓意，那就是他的命运。殷郊下山时目的极好，却于中途反水，最
后落得受犁刑而死的悲惨命运。这向世人昭示着什么呢？ 从其死后耐人寻味的封号可窥知一二。殷郊
后来被封为

值年岁君太岁之神 ，即坐守周年，管当年之休咎。这跟他的经历相吻合，是在告诫族人

应时刻保持警惕，如果好事没掌握好，可能会变成坏事，甚至惹来杀身之祸，所以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地
去弘扬祖德，实现祖先遗志。南下吴氏也是这样做的，即以秘密方式支持着周八起义，充分显示了这只
牛母神超强的智慧。再者，
《傩神太子鸣词》中有请

地社殷将军

之说，可见石邮吴氏确实希望世人

以太子殷郊的身份记住纸钱神，因为这是吴氏智慧的表现。

三、
《雷公》
（23）

《雷公》是个单人舞节目，表现为雷公右手执斧，左手持凿，不停地探五方（东、南、西、北、中）
，
其意为耕云播雨，泽被众生，惩恶除奸。民间俗语

你若做坏事，小心被雷劈

说的就是雷公对做坏事

的人的惩治。南丰傩舞表演的艺术特色为： 手脚彎钩身段圆，发怒晃头笑抖肩，只见身子不见脸，一
（24）

招一式踩鼓点。 这一特点在雷公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现在《雷公》一般是四伯聂毛富或七伯张水根
来探。
雷公即道教中的雷神。
《封神演义》载：
子牙曰：＂今奉太上原始敕命：尔闻仲曾入名山，证修大道，虽闻朝元之果，未证至一之谛，登大罗
而无缘，位人臣之极品，辅相两朝，竭忠补衮，虽劫运之使然，其贞烈之可悯。今特令尔督率雷部，兴
云布雨，万物托以长养，诛逆除奸，善恶由之祸福；特敕封尔为九天应元雷神化天尊之职，仍率领雷部
（25）

二十四员催云助雨护法天君，任尔施行。尔其钦哉！＂
之后就是二十四位雷部天君正神名讳。
石邮的雷公有几重身份复合的迹象。一种说雷公是雷震子，即周文王第一百个儿子。故事说周文王姬
（26）

昌奉旨进朝歌，行至燕山时进茂林避雨。一声霹雳， 震动山河大地，崩倒华岳高山 。姬昌说： 雷过
（27）

生光，将星出现。左右的，与我把将星寻来！

果然在一古墓旁寻得一孩子。姬昌大喜，想： 我该有
（28）

百子，今止有九十九子，适才之数，该得此儿，正成百子之兆，真是美事。 这样，雷震子就成文王第
一百个儿子了。之后云中子收雷震子为徒，传以道行。七年后，文王出羑里，有雷震子下山背文王出五
关以解追兵之围的故事。而后更有于姜子牙帐下屢建奇功的战绩。
另一说法也是《封神演义》中之雷部正神，但有两位，一位是邓天君，一位是辛天君。
《傩神太子鸣
词》中有

青帝辛天君，炎帝邓天君

之说。甚至在石邮流传着雷公把太尹公背回家过年的故事。太尹

公后人吴毛毛说背太尹公的雷公是邓天君。但从

背

这一特点来看，却与雷震子背周文王相似，可见

是邓天君的真神借了雷震子的事迹来显灵于太尹公前。所以这里的雷公存在多种身份的融合。
那么，雷公背太尹公回家过年的故事是什么呢？
当时，太尹公在潮州海阳当县令，为官清正廉明，勤于政务。每当过年时年年有心要回家来接老爷，
可年年一忙就忙到大年三十，没时间回来。于是总是摇摇头自言自语地说： 唉，又是过年啊，今年又
（29）

只是这样唱过了，回不了家接老爷了。 这样唱了很多年。有一年，又是大年三十，忙完政务，太尹公
一看天，已是太阳西偏。正当他自叹回不了家接老爷之时，听到门口有人喊他，说： 潮宗公啊，你不
是年年说要回家去接老爷吗？ 我家也在塖岳山背后住，也想回家去接老爷，我们两有个伴，一起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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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他一看，不认识，但不知怎地，那个人又叫得出他的名字。于是想，可能是在这为官，人家认识
他的缘故，就说： 现在天都快黑了，又不是几十里路。这千里迢迢的，怎么回得去啊！

那个人就

说： 不怕嘚，反正我们两人有伴，我也很想回去接老爷，我们就多给一天走回去嘚。 于是他和那个人
（30）

一起走回去了。可一出城天就起了猫咪 夜，又走了一段时间，走得太累，走不动了。这时，那人说：
那这样，我们先到这歇一下。看你老人家也是走不动了，歇一下后我来背你。 他说： 那怎么成，你
也走了这么多路，也走累了。再说又不是只剩一点点路，背一下就能走到。 那人说： 不怕嘚，我脚
（31）

更健，背你一段路没事。 于是歇一会后，那人就把他拉到自己背上，对他说： 你要闭上眼睛就是，无
论动风动雨都不要睁开，到了时我会叫你下来。 都已被拉到那人背上了，太尹公没法，只得答应。真
的，他在那人背上只听两耳生风，呼呼作响。也不知过了多久，为不让那人累着，想让他停下来歇会
儿。头脑里这样一想，眼睛就睁开了。但定睛一看，哪有那人的身影啊！环顾四周， 咦，这地方怎么
这么熟悉啊？

他心想。再趁夜色仔细一看，发现自己已到了南丰县的西门上。他感觉奇怪，想找那个

人，可已是晚上，不知去哪里找。心想： 还是先回家再说吧。 于是，赶紧往石邮赶。石邮距南丰县城
还有 20 来里山路，走回去需要一段时间。当他走到村口时已太晚，村门早已关闭。
村门已关闭，就再不能出入了。族人说，本来住在门附近的住户兼施开关门之职，可人家睡得太沉，
没听到他喊。其实这是现在人的想当然，他们忽略了一个禁忌。这就是或许太尹公确实回来得太晚了，
晚到那时已过子夜，也就是说已是正月初一了。而这天是不能在门外呼喊人家的姓名的，因为这天清晨
在门外呼喊人名俗谓

呼鬼 ，是要出人命的。所以可想而知，太尹公因为懂得这一习俗而没喊人来帮

他开门。于是，太尹公是已到村口而没能回家，在村外的碾蓬里等了一夜。清晨人家来开门，发现太尹
公在门口，于是赶紧将太尹公请了进去。因太尹公大年三十没在家过年，而是正月初一才进到家里来，
家人见太尹公回来了，于是正月初一和他一起补过了一个年。所以，后来太尹公家的后人都要过两个
年，即大年三十过一个，正月初一过一个，直到吴毛毛手上。
我们继续讲太尹公的故事。过年时，太尹公对家人讲起自己的经历，家人都感到惊异，说塖岳山后面
没人家住。太尹公也感到奇怪，以为是自己在外为官这么久没回来，有人家去塖岳山后面住了。虽没想
通，但因是正月初一，得去塖岳山背后给老爷拜年了。当他走到傩神殿上，抬头一看，惊奇地发现，背
他回来的人怎么那么像挂在神帐前的雷公啊。太尹公

哦

的一声，马上明白过来，原来就是雷公把他

从潮州背回来的。之前怎么也没往老爷身上想，一见之下，太尹公当即明白是怎么回事，于是赶紧跪倒
在老爷神台前。他这一下跪，雷公脸上的汗猛地冒了出来。原来，雷公为把太尹公在大年三十这天背回
来，因赶时间，累了个满头大汗。因是雷公背太尹公回来的，为表雷公显灵和感激其背他回家，太尹公
在自己家里塑了个雷公圣像挂在厅堂神龛上让其世代享受香火。那个圣像挂了很多年，直至

文革

时

才被烧了，后来没再塑。
以上为雷公背太尹公回家过年的故事。然而，这个故事却与《吴氏重修族谱》上的记载有出入。据
《石油乡傩记》载： 石油之傩自明宣德支祖潮宗太尹公出宰潮州海阳县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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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吴潮宗是在年老卸甲归田时才把傩引进到石邮来
的。这样就不可能存在潮宗还在潮州海阳县当县令时石邮的塖岳山背后就有傩神庙。因此，石邮那时也
不可能有傩神，如雷公。这让石邮吴氏很苦恼，因为不能自圆其说。于是，就又演绎出一个类似的故
事。故事内容跟雷公背太尹公回家过年一样，只是把人物进行了置换 ― 由太尹公变成太尹公支下一子
孙。说是太尹公把傩引进来之后，很多年过去了。这时，有其名下一子孙，在外地做了很多年生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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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年过年时有心想着要回家来接老爷，可年年总是忙。每年一忙就忙到大年三十，没时间回。之后就
跟雷公背太尹公回家过年的内容一样。这样，石邮吴姓似乎把族谱所记与雷公显灵的故事以逻辑的方式
解释通了。
现在我们来对这一置换故事辨一真伪。
首先，从人选上来看，在石邮，傩神显灵之事多有存在。如果只是太尹公支下一子孙发生这样的事，
族人记忆不会如此深刻，也不可能产生如

过两个年

和

自家私刻圣像祭拜

等如此重大事象。因为

如果只是一般村民，吴氏族长不可能允许其进行如此破坏族规的行为。而以前一个大厅堂住的不仅只是
一户人家，是七八户人家共住一个大厅堂。如果只是太尹公支下一普通子孙，他既没不敢在破坏全村风
俗习惯的情况下过两个年，也不可能让厅堂里其他人家来祭祀只为自己显过灵的雷公。
其次，从雷公显灵方面来看，这种交感巫术也不会选择一个普通人以降低雷公自己的神性品格。他要
（32）

传名就必然选择对后世具有一定影响的人以显示其神威，而太尹公为当时不二人选。据村中老人说，孝
子死时，太尹公已是 81 岁。由此可推知太尹公为元至正庚寅（1350 年）生人；洪武庚戍（1370 年）即
潮宗 20 岁时生孝子吴驹；永乐元年（1403 年）即潮宗 53 岁时以茂才举孝廉，荐授政和、海阳县令；
宣德丁未（1427 年）即潮宗 77 岁时卸甲归田；宣德己酉（1429 年）即潮宗 79 岁时因家丁孙住之事率
诸子殴彭文杰致死，孝子驹代父受罪；宣德辛亥（1431 年）孝子身死，时年 61 岁，而潮宗此时已是 81
岁矣。这里有个时间问题，即洪武年间。洪武年间指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在位时间。朱元璋在位 31
年，从洪武戊申即洪武元年（1368 年）至洪武戊寅即洪武 31 年（1398 年）
，当时吴潮宗正值 18 岁至
48 岁之间。那时他对村中里、外围进行了奠基似的排布，而那时他就可对东西两位民居的地理方位进
行重新排布并延续下来，说明潮宗那时已掌握村中最高领导权，是名符其实的族长。我们不说洪武年
间，就以洪武最后一年算起，则那时太尹公 48 岁，也就是说至少从 48 岁起，太尹公已是石邮吴氏的实
际领导者，具有最高权力。之后他更是一路腾达，53 岁外出当官，77 岁荣归故里。宗族社会组织性极
强，虽外出当官，他却与家族保持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仍为石邮的实际掌权者。这样算来，太尹公至少
掌握村中最高权力三十余年。
正因太尹公有如此身世，又确实潮州与石邮相隔万里，雷公显灵之事既具备神性的品格 ―具有权威
性，能够根据显灵事件进行特殊祭典，又有现实条件，可强化村民对傩神的信仰，让这一显灵于石邮传
承永久。所以，雷公是对太尹公显灵了，即使事实并非如此都一定要在历史的记忆中附会到太尹公身上
来。然而，这样一来族人的苦恼就产生了。明明族谱上写着石邮傩是在太尹公卸甲归田时才带回故里
的，怎么可能会发生太尹公还在外地当官之时就有雷公显灵的事呢？
当时情况是，海阳的瘟疫被太尹公所祭祀之潮州傩神显灵所驱除。而太尹公家乡的石邮有自传的宗族
傩。太尹公见潮州傩神在消灾驱邪方面威灵无比，就有意将之与故乡的宗族傩相融合。所以，太尹公是
一人挑两头，故乡石邮和潮州的傩神都必须在他身上显灵。故而既有太尹公还在海阳当县令时就能发生
故乡傩神雷公背他回家的显灵事件，又有潮州公
乡，时疫立止

焚香默禱傩神，命邑中士大夫奉迎神……所历之城

之事。到现在，其意思就很明显了―傩神就是要他来将这两头合二为一的。于是卸甲

归田，荣归故里之时他就把潮州傩带了回来，将两者进行了融合。因此太尹公传傩为石邮傩在自传族傩
基础上的一次改编。而此时吴氏于村中也已处于优势地位，能于塖岳山买乐姓屋基，将傩神庙从塖岳山
后面的柿子树蔸下迁至塖岳山了。只有这样才解释得通为什么太尹公能把潮州傩神带到石邮来。
其实故事里两处直接说明石邮以前就有傩。一处是雷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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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折射出他是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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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在塖岳山背后去竹稍崖的路上的柿子树蔸下，即第一座傩神庙庙内的傩神。另一处是太尹公还在海阳当
县令就年年的年年惦记着要回来给老爷拜年。而据《石油乡傩记》载： 石油之傩自明宣德支祖潮宗太
尹公出宰潮州海阳县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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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按
《石油乡傩记》之所述又何来太尹公还在任上时惦记的

回来给老爷拜年

呢？所以说，吴氏一直传承

有自家的宗族傩。

四、结论
石邮傩是众祖先神在吴氏祖先带领下来为本族开疆拓土，兴邦建国，实现祖先遗志，完成吴氏历史使
命的，表现为以

玩趣

的形式在吴氏宗族内部年年的年年以寄寓实现祖先遗志及驱灾灭邪、保地方人

寿年丰、族人多子多福的方式来跳傩。吴氏祖先发挥其聪明才智将众祖先神转化为祖先率领众傩神来为
其主人（吴氏宗族）跳傩的方式最终使石邮傩成为吴氏宗族傩。这才有了石邮傩是吴氏宗族的

玩

趣 ，是其宗族的家产，跳傩也只在其宗族范围内跳的现象。而说石邮傩为吴氏宗族傩不仅只是说石邮
傩有如上现象，更主要的是指众傩神都是吴氏祖先神即吴氏祖先及其率领的宗族守护神。傩神不具备吴
氏祖先神这一身份就进不了石邮傩，而一旦进了石邮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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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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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这正是石邮傩之所以为吴氏宗族傩的原因，也是民
间崇拜祖先的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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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邮傩众傩神经历了一个信仰神祗身份与吴氏祖先神身份相融合的过程，并以突出吴氏祖先神的形象成就
了石邮傩为吴氏之宗族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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