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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尊号为成吉思汗，建立了大蒙古国。由斡难河误为 难河可知，部氏远祖名讳当为斡离兀而非 离兀。
③原文为竖排，多为繁体字，没有标点，标点为笔者依句所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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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中“黄金家族”一词的来源和含义》，载《民族研究》1996 年第 3 期; 特木勒，希都日古:《讨论“黄金家族”一词必须以

史料为依据 与阿尔丁夫教授商榷》，载《民族研究》1997 年第 4 期;《“黄金家族”内涵的讨论与史学规范 再与阿

尔丁夫先生商榷》，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 年第 3 期; 希都日古:《“黄金家族”概念形成于 15 世纪中叶说质疑

与阿尔丁夫教授商榷》，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00 年第 1 期等。

散杂居民族“同而不化”的策略性应对
基于湖北省鹤峰县三家台村蒙古族的人类学考察

沈再新，唐胡浩
( 中南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 部氏族人由于外界因素的影响而远离民族主体，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他们并没有完全融入到当地民

族之中，这背后其实是民族成员依借诸如口传历史、传统节日、习俗、暗语等各种可资利用的文化事项来不断强化自

己对本民族的认同，并且在代际间传承这种认同情感，因而数百年来部氏族人依然坚守着同而不化的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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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北省西南部的鹤峰县三家台村，居住着

600 余名姓“部”的村民①。这一群体人丁并不算兴

旺，但正是这样一个人口上无任何优势的小群体却

在当地赫赫有名。是什么原因能让其声望出众，令

人侧目相待呢? 是他们的民族文化独特出众，是他

们的经济建设高人一筹，还是他们言行怪异? 答案

是否定的。无论是其经济、社会、文化都还是日常的

一言一行，都与当地人无异。究其原因，在于他们所

属族籍 蒙古族，给人们带来无限的遐想。蒙古

族，应当是一个欢腾于马背、驰骋于草原的民族，他

们怎么会深居于这大山之中呢?

自 2006 年 8 月以来，笔者进入该村进行了数月

的田野调查。现居于鹤峰县境内的部氏族人是元末

明初之际，因躲避战乱而迁居于此的。据三家台村

部先瑞老人保存的族谱记载:“旧有记云，吾家铁木

真姓也，原籍蒙古，元太祖之后。元史顺帝时，信州

镇南王之子，被陈友谅兵败，大圣奴不知所终，公之

先远祖有讳 难，兀者因居 难河之源②，因以为氏，

其以部为姓，则始于公，故奉为一世祖，葬松滋苦竹

寺，今称部家大坟者是。”③这段文字清楚地说明鹤

峰三家台村部氏家族是元太祖的后代，在湖北省松

滋市一个叫苦竹寺的地方，还葬有他们的祖先。
以此为据，部氏村民宣称自己为大圣奴的后裔，

即为蒙古“黄金家族”④后裔。600 多年的时间里，

部氏族人远离民族主体，与当地民众共同生活，已与

当地居民基本没有什么差异。虽然其传统文化与习

俗已消失殆尽，这一族群对本民族的情感联系是否

也完全割裂呢? 答案是否定的，正如族群神话 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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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丛论者所认为的那样，一个族群的神话、记忆、价
值和象征符号，即象征 符号丛，可以保持稳定，可

以附着、渗透在不同的原有或者外来的文化特征

上
［1］61。从我们的研究来看，虽然这支蒙古族人在

许多显性的文化因素上体现不出自己的民族性，但

是他们并没有完全同化或融入当地民族，而是借助

其他方式把对本民族的认同象征性的表达出来。这

种表达也许不是明显的，但其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值

得我们深究。
一、口述史产生的认同与认异

口述的历史有着其独特的传承性，不需要形成

书面的文字，而可以在群体内不同成员间随意的流

传，因而其影响的范围较广。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

前的西部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社会，因一般民众并不

具备识文断字的能力，其重要性就更为突出。正如

有的学者所言: “我们所关心的是历史的意义不仅

能从文献中获得，而且还能从记忆中获得”［2］，即文

献和亲历者的记忆都是历史资料的重要载体。而这

种记忆就需要通过口述来呈现给听众，也就是口述

历史。口述历史是地方性知识的表达，可能它在细

节上有各种各样的出入，但仍旧可以被还原为当地

的文化，而这种文化是真实的
［3］。这一来自人类学

家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观点为我们从“文化持有

者”的眼光看待历史提供了分析的框架。
从笔者调查的情况来看，在部氏族人内部最重

要的一条口述历史便是关于祖先落难逃亡并改名换

姓的述叙。如部氏村民们介绍:

其他人一听到我们姓部，都奇怪得很，

都说为什么有这个姓呢? ! 其实这里头大

有文章，不是随随便便就弄个“部”字当姓

氏的。当地其他民族的人对我们的姓氏来

由了解得并不多，即便本民族有的人说的

也是错的。例如我们的一世祖叫部官荫，

一些人认为他是因为逃难的时候，躲到观

音菩萨像脚下，才没被捉到，后来就把“观

音”改成“官荫”当姓名。其实不是这么回

事，主要原因是: 我们是成吉思汗的后人，

现在明白的是我们先祖大圣奴是当时镇南

王的儿子，元朝垮台的时候被陈友谅打败

了。当时那个年代，只要说自己是蒙古人，

都要被斩尽杀绝，所以先祖只好改名换姓。
换个什么好呢? 当时一世祖就想到我们本

来是从草原上来的，都是些部落，就把姓改

成部字。又想到本来天下都是我们蒙古人

的，祖上的人都是当官的，现在虽然落难

了，还是不能忘记祖宗，所以一世祖的名字

里就有个官字，意思就是莫忘记我们还是

皇帝的后代。一世祖想到世道乱得很，蒙

古人都要被杀，就希望子孙后代日子好过

点，所以就又加了个荫字，意思就是保佑后

代。所以一世祖姓名的三个字，个个都是

有深意的。
从村民的叙述可知，部氏族人对于其祖先姓氏

来源的各种叙述是有差异的，但这种差异性并不妨

碍人们相信这样一个事实: 部氏族人先祖是因躲避

战乱而改名换姓的。也正是因为人们相信这一事

实，所以具体的细节差异就不会影响到部氏族人相

信本族迁自于他处，也就在群体中产生了“我者”与

“他者”或“我们”与“他们”的不同。“我们”老祖宗

不是“本地人”的观点:

我们是迁过来的，不是本地人。原来

我们老祖宗厉害得狠，整个中国都是我们

的。我们年幼的时候，长辈们聊天时就经

常给我们讲这方面的故事，所以你看我们

部家的，小孩子都知道这方面的事。这方

面不是我们这么说，你可以问村里那些年

纪大的老头，他们小的时候也都听到过。
这东西是一代传一代，对小娃娃都是有意

识的讲。虽然我们了解的不是很全面，但

多多少少还是晓得些。包括附近湖南澧县

那边部家的人，他们也清楚啊。都是听长

辈们讲的。
事情是他讲的这么回事，这个基本上

都晓得。我父亲就专门给我们兄弟几个讲

过，孙儿我也讲过，他们都晓得。姓部的跟

这边其他姓的人不同，他们都讲我们姓部

的人团结，遇到么事，那只要是姓部的，都

过来帮忙……我们自己反正觉得还好，不

同是有些不同，但基本上还是差不多，又没

多个鼻子多只眼。
人们似乎都熟知过去的历史，实际上，即便如今

部氏村民文化程度得到全面提高，也没有几个人能

真正清楚元末明初那段混乱的历史，更不用说部氏

先祖的真实遭遇并无详细的文字记载。但是不需要

刻意地去宣扬和表达，后人们所相信的群体的“真

实”历史就在代际间的日常生活接触中被不断的复

制、记忆和传递。在这里，先祖遭遇的具体情景本身

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先祖遇难”的记忆潜移默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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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着群体内部一代代族人，它成了“我们”这个族

群的象征性表达，并不断地强化了群体成员对“我

者”与“他者”的区分。口述历史的重要意义也在此

得到了完美的展现，认同与认异也就在其间形成并

逐渐在群体成员的思想中得以固化，群体的独立性

也在更高的精神层面得以延续。
二、传统节日与仪式的再造

传统节日和仪式的再造，主要是指部氏族人先

祖在原有节日和仪式的基础上特意地进行了改变。
而这些传统节日和仪式主要包括清明会和祭祖两

项。传统节日和仪式一般来说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

共同生活中所形成，具有其特定的内涵，其仪式过程

具有相应的稳定性。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在上述传

统节日和仪式中，部氏族人在其中融入了一些较为

独特的因素，其包涵的意义不仅仅停留在我们一般

所熟知的层次上，还与其社会生活有着更为紧密的

联系，其蕴涵的象征意义也更为丰富。
就清明会，笔者在此不准备详细描述该传统节

日的过程，因为我们的讨论目的并不在此。只通过

被访谈者的描述把其过程简要陈列如下:

清明会是我们部家人的传统节日，原

来隆重得很。清明会是在每年清明节的前

一天举行，地点原先是在进山公的坟前，离

我们三家台村有二十几里路……原来……
在进山公的坟前头还有个祠堂，新中国成

立后才拆掉的。这一天每家每户都要出一

个人当代表到场，有许多小娃娃也参加。
新中国成立前，祠堂前面还有几块族田，大

约有二亩多田，全是水田。主持这个事的

有 3 个人，都是全族选出来的辈份高、有威

望的人。一个主要是管理祠堂，一个主要

是负责族田收入的管理，因为那二亩多田

都是租给别人的，要负责把租收到手，族里

办事开支要用的。还有一个人主要是统管

这些事，包括主持清明会。原来都是自动

参加，不用通知，全族人到那天了都会主动

的去。一般是上午 12 点左右开始，人差不

多到齐了，就开始挂清、烧纸、炸鞭子、敬祖

先。接着就宣读族规条约，然后讨论部家

人的一些事务，还有就是惩罚那些违反族

规条约的人，那都是动真的打呢! 比方说

不孝敬老人的，新中国成立前有一次搞清

明会，我一个伯父犯了错误，要用棍子打，

喊哪个人来打呢? 他们就安排我打，我那

时候还是个小娃娃，没敢打。找个小辈打

他，无非是要他吸收教训。这些事办完后，

就一起到祠堂去，那边管事的已把饭弄好

了，这顿饭开支就从那几块田的收入里支

出。饭吃完后，晚上大家还要聚到一起开

会，要么是聊天，讲的都是老祖宗的逸闻趣

事; 要么是继续讨论族里的事，因为有些事

白天没有讨论完。夜晚大家就睡在祠堂

里。第二天是正清明，各家各户的人再回

去忙自己的事情。
当地《部氏族谱》里也有相关的清明祭祖文记

载，还有诸如“笃恩谊、正伦理、睦宗族、培坟墓、重

宗祧、明家法、黜不肖、平争讼”等“公规十二条”。
总之，部氏族人的清明会是一个有组织，并有较为丰

富内容、井然有序的集体性活动。传统节日是民族

成员为适应生产生活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并随着

时代的前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自然环境的变化不

断演变并一代代传承下来的一种民族文化的载体。
它与民族的历史、社会、经济、天文、历法、音乐、歌

舞、饮食、服饰和宗教等有着密切的联系，是民族意

识的个性表达。民族传统节日不仅是民族文化异彩

纷呈的表现，同时还是各族群众进行物质生产、精神

文化交流的载体，与广大群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

关
［4］。前辈大师们对于这样的集体仪式的讨论在

社会学、人类学中十分丰富，从人类学的开山鼻祖英

国人类学大师泰勒开始，到涂尔干、拉德克利夫—布

朗、格尔茨等，都十分关注各种仪式的功能和象征

意义。
确实，我们不能否认这种传统节日在全体民族

成员内所产生的教化功能，以及其对于维护族内的

稳定和促进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但正如学者所说

“通过与整个系统其他部分的比较，并参考这个体

系中清楚地表达了的主要原则，我们经常会觉察出

一个特定仪式的公开的、表面的目标和意图中隐藏

着的，不被公开承认的，甚至是‘潜意识’的愿望和

目的”［5］。清明祭祖、扫墓挂清、踏青游春的习俗古

已有之，从唐玄宗于开元二十年( 732 年) 正式下诏

将寒食扫墓列入五礼之中后，寒食、清明祭扫坟墓的

习俗就合二为一了，包括蒙古族在内的许多民族在

这一节日活动中并无多大的差异。而部氏族人的清

明会这一传统节日活动中，其背后是否隐藏着什么

其它的愿望和目的，笔者认为是有的。仔细比较和

体味部氏族人的清明会就会发现其不同之处: 一是

活动开展时间，清明会的召开时间是在清明节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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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而在这一天聚族祭扫坟墓的习俗并不多见; 二

是族民的参与程度，族规规定每家每户必须有一人

在场，无论男女主人( 不包括儿童) 。这一习俗的具

体起源时间无法确定，而笔者遍寻资料也没有发现

元代蒙古族人有这样的习俗，在其他民族中也并没

有相关记载。因而其独特性本身就是一种暗示，这

种暗示强调的同样是差异。
再说在所有的需要焚烧冥币纸钱以祭祀祖先、

亡灵的仪式中，部氏族人还必须另外给一位叫“义

祖陈美所”的人有所供奉。部氏族人认为:

义祖陈美所是我们部家的救命恩人，

当年不是他，我们祖宗早就被乱兵杀死了。
据说他是部家的仆人，当年逃难的时候，老

祖宗还是个娃娃，其他的人都跑了。他抱

着老祖宗躲到观音菩萨像下面，并对老祖

宗讲你莫哭啊，哭就死定哒。追兵走过后，

义祖陈美所就帮着把老祖宗养大，所以我

们现在过年过节时叫饭烧纸都要给他准备

点，不是他的忠心，我们这支人哪里来哦。
笔者仔细翻查当地部氏族谱的记载，发现以上

叙述其实是把部氏族人一世祖的遭遇与其后世子孙

的遭遇弄混淆了。根据记载，这一习俗应当产生于

部氏族人九世孙，族谱有记载:

九世祖言人公遭闯贼之乱，时尚穉齿，

得义仆陈美所救援。
查顺治乙酉正月中旬，闯贼余党作乱。

母邓氏被乱兵所掠，遇害。仆人陈美所于

舍近探视，闻堰堤下小儿啼，则公也。陈负

以归，众仆欲害公，陈不可。见瓦盎有遗

食，窃以哺公。逃宿林中，乱定，付资生公

抚之。
同样，关于历史的记忆与历史事实是否吻合并

不重要，重要的是在族人心中形成的集体记忆所具

有的象征意义。上述事例，被部氏族人作为关涉群

体存亡的大事而广泛的接受，并在实际的行动中通

过具体的仪式来强化这一集体记忆。正如王明珂所

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许多以集体记忆结合

的社会群体中。我们许多的社会活动，是为了强固

我们与某一社会群体其他成员间的集体记忆，并延

续群体的凝聚。”［6］

以上所述的两种传统节日和仪式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除了其本身所包含的已被广大民众所认可的

缅怀祖先、祈求保佑、教化族人等功能外，更重要的

是其与传统清明节、祭祀仪式不同之处，隐含了部氏

族人本身不同于当地民族的这一深意。在大致相同

的仪式过程中，潜在的对自身民族的独立性进行了

不断的强化和宣扬。仅此两点，部氏族人会自觉地

在与他族互动过程中强调本族的同一性和独特性，

从而也会产生对“我族”与“他族”的区分。而这正

是其民族保持独立性的关键所在，也为我们揭示了

这一数百年来沿袭当地民族文化习俗的群体同而未

化的原因之一，也证实了有的学者所认同的“小传

统的核心是作为精神压力和社会危机的反映的宗教

信仰体系，是对早期家族迁徙、生产方式变革和社会

组织转型的程式化的曲折回忆。而由社会成员共同

参与并且用仪式来加以引导的怀旧活动，同时也建

造起相对于邻族的心理上的时空边界。这种心理边

界虽然与可能存在的物质边界相对应，但它并不会

因为物质边界的消失而立即消失。”［1］100

三、鉴别身份的暗语

暗语是隐语或秘密语，指某些社会群体、行业集

团或秘密组织出于隐蔽行为的特需而约定的秘密交

际语
［7］319。显然我们这里所说的暗语指第一种情

况，即是社会群体为了某种特别的需要而约定的秘

密交际语。在部氏族人中，广为流传着的真正使用

的暗语其实只有一句话，即“博尔济吉特”。
“博尔济吉特”是蒙古族的姓氏名称，在部氏族

人内部，这一姓氏名被作为族人世代留存的暗语，同

时也 是 凝 聚 族 内 成 员 的 要 素 之 一。据《蒙 古 秘

史》［8］
记载，成吉思汗的十一世祖母阿阑·豁阿在

丈夫朵奔·篾儿干死后，感受天光生了 3 个儿子，其

次子为孛端察儿，即为后来的孛儿只斤诸部的始祖。
这个氏族名称一度没有氏族使用，到成吉思汗的父

亲也速该时又恢复使用，于是也速该就成了孛儿只

斤氏的第二始祖，此姓氏后来就成为了成吉思汗黄

金家族的姓氏。到清朝时期，就把孛儿只斤氏译为

博尔济吉特氏。调查期间，笔者询问了很多村民，他

们大都不知道这句暗语到底是什么意思，只说是祖

上传下来的，只要听得懂这句话的，就是一家人。当

然我们不能简单的把“博尔济吉特”当作一个孤立

的对象来分析其起源、含义等，我们应当把它放到民

众生活中去研究，把它同更多的部氏族人的习俗联

系起来分析。下面来看看村民对该暗语的认识。
笔者: 你 知 不 知 道“博 尔 济 吉 特”

是什么?

BCQ: “博 尔 济 吉 特”，这 我 晓 得，

是暗语。
笔者: 它表示什么意思你知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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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Q: 我们早就晓得哟，不过不知道具

体指的什么东西。反正大家认为是句暗

语，只要是蒙古族人都懂这句话。那些只

要听得懂这种话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人。
有的说原来部家的人逃难走散了，怕今后

相互之间不认识，就约定这么个暗语，见面

后，只要讲这个话，如果听得懂，那就可以

相认。听不懂呢，就不是自己的人。
另有村民说:

这个东西，部家人个个都能讲，但现在

也没有几个人知道是么意思，我是为了修

谱书才专门又查过的。20 世纪 80 年代的

时候，我还不晓得这句话是么意思，反正原

来听本族老年人说是句暗语，当地姓胡的、
姓邓的、姓田的都听不懂，也没听说过他们

有什么暗语。到 1982 年的时候，当时县统

战部的祝部长到我家来，问起我们有什么

特点。大家都说我们部家人有暗语，老老

少少都晓得，别人都听不懂。祝部长听了

就回去查，讲我们这个是个姓氏，是蒙古族

人的。所以后来县里承认我们是蒙古族，

这个东西也起作用的。
暗语作为特用型民族熟语的一种，是民众长期

传承和沿用，使民间文化得以顺利传袭，它具有较强

的稳定性
［7］303。“博尔济吉特”简简单单的 5 个字，

承载了部氏族人数百年来的记忆。通过它，族群内

部人员获得了大家同为一体的精神体验，是“我们”
的共同文化象征，因此把这一族群共同体更为紧密

的联结在一起了。同时，也是通过它，强调了与其他

民族成员的区别，成了“他们”都无法了解的文化符

号。“我们”的意识在这里再一次得到了强化。笔

者认为，“博尔济吉特”作为暗语，其在部氏族人先

祖们那里确实是一种真实使用的用来联系其它蒙古

族人的语言，其字面的意义是为蒙古族人理解和共

享的，也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实际的语言交

际功能。但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一句被保存下来的

暗语，其字面意义渐渐弱化，虽然还是同样的 5 个

字，虽然它所指称的内容并没有发生变化，但它却不

再仅用来指一个姓氏的名称，也不再经常被使用以

识别蒙古族人，因为人们赋予了它更多的象征含义。
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意义并不内在于事物中，

它是被构造的，被产生的。它是意指实践，是一种产

生意义、使事务具有意义的实践的产物”［9］。“博尔

济吉特”也因此成了一种指意实践的产物，它获得

了新的内涵，成为人们进行民族身份鉴别时的依据，

它成了共同体的一种文化标志，成了群体成员寻找

族内认同的象征物。
综上所述，部氏族人在内外因作用下放弃了本

民族的传统文化习俗，转而接受和采用当地民族的

文化。从其外在特征来看，似乎已是一个被当地居

民“涵化”的民族，但是正如上面所说，在这个群体

成员的内部依然通过一些特定的文化因素来保持自

己的民族独立性。与本民族主体的疏远，受与当地

民族互动的影响，在政治、经济等不可抗拒的外因作

用下，部氏族人通过隐蔽的方式把对本民族的认同

进行适当的表达和传送，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充满智

慧的民族生存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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