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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族是中圓的少數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明藏族美族自治州的茂基、汶

川、理基、松潘和甘改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基，以及錦阻市的北川墓。其中茂基、汶川、

理基方完族的集中居住區。 1990 年第四吹人口普查肘美族且人口方 19.8 方人。此外，
在貴州省網仁地區的石肝、江口等基，也有少量完族居住，人口約克的 0 余人

(986) ，是明末清初狀四川省迂徙去的。
美族自林“力三月"、“永表"或“日月"、“日菱"，意方本地人。沒有本民族文字，
既未使用沒文。其 i吾言厲汶藏培系藏緬 i吾族主 i吾支，分南北兩大 ti 吉匠，土培甚多，甚
至 l惦近村暴都准以通活。美族主要居住在青藏高原京部迫緣，遠里山高水急，地勢高寒，

主戶玉米、青棵、莽表、小愛、土豆，美族 F~ 以伶統表牧~方主。
美族是中國的最古老民族之一，早在殷商吋期的甲骨文中就有氾載，前史上分布

很尸，他們是沒族前身“學夏族"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長期的朋史迂程中，美族逐漸
*中固藏掌研究中心

Key Words: Qiang People , Qiang Cun , family , jia-men , mU-Jiu
寺一 7- F: 美族，美村，家庭，家汀，母舅
1)

本洽文作方毫者 1993 年 12 月 4 日在日本固立民族掌博物倌共同研究金上的演併內容，

得到了勻金各位先生許多有益的指教，特別是田村克己，塚回城之、松閃正子三位先生，更
是不辭辛旁 ，:Jg 造者提供了件多幫助;固立民族掌博物備出版委員金委員長友枝店泰先生

及其它各位出版委員滑本文提出了多吹修改意見，其熱忱和主人真精神令我感功。在此，敬
肉他們致以衷心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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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方汲藏i吾系中藏緬 i若族的各民族。藏、舞、白、哈尼、納西、慄傑、拉站、基菇、
普米、德昂、怒、土家等民族的朋史都和美族有密切美系，而現代主族則方古美族的
直接后裔，是研究中固少數民族肪史演交的活化石。

美于美族的研究，始于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主要是半西迫疆掌金和外固伶教士
的零星考察和 i己柔。抗成期間，中固京部的大掌和研究机拘特移西南，掀起了滑過疆

少數民族研究的高潮。胡盤民、司長毒、蒙文通、間有、任乃強、庄竿本等航局史掌、
i吾吉掌、民族掌角度財美族卉展了研究，留下了室貴資料。中半人民共和固成立以后，
作方五十年代民族大調查的一部分，又才完族地區也遊行了校方全面的社金肪史洞查。在
遠些調查研究基咄上，人十年代以后陪鑽出版了一大批著作，如《美族社合肪史調查》、

《美族筒史》、《完族調查材料》、《美族史》、《氏勻堯》、《美族源流探索》、《美 i吾筒志》

等等，美族研究在不斷地深入。然而遠些研究除少數笑地調查成果外，大部分是前人成
果的，且錯，在方法上仍偏重于肪史字的這用。特別是在民族掌、社金掌的微現笑地調查

研究上逐很不充分。因而，毫者于 1987 年

1991 年|司進持美族聚居區的波川墓的美

村，遊行了長遠四年的系統追綜洞查。在此，造者~存完村社含金吉拘的研究心得，就教

于大家。因方美村的社金結椅，不仗較好地代表了中固少數民族在汶文化影吶下的斐化
特征和趙勢，而且完村典型的父系架拘一一母系監控的基本社合框架，財于 1人浪和研
究中因社舍有看普遍的意文。

余所周知，中固持統社金結拘中基本的支撐兒是血緣美系，有美父系血緣美系的

基本作用和特征，圍內外掌者都給予了比較深人的研究并取得了校方一致的玖玖，然而
又才于血緣美系中的母系方面，在整令社舍生吉拘中座車摟在什么祥的位置，部內:眛其詞、

准置可否。遠是因方大多數字者集中注意的汲族社舍，母系血緣美系已赴于退隱收志。
而美村正好方我們提供了一小完整的掠本，以舅舅方代表的母系血緣美系，在整小社金
結拘中起若不可缺少的平衡監控作用，較方典型地表現了伶統多土社舍的社舍絢成特

征。此外，美村在外未文化的強大庄力下，也正在刷烈斐功著，在社金結拘上則表現
出行政美系兩伶統社金美系的破杯和取代，述科斐化，也代表著中固少數民族社金交迂
的現狀，值得引起重視。

1 .序洽

我們所要研究的美村，位于青藏高原京北部迫緣的高山峽谷之中。遠里崇山峻 l峙，

河谷繳橫，以出 rr- 珍稀功物大熊猶而聞名于世。千百年末，美族人民就生息莽育在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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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圍 1

美村在全圍的位置略囡

地區。
美村在行政管理上，厲于四川省阿坡藏族美族自治州，汶川基錦池多美鋒村的一
小村民小姐，是一小只有的戶人家的自然村。 2) 它依山傍河，位于自民江西岸的沖祺台
地上。南距四川省省合成都市 127 公里，北距汶川基基治威州續 19 公里。成都至阿坡
的柏油公路狀河封面通泣，由一架鋼繩耕朕錯兩岸，交通較方方便。

美村和附近的簇去寮、淘~寮合方一行政村。你 3甘美鋒村。因在JJj吹i孟功中走在
前列，故有美族先鋒之意。遠是全州最早建立互助組合作社的地方。美鋒三寮逐和赴于
半山 3 )的高家山暴、河坪寮合林先河西五賽，遠是南部完族中少有的持統文化保存較

好的先族文化匠，也几乎可以況是美族分布上最南部的集中居住區。在美村西南方的高
半山上，逐分布著克鈞、落湯、調去等說嘉鐵梧的藏族村慕。美村隔河勻家岸已基本

接受汶文化的美族村寮高店村斜竭。狀美村出友，沿成阿公路北行一公里，即是多政府

2)

自然村，即自然形成的村落，是勻人均界定的行政村相財而吉。一小自然村根掘居民多

少而在行政上划分方行政村或村民小姐。

3)

生活在蝦江河谷的居民，村寮依改建在河岸台地、向 ~E 山坡上，單地耳慣赫作河墳、半
山、高山，以海拔的相封高程未划分半山、高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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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至成都

地固 2

汶川基綿鹿三長略囡

所在地錦池績，遠里挑明宣德七年(1 432 年)到 1952 年的 520 年之間，一直是汶川

甚基治所在地。以后又是區政府所在地，在 1984 年撤區并多。鎮上主要居住著汶族和
少部分回族。美村就必在遠神多民族奈居的人文那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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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0

美村所在地區，位于未經 103 2 于，北弗 31 21 心海拔 1230 米(以多政府所在地
錦池頓方准)。家面是光光山系，海拔 4084 米，西面方電隆包山系，海拔 5313 米。由民
江自北向南流泣，附近運有簇去洶、高店詢、大漢洶、登溪洶、亦冬淘等几奈山溪 r[
人自民江。高山峽谷的地形，加上青藏高原句成都平原的不同弋庄，形成干燥多風的失候。

冬季北夙凜盾，夏季南夙勁吹，肪來干旱少雨，素有十年九旱之林。千百年的破杯性
卉炭，已使由民江兩岸群山斐成完山，地表裸露，危岩高章。近几十年的溫砍濫伐，更

使森林分布放迂去的海拔 1700 米以上，上升到海拔高度 2100 米以上，森林覆蓋率也

主人解放初的 30% 減少了近一半，因而降雨量逐在不斷減少。掘基在1 象站現測，族地區

年平均究溫 13.4'C 相滑溫度 69% ，年平均降水量 52 1. 6 毫米，克霜期 236 天。所以
只道合科植玉米、小友、土豆、莽子、青裸等耐旱耐寒植物。
1934 年庄掌本游肪川西少數民族地區，林:“汶 )'1 基(即現在的綿池績，原基治
所在地)方川西山伺最貧瘖的一基，十分之九方荒亂石，十分之一方沙田，科植面軍只

很小"。 4) 土地貧瘖，九石一土的情況至今未根本改交。美村的土壞厲半干旱禍色土匪，

以沙黃土和沙石土方主，土壤 PH 值在 6.8-7.2 之間，厲中性偏喊，有机值 <0.6%

,

速效儕> 30PPH 。美村現有耕地 175 盲，次~人口 136 人，人均占地方1. 28 宙，大
大低于全甚平均的1. 56 宙水平。但美村土地以近二十年改土造固的河墳地方主，調有

良好的人工灌溉系統，旱游保收，因而人均戶根水平在全多仍厲上流。此外，美村逆
胡有較大面棋的荒山荒坡，几乎未加利用。集体吋期耕神的山坡地，因其“靠天吃

飯"及相庄的低效益，許多地也已丟荒，成方牧放牲畜的場所。甚至集体肘期在山坡
上卉辟的草果園，也按棵平分給各家，逐漸荒敗元收。卉友利用荒山荒坡，大量科草
科柄，林牧并拳，是美村潛在的一生產財富。

美村目前有 26 戶，常住人口 146 人，戶均 5. 6 人，其拘成情況清見表 1 。
美村常住人口的 146 人，除 5 名因家干部及他們已坎特非 5 )的家厲 5 人外，其他

136 人均寂1世人口，基本上都航事求~生戶。
f寺統 f=-*. 的分工及商品經濟友展所帶來的新的取主lk.分化，使堯村人在主要以事求
~的前提下，已有一定程度的寺-*.分工(見表 2) 。

b人民族拘成看，美村常住人口的 146 人中，有 8 人是藏族， 2 人是沒族，其余全

4)

庄掌本: <<堯王先考察氾))，上海良友囡有印刷公司印行，民固 37 年版，第 28 頁。

5)

坎特非:中圍的戶籍政策格居民根揖 f=~ 和居住地域划分均表.ill(.人口和非衷.ill(.人口，非

放.ill(.人口享受政府的商品糗供座。坎特非即根揖有美規定戶籍由衷.ill(.人口斐方非~-*.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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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美村年齡性別措拘表(1 989 年)

年齡

男性

女性

合汁

2

3

80-84
75 一 79

1

。

1

70一 74

5

。

5

65 一的

3

2

5

60-64

2

4

6

2

3

55-59
50-54

2

2

4

45 一的

3

2

5

40 一位

7

5

12

35-39

2

6

8

30-34

4

3

7

25-29

5

7

12

20-24

8

9

17

15-19

9

5

14

10-14

9

5

14

5-9

7

8

15

0-4

6

9

15

合汁

75

71

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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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3句英族。 8 位藏族全部是風高半山的藏族村寮嫁人或人贅， 2 位汲族是狀外地嫁人或

人贅，他們的子女全部自披美族，長期的美村生活，使他們本人也逐漸完族化，因而
美村在文化上基本上是純美族居住社區。
美村人在日常生活中，基本上這用兩神培育遊行交流。家庭內部、部里之何，大

多用美 i吾遊行交淚。但在公共場合，特別是召卉村民大金肘則使用沒語，而且使用汲培
的机舍越來越多。甚至有些青年人只能昕不能說完活了。美族元本民族文字，肪未使用

汶文。除 60 步以上的老人外，中青年美村人大多已昕不懂伶統的活祠，財一些生僻的
美 i吾閱紅也似是而非。例如喪事上用持統祭祠追悼死者吋，老人一般金老泊繳橫，中年

人尚能模糊懂小大意，神情肅穆，年桂人則不知所云，甚至有些莫名其妙，文化斷是
現象十分明星。同祥，在其他方面，美村人也大体保存著本民族的伶統文化，但外來
影吶已很盛著。在整小河西五寮中，美村最靠近沒族，受外來文化的影咱最強烈，相

座在文化斐迂上也最其代表性。
在通古吋代，古美人游牧于甘青高原，迂著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大約在成固

至秦汲之間，其中的一支美人越迂大雪山，迂徙到了自民江河谷，成方今天亮族的直系祖
先。蝦江河谷較甘青高原更方溫暖溫祠的角候，以及并不尸闊的生存那境，迫使他們漸

漸以游牧走向表耕。千百年末，他們逐漸形成了以求 1拉克主的生戶芳式， f考統的畜牧~
逐漸退居二位，成方輔助tz:~。作方并不能高度自給自足的小寂銓謗，以及技~所特有

的表閑所許生的多余吋肉和旁力，使美族人長期以未就有“找副~"的刁慣。表~解
決糗食和惆料，畜牧~解決肥料和肉食，副~解決用鏡，交換外未必需品。三者搭配，
形成詮濟生活的基本活功模式。

美村人的詮詐，在整体上述赴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狀志。商品短濟的友展，仗
只是萌芽而已。在本廣上，美村仍然是以求牧方主的小技社舍。
勻此相庄，建立在自然詮濟基石出之上的美村社金結梢，也只是一小多土社舍的差

序格局，以父系血緣美系方主錢奈，由己及人的水波紋式結拘貫穿整小社舍，奈厲素戚
美系拘成送小社舍的主要社合美系。在原則上，父系血緣的單向京厲美系，是拘成送小

社舍的主要骨架，正如費孝通先生所悅的那祥，多土社舍是草系的差序格局。不泣，母

系血緣美系所 F 生的素戚美系，也是美村社金美系中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母舅的
至高校威，封整小社金美系起著平衡和監督作用。

除血緣美系以外，部里之間，村棄之間，拘成美村的地緣美系。但地緣美系勻其
說是詮濟上的眼系，不如說是血緣美系的 it 展和行政美系的界定。地域的主人同相封較
弱，婚姻范園的族小，使美村戶勻戶之肉不是奈厲便是素戚，彼此盎根錯甘地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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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卷 1 考

“竹根素 "6) 的密切美系。主村勻周困村棄之間的眼系，也是更多地表現在因婚姻美系
而帶來的血緣美朕上，笙濟的互助，人情的往來，都是在血緣美系下面展卉。近 10 年

日起 1t 大的眼姻范圍，使血緣帶來的地緣朕系也相庄 1t大。
b人元朝卉始，中央王朝就在該地區設立巡橙司，清嘉皮以后，美村遊一步被室內人
流官統治，設立了相庄的統治机絢。清的里甲制，民囡肘期的保甲制，解放后的人民

公社的大趴、小臥制，以及現行的村、村民小組制，使美村在行政上又被納人政府的
這行体系中，行政美系，成方美村的第三神社合美系。
述三神社金美系的繳橫交錯，拘成美村的全部社金朕系同。美村人的生活，就在

述一阿絡中遊行。血緣美系是美村社金結拘的基咄，父系血緣的單向朕系又是其核心，
美村和周迫村賽的地緣美系，是血緣美系的?大和行政的界定;行政美系則帶來美村和
更大范圍的社舍的立体式朕系。述三神美系形成完村不同的三小屋狀的社合美系。

作方美村社金結拘基咄的血緣美系，是以父系血緣美系方核心的。在美村人看來，

“只有千百年的家門，沒有千百年的素戚"，父系血緣是朕系整↑社合美系的主錢。 X才

母系血緣美系，主村人奉行的原則是:“一代京、二代表、三代四代主人不著"。
b人父系血緣出友，首先拘成家庭，遠是美村社舍的基本草位;再放家庭外推三代，
拘成近奈范間的家門;此家門再外推五、六代，則拘成逗素范圍的素房;以素房再向
外推，就拘成愛理不理的同姓族房。范圍越推越大，美系相座由素而疏。正如費孝通

先生所說，范圍的大小，取決于中心部位勢力的強弱。美村人常特“家門房族、四大
n 奈"連用，以包容所有的素厲奈戚，但沒有一令人能准碗說出他們的碗切范圍，只

能含糊地解釋說家門最素，素房改之，族房又攻之。素房和族房又常合稍tj句房族;四
大 n 奈指京西南北素厲素戚。事宴上，美村送科奈緣美系概念上的含糊性，正是來源于
作方中心庶的勢力強弱的不同，所帶末的不碗定性。滑于中心勢力強的素厲美系，一直

可以以家庭 1t 展到同姓的族房。 X才于大多數的家族未況，只能含含糊糊地 1t 展方房族
(包括素房，有可能也包括族房的范圍) ，帶有很大的伸縮性。而美村人所謂的四大叮

奈，則座該是指家門、房族、大母舅、小母舅述四方素厲素戚。
美村人一方面思量淡化母系血緣美系，另一方面在婚姻規則上，則采取父系同姓
不婚，母系“素上加奈，雪上加凌"的刁慣。在討母系血緣美系“三代四代主人不著"的

同肘，又有“天上的雷公，地上的母舅"的說法。在美村社舍，“大不近大母舅，素不
迂小母舅，'，舅舅滑一令家庭的制約力量是非常大的，小至家庭糾紛，大至分家、蓋房、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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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死人，元不需要由母舅出面，母舅的地位且是最杖威、最尊貴的，美村母系血

緣美系，在社金拘造上有著深刻的社金意文。
息的來說，父系血緣美系朕結起末的家庭一一家門一一宗房一一族房，以及帶地
緣性的部里一一暴中一一一五大賽体系，是美村社舍的基本絢架。而以母系血緣美系朕
站起來的大母舅一一小母舅，以及來自外部加給的村民小姐一一村一一多一一甚等行
政体系，則拘成美村社金的控制系統。如果說前者是美村社金拘成的骨架，那么后者就
是遠↑社金的筋緒。骨架拘成送小社舍的基本模式，筋咯則保証這小社舍的良好這行，

起著平衡制約的作用。在美村的三小屋吹的社金美系取措中，血緣美系是本原的、根本

性的社全美系;地緣美系是血緣美系的空間投影，是其區域上的遊一步?展;行政美系
則是未自外部的強加力量。三神社合美系的調造配合，推功著弟村社舍的這特和斐迂。

n.美村人的家庭
作方美村社金基咄的血緣美系，起始于婚姻的迷成和由此引度的莽育美系及其廿

大。因而，家庭是遠小社金最基本的單位，是美村社金美系的起息。目前的美村，小
人淹沒在群体之中，首先是被包容在家庭共岡体中。具有強立意志和組立控訴能力，站

立的社舍地位的小人，在1史~社全是微乎其微的。小人首先必須蚵厲于家庭，其次逆必
須屑于更大的素厲群体。小人的利益必然是家庭的利益，家庭的茉辱，也就是令人的茉
辱。家長是家庭的代表，家長勻周圍世界的素疏，也就是家庭同周圍美系的逼近。研

究美村人的社全美系，自然座三告狀家庭人手。
美村目前有 26 戶人家，也就是 26 戶家庭。達 26 戶家庭，拘成了美村的基本社金
單位，一切活功都是以家庭方中心未展卉的。家庭是婚姻朕結和莽育美系的結果，婚姻

的速成是家庭形成的第一步，文才此我們格在后面洽述。在此我們主要隅明美村家庭的結

拘和功能。結拘指它的形式，功能則指它的作用，我們特航速二方面展卉研究。

1.美村家庭結拘

@美村家庭的美型

美村的 26 戶家庭中，包括如下表 3 几科美型。
在目前，美村仗有三神美型的家庭結拘，既不存在游寓于家庭群体之外的強身，也
不存在包容血緣美系之外的成員的其他家庭形式。文才于喪偶的殘缺家庭，美村人通迂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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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村家庭結拘美型
合汁

26
100

嫁、再娶、招贅、填房等形式來完善，螺寡孤蝕的老人和 JL童，集体吋期是采取“五
保戶"制度，現在則友摔伶銳的素鳳間社金保障功能。通述領莽、迂繼等形式組成新
的家庭。遠些家族美型中的特例，在近年內沒有出現泣，作了句求村社區家庭美型的常恣，
且是在核心家庭一一眼合家庭一一主干家庭和新的核心家庭的模式中循坪。
核心家庭是目前美村的主要家庭拘成形式，它主要包括夫妻和他們未成年的子女，

遠神家庭美型古，位數的 53.8% 。在家庭經濟上，核心家庭赴于低谷吋期，旁力缺乏，子
女年幼，夫妻倆必須起早貪黑地干活，辛辛苦苦莽育孩子的長大，對大孩子結婚生子，
其他孩子也逐漸成人，送小家庭就上升方朕合家庭，遊入家庭詮濟的鼎盛吋期，這吋 JL
女得力，夫妻倆也能干活，家庭經濟蒸蒸日上，但他們必須方隨之而來的嫁女、娶媳、
建房、分家作准各。鼎盛且是短暫的，眼合家庭只是家庭美型中的迂渡吋期，也是最
功蕩不安吋期，只占且毅的 15.34% 。
一旦家庭中第二小孩子娶媳或招贅，家庭糾紛立即加制，婆媳之間，抽煙之間，矛

盾越演越烈，“柯大分叉，人大分家"，這令家庭很快分裂出若干家庭。美村一般采取

女大嫁人 JL大娶媳，克 JL則招贅，孩子長大一小分裂一小，形成新的核心家庭，最后
剩最小的 JL 于“守老屋"，他繼承家庭的大部分財戶，特別是房屋，作方這小家庭的

“正根"留下末，通常他必須蟾莽老人，形成主干家庭。如果逐漸喪失旁功能力的父母
都逐健在，有的要被分配給另一小孩子蟾莽，則形成第二↑主干家庭。不泣，美村很
少有二小老人都長芽的例子。毫者根掘全行政村戶口簿近 5 年的死亡人口 i己裁，統汁出
誠地區男性平均壽命方 75.5 步，女性仗的步，女性生病死亡比例較大，述和美族蚵
女單生旁累有美。目前美村 60 ~以上的老人有 20 位，男性方 12 位，女性方 8 位。當
家庭中最后一小孩子結婚戚家肘，老人往往已有一人率先再去，目前美村的 8 小主干家

庭中，仗有一家是二位老人都健在的。主干家庭是美村家庭中仗坎于核心家庭的美型，
占拉數的 30.76% 。在詮濟上，主干家庭一般也赴于低谷肘期，上有老下有小，使遠
小家庭詮濟負扭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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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合家庭

固 1

美村家庭結拘斐化示意囡

@美村家庭的規模

美村平均家庭人口方 5. 6 人，到 1989 年方止，小于 4 口和大于 8 口的家庭都沒
有。如表 4 所示:
表 4

家庭人口數
擱有相庄人口小數
安有人數占

息小數比例 C%)

。
。
。

美村家庭人口分配表(1 989)

2

3

4

5

。
。
。

。
。
。

7

6

6

28

30

36
23. 1

15.4

1 1. 5

26. 91 23. 1

6

8

9

10

4

3

28

24

。
。
。

。
。
。

7

合汁

26
146
100

里然，美村家庭人口主要在 4-6 人之間，目前美村最大家庭人口數方 8 口，二小
眼合家庭，一令核心家庭。

在解放前，美村最大的一家人口數方 14 人，板有威望的家長，統領若他的 JL 子媳

如那于那女。但若第三小孩子結婚生子后，運等不到第四小孩子成年，一心想維持大家
庭雄厚勢力的家長，也不能不痛心地轉三小JL子一吹性分出去草泣，息管他在單地是有
名的能人，也元法挽回大家庭分裂的命逞。家庭糾紛的加閥，特別是抽煙矛盾，大鏽
飯下面的苦尿不均，大家庭中小家庭的高心力量，都使大家庭不能不分裂方几小小家。

遠小大家庭若吋有几十宙土地，道家人又是少見的聰明人，但大家庭也只維持了 10 末

年。
現在美村一般家庭，只要大孩子結婚生子，就要分家草泣，有少數待到二孩子結

婚生子，也必定要分家。在美村所謂的騏合家庭，大多也只是一滑夫妻勻大 JL 、媳如
及他們的孩子，運有自己未成年孩子組成，很少有兩小孩子結婚后，運同在一小家庭里
生活的。小技經濟制約了美村的家庭規模，小抉土地詮膏，有限的旁力需要，使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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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更具有生命力。費孝通先生的江村研究，李景汶先生的定基洞查，以及中根千枝先生
河里洲各固求村的調查結果都是如此。7)看未多土社全家庭人口的常數是在 4-6 人之

間。
美村目前大体上運是小眾社舍，因而大家庭的推持是困班的。目前美村二家 8 口

人的耳其合家庭已是危机四伏，婆媳矛盾很大，有一家的婆婆甚至已喝述一坎坎藹自承未

遂。另一家 8 口人的核心家庭， 4 小大女 JL 已到結婚的年齡，如果不是因方念唱及連續
几年的升掌考試，耽誤了正常的結婚年齡，遠小家庭也早該遊入眼合家庭。述三家主村
的大家庭都赴在分裂的前夜。

我們可以看出，朕合家庭且是家庭經濟的鼎盛吋期，但只是家庭的一科迂渡形式，
短暫而且功蕩不安。

在感情上，美村人是不愿分家的，“好 JL 不吃分家飯，好女不穿嫁娘衣"是美村人
常說的一句話，他們十分注意一令家庭的因結勻安定，然而現笑的矛盾又使他們不能不

均分家、造新房做准各。美村人均土地已下降到1. 26 富，作方先村人主要生 F 賢料的
土地的匿乏，在今后 20 年特如何影咱家庭生吉拘的交化，是一件值得美注的事。生產者決
心長期財美村遊行追綜洞查。

@完村家庭拘成的代你差昇

美村在家庭拘成上，夫妻年齡差、初婚年齡、文化拘成、婚姻方式和速成途徑上，
有著明星的代你差昇。每一代人，都明皇帝著吋代色彩。
主村目前 60 ~以上的老年夫妻一共有 8 沛，初婚年齡在 12-20 ~之間，盛行早

婚刁慣， 16 ~左右成素較多。夫妻年齡差距方男大于女，平均男比女大 4. 6 步。 6 財
男大于女的夫妻中，最高速 10 步，最小方 5 ~

0

2 滑女大于男的夫妻中最高 4~ 最低

3 步。在文化拘成上，男性 1 人上初中， 5 人初小， 2 人初氓，大多上迂私塾或保園民
小掌。 8) 女性有 2 人初小，其余全方文盲。在婚姻浩成途徑上，全部方媒灼之言，父母
之命。母去美村盛行早汀婚，甚至有指腹方婚 9) 的刁慣，姑舅姨表婚忱先和交換婚在逛

一代人中都較多。 8 又才老人夫妻中，有 2 X才是人贅，肪史上美村人的人贅婚較多，原未
7)

清參見:費孝通: ((江村詮辨)) ，江亦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3 頁，李景汶: ((定基

社金概況調查)) ，中圈人民大字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35 頁，中根千校: ((社金人美掌一一
直洲各社舍的考察>> ，日本來京大掌出版社 1987 年版。

8)

保:民固吋期采用的行政單位，相對 T 現在的行政村，保園民小掌即村小掌。

9)

指腹方婚:兩家妻子都有身孕，互相約定昕生子女昇性即方夫妻，同性則方兄弟姊妹。
即孩子尚未出世，婚姻美系就已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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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嫁女和嫁男同等看待，以后受汶人影吶漸有歧視，有的甚至要立贅鈞。汶人人贅美族

較多，美村的許多外姓就是沒人人贅后演斐迂末的，美村人毫不掩佈地林之方“蜜娘汶
老子"。監然，在遠一代人中，令人的感情好思都是吹要的，婚姻更多的是組成銓濟上
和莽育上的共同体。

美村的 12 滑 40 ~以上的中年夫妻中，明星受到新中固成立的影吶，初婚年齡大

多依照 1950 年頒友的婚姻法，女 18 ~男 20 ~結婚。夫妻間年齡差距縮小，忌体上男

大于女平均 3. 4 步，男性比女性最大年齡 9 步，最小方 -1~ 。文化拘成上差距也明
星縮小，解放后的浪定這功及掌校教育卉展，使述一代美村人已克完全文盲，男性 6 人

均初小， 3 人初棋， 3 人初中;女性中 6 人初氓， 5 人初小， 1 人初中。婚姻速成途徑
上仍以包 5年婚姻方主，但小人意愿已占一定成份。有一人勻此小定婚比自己大若干步的
妻子高婚后再婚，有一人是飢荒吋期狀平原汲區嫁人，年齡和掌肪都高于丈夫。在婚姻

形式上，人贅婚方 4 例，美村人的家庭因新中因成立的社合巨大斐革，有著明星的斐

化。
主村 40 步以下的年輕夫妻有 9 玲，初婚年齡遊一步推退。 1981 年新頒婚姻法規

定的男 22 ~女 20 步。已成方結婚年齡的下限，有的已推退到近初步。夫妻年齡差距

遊一步縮小，平均方男大于女1. 8 ，最大值方 8 步，最小值方一 3 步。文化拘成上男
性 4 人小芋， 4 人初中， 1 人高中;女性 6 人小掌， 1 人初棋， 2 人初中。婚姻形式上
全部方娶人。造成途徑上仍以媒的之盲方主，但本人的意思、已占主辱地位，有 2 財夫

妻方自由悲愛，遠是美村前所未有的事。述一代夫妻美系明星要密切得多。

2.

美村家庭的功能

上面我們已銓知道，美村家庭主要由核心、朕合、主干三科美型組成，家庭人口

平均方 5. 6 人，小于 4 口和大于 8 口的家庭都不存在。夫妻年齡差距、文化差昇、初
婚年齡、迷成途徑、婚姻形式上都有著明星的代隊差昇，反映出解放前后的巨大社金交
迂。惡的未看完村家庭的拘成和特征日起合理，家庭狀詮濟和莽育共同体，逐漸斐方內

容更「泛的集合体。那么，美村家庭有著哪些功能呢?

CD 詮濟功能

作方生 F 和消費的基本單位的美村家庭，經濟功能仍間是第一位的功能。物廣資
料的生戶和再生戶、生活和消費，都在家庭內遊行。思管在公社肘期部分剝寺了美村家
庭的生 F 功能，在食堂化中一度甚至剝夸了美村家庭的生活和消費功能，但奕踐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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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濟功能是表~社合家庭的首要功能，生 F 責任制將生戶經昔杖下放到戶，不仗使美

村，包括中固尸大眾村的生戶和生活水平猛然一跌，正是充分友摔了家庭的述一基本功
能的結果。

特別是在目前的美村，家庭既是生戶草位，又是生活草位。家庭結拘的交化，直
接影咱看家庭詮濟的起伏，千百年來，美村就在遠神斐化和起伏中，始皇冬推持著自然控
訴的循那怪圈。

一般說來，美村人在 20-25 步結婚，在末年或后年生下第一小孩子，很快 b人大家
庭中分裂出末，組成強立的核心家庭。美村赴于婚育期的夫如平均孩子數量在 3 人以
上，他們要度迂 20 多年的東苦杭育肘期，家庭徑濟赴于低谷抉志。三百速滑夫妻在 45-

50 ð7 肘， JL女逐漸成人，家庭詮濟日漸繁茉。但在以后的 10 年內，嫁女、娶媳、修
房、分家，使核心家庭交方朕合家庭，這吋既是家庭經濟的高峰肘期，也是最功藹不

安吋期。道第一小都子(女)出生，往往等不到其他 JL 女成奈，送小家庭就汗始分裂

了，子女長大一小分裂一小，這小家庭就急別地在核心一一-朕合一一核心二神美型上
交未斐去，等最后一小孩子結婚，送小家庭最后落在主干美型上。老倆口已是 60 、 70

步的人，不仗逐漸喪失了旁功能力，而且往往有一方要率先寓去。送小主干家庭上有老
人下有未成年的孩子，便遊入了家庭經濟的最低谷扶志。 10 年或更長的吋阿以后，隨

著老人的去世，又回如方核心家庭。孩子的成長又使其走向取合家庭，避而又是主干家
庭，不斷循那往友，家庭銓濟隨之起伏斐化。

我們精美村家長年齡和家庭人均收人，以及家庭忌收入做一相美座你圈，就能清
楚看出二者的美系。家長的不同年齡，代表了相庄的家庭美型盼段，每一小家庭美型盼
段，又直接影咱家庭詮濟的友展。必須指出的是，我們在遠里所指的“家長"是以改

家庭最年長者方准，而不一定是安隊掌握家庭大校的家長。在一令家庭中，旁功能力的
喪失往往也就是社金管理能力的喪失。家長，忌是家庭中最有力者扭任。
~行包 F 到戶的生 F 責任制以后，主村家庭的經濟功能得到比較充分的体現。家

長汁划安排一年的生許生活，家肉分工合作，除枝牧生戶外，社芳力往往被安排出外找
副主&。銓濟大校一般掌握在家長手里，由他統第供給家庭內部集体消費或分配給↑人使
用。 JL 女只要不結婚，不分家，一般就不攔有狙立的控濟杖力，他們必須把賺來的錢
如數交給家長，再由家長反價部分作方令人机功消費基金。

美村商品屋濟的友展，使年經人漸漸加強了自己的詮濟妥力。例行的上交已交得
不是那么爽快，“打埋伏"和明白張阻地拒絕，使家長的威望受到威跡。這神新形式的

家庭糾紛方共未艾。老一輩要按借繞行事，按刁慣安排一家的生戶和消費;新一代要在
生活上起吋毫，如某成衣、看屯影、打台球、抽泣濾嘴姻，生戶上搞商品生戶，如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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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喂豬、喂漓、食用菌生戶，等等。攻方互相指責，年輕人經常抱怨家長不理解不

支持自己，老年人則吸息年經人越來越不昕活，不好管。商品銓濟的初步友展，沖青

著美村人的家庭，使代淘現象越友F 童，家庭的笙濟功能，也在起著微妙的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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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瘟功能

完村家庭的第二小功能是生殖功能，也就是人美自身的生 F 。家庭是美村人唯一
合法的生莽草位，婚外生育在美村社舍是要承受強大的社金庄力的。

肪史上 E 生奈件的落后，造成嬰 JL 高死亡率，表~生 F 1.才筒草芳功力的需求和子

女莽育的假成本，使弟村人妨來奉行多子多福、弄 JL 防老、男尊女卑的現念。老一華
美村人几乎設有任何避孕或人工控制生育的措施，全部放任自流。如女几乎除哺乳期的

伺隔外，“肚子沒有空迂"，孩子大多二至三年一胎，有的甚至一年一胎，如女一生中
杯孕次數在十吹左右。相座嬰 JL 的死亡率也非常高，按美村人的說法，嬰 JL投莽到四、
五步，都是不算數的空事，因方隨吋都可能因病死亡。出痘是嬰 JL 的鬼門美。

生產者調查的三封老年夫知， -1.才流 F3 次，生育 7 子，死亡 3 于，存活 4 子;一

封流 F3 坎，生育 8 子，死亡 3 子，存活 5 子;一封生育 9 子，死亡 7 子，存活 2 子。
嬰 JL 的成活率非常低。流戶主要因方美村如女，直至 l陷盆逐狀事背水一笑的重活，戶后

三天即參加旁功，嬰 JL死亡主要是因方出痘和急病。如女准許死亡也較多，前十几年部
村逐有按悶俗 il如女到牛圈中生育，造成母子玖玖死亡的事例。

解放后，政府建立了墓、匠、多各級E 生机拘， 1960 年就在美村培訓|了第一位接

生民，接著又培圳了一名赤腳監生，目前美村的赤腳區生員然已停止了其他的區斤活
功，但接生的任勞一直很好地承扭下來，美村如女再不用牙咬或用剪刀來割斷肪帶，

“ JL 奔生母奔死"的情況已根本改斐，普遍采用新式接生法，嬰 JL 和戶姐的死亡率大大
降低，近十多年几乎未再出現迂死亡現象。不迂揖基如幼保健站同志介紹，美村如女的
子宮脫垂一突如女病仍 l 日十分普遍和 F 童，沉重的旁功負扭和不 E 生的刁慣，仍是造成
疾病的原因。

多子女的現念和刁慣，使美村所在地區的人口，在解放后良好的匿斤奈件下迅遠
增長。掘民固 33 年祝世德編《汶川基志》載，民因 32 年(1 943 年〉美鋒村方第六保，

共有七甲 82 戶 425 人(男 206 人、女 219 人)。另掘西南民族掌院民族研究所 1953 年
1 月的調查， 10) 先鋒村當吋有 90 戶 451 人。解放后 10 年增加了 8 戶 26 人，分別增長

9.76% 和 6.12% 。人口年遍增率均 0.6%

0

1982 年全圈人口普查，美鋒村方 121 戶

669 人，比 1953 年增加了 31 戶 218 人，不到 30 年里分別比解放初增長 34.4% 和 5 1.
29% ，人口年遍增率均1. 37 %，增長速度逼進超迂解放以前。到 1989 年底，美鋒村

已友展方 128 戶 692 人，在 7 年之內增長了 7 戶口人，分別增加 5.79% 和 3.44%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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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美族調查材料)) 1984 年編印第 1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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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年過增率均 0.48% ，明星受到汁划生育政策的影吶。
根掘人口普查材料，我們特技川甚 1964 年和 1982 年兩次人口普查數掘和全國、

省、州、基逐級比較，航而可以看出該地區人口增長速度，退還超迫其他地區(見表
5) 。
美村作方綿池多美鋒村的下厲村民小姐，其相座吋間人口數掘班以找到。毫者根

掘集体吋期的有美材料，找出了 1965 年美村人口的情況，茲~每 1965 年和 1989 年作一
比較，也能看出美村人口增長情況(見表 6) 。

表 5

錦池多逐級人口比較表

1982/1964

1982 年普查

全圓

1003937078

691220104

312716974

45.2%

2.1%

四川省

99713246

68012565

31700681

44.61 %

2.1%

阿劫、州

725335

483683

241662

49.96%

2.3%

汶川基

84976

50807

34169

67.25%

2.9%

1964 年普查

增長率

增均年

地區

增加教

表 6

增長率

美村 1965 年和 1989 年人口比較表

年代

戶數

且人口

男

女

1965

17

81

36

45

1989

26

146

76

70

在 24 年的財阿里，美村增加了 9 戶(其中迂人 3 戶) ，戶數增加了 52.94% ，人
口增加了的人，增長的 .25% ;人口年過增率均 2.48% 。性別比例主人女多于男斐方
男多于女。人口和戶數的增長速度，甚至超迂全行政村解放后 40 年的增長比例。相財
良好的自然象件和忱越的地理位置，使美村迂移戶較多，所造成的机械增長，也是戶數
和人口高速增長的重要原因。

70 年代以來推行的汁划生育政策，使美村人口的增長速度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如表 7 所示，老中青三代美村人的子女生育數量在不斷下降(見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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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村代眛子女生育教

夫妻數:0才) 最高于女教 最低于友教 子女息數 平均子女教
老年夫妻 (60 ;#以上)

8

7

2

38

4.75

中年夫妻 (40 ;#以上)

12

6

2

42

3.5

青年夫妻 (40 步以下)

9

4

1

22

2.4

1982 年多政府成立汁划生育領辱小組，遊一步加強封汁划生育工作的宣待和管

理，取得較大成果。搪多政府統汁，美鋒村 79 名已婚育齡如女中，有 65 人采取了各
科避孕措施。美村目前已有 4 人做錯扎手木。但超生現象仍 l 日;校方 F 重地存在。

根掘恥巴格 CSundbang) 的人口美型原理，我們精美村人口列表分析如下:

表 8

美村人口分配表

人口百分比%

26 戶

年齡組
增多型

穩定型

減少型

百分比

人數

0-14

40

33

20

30. 1

44

15-49

50

50

50

5 1. 4

75

50 及以上

10

17

30

18.5

27

合汁

100

100

100

100

146

以表上可以看出，美村人口結拘厲穩定型，并有減少的趨勢。人口結拘已超合理

化，人口增長勢失已得到控制。

@莽育功能

耳林i若夫斯基說:“家庭方文化友展的作坊，'。 11) 培莽子女成方社金合格成員，是美
村家庭的另一重要功能。新一代美村人，不仗通迂家庭的莽育荻得生理上的成長，而且

他們的社合化迂程，很大一部分是在家庭里完成的。家庭是塑造人格的第一場所。

一般說末，弟村人比較溺愛子女，打彗孩子的現象在美村是少見的。美村人狀嬰
JL 吋期卉始，就得到比較周到的照頤，孩子可以整天抓住母素乳失吃奶，在母素不在場

11) 耳林洛夫斯基: ((兩性社金掌))，中園民間文乞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0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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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吋候，甚至年高的奶奶也常用干瘖的奶失哄孩子，不到下一小孩子出生， JL 童是不合
停止吃奶的，直到他(她)不愿再吃方止。多士社全是重面子的社舍，人勻人之間不
輕易爭吵，尤其有素緣美系的人之間虹著股混活，金被看作被元修莽的事。因而，在

遠神文化那境下長大的孩子，自尊心特別強。美村人洞令自尊心的方法是家教，通迂長
幸的吉持身教，培莽孩子成方社舍的合作者。

JL 子通常由苓蒂和父素給以必要的教育，女 JL 則由奶奶和母宗教育，不仗要教孩
子基本的生戶生活技能，更要教給孩子做人的規矩、美 i吾能力、基本的修莽。一小被

社金灰惡的人，往往要被世人葛 7句“沒伶教"、“缺爹媽管教"、“元格局"。生產者的房京
王治高銓常給我淡起他的帶有苦，如何一迫躺在床上喝酒，一迫給他併做人的道理，他現

在也經常址妳 JL 睡在自己的腳下，如法教育后一代。

隨著掌校教育的共起，美村 JL 童的教育已銓延伸到掌校和社金，但家庭的教莽，仍
是第一位的社合化手段。

@性和感情的功能

完族奉行一夫一妻制婚姻，家庭中夫妻間的性美系，是唯一合法的兩性美系。在
多土社合中，友生婚外性美系的可能性是被小的。毫者所了解到的几起婚外性美系事
件，元一例外都是因喪偶或強身造成的。其結果也是要么通迂組成新家庭合理化，要么

在社合輿洽庄力下被迫自系。社舍是絕不允祥這神現象友生的。

在感情漏足上，勻其說表現在夫妻之間，不如說更偏重于代隊之間和同性之間。多
土社舍的夫妻，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男女只在行方上按著一定的規則詮音分工合作
的詮詐和生育的事 1世，他們不向滑方希望心理上的契合"， 12) 共同詮膏家庭固然含有感

情，但達科感情比之夫妻伺素密的愛情，更多的是長期生活莽成的默契，社金與洽也排

斥夫妻述分的宗密。美村中年以上的夫妻，一般男性和 JL 子同房，女性和女 JL 共寢，很
少運在一小房間里起居，甚至分家財老年夫妻的赴置，往往也是分別和孩子羊泣。但在
一小家庭里，代隊之伺、同性之間的美系是密切的，有§帶奶奶和那 JL 孤女的素密程度甚

至超迂父母同子女的美系。“ JL 跟老子女跟娘"是美村人常說的一句 i舌，特別是孩子遊
入青春期之后，同性何的素密程度更均增強。美村人風小在家庭和素密感情中長大，封
家庭的依賴心理特別強。家不仗是美村人物廣生活的依靠，也是感情上的附著店。

12) 費孝通: ((多土中固))，三朕唱店 1985 年版，第 4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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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金保障功能

完村家庭既起著莽育下一代的作用，也承扭有反哺老一代的任旁。在家庭內部成
員的生、莽、病、婚、葬全由家庭承扭。這神社金保障功能，甚至 ft 大到父奈血緣美

系的近奈中，血緣以外的旁系成具有的也被納入家庭之中。解放前美村有一人外出問世

界，育元音信，中年才明家。兄長迂世后，即娶其寡嫂填房，仍 l 日被鋼人道去的家庭

中。另一人咚生未娶妻，和母素相依方命，母素去世后，由其兄迂鍵一子，組成新家
庭，現在由佳 JL佳媳負責其老年生活。“非 JL 防老"述句俗活，就充分反映了家庭的社

金保障作用。

@社金管理功能

家庭是美村最小的社金單位，几乎所有的社金活功都是以家庭方起息。寮中大事

商攻，血奈何、村寮中互助帶工，彼此人情往來支撐門戶，交放.!lt稅、征胸糗、集体
提留、公事擁派錢款旁力，全部以家庭方草位。最有意思的是美村遺宰人民代表或干部，
進拳堆，全家一致，不存在令人意見，而且各家只派一小參加。待站上級示只需要告

訴家庭中某一成員，則家喻戶蹺，人人皆知。
皇室者曾參加 1990 年 4 月 4 日美村村民大舍，它就很生功地表現了家庭的管理取

能，每家人各派一位其有“法人"資格的成員參加合坎，其他人末去自由。村支持是
金淡的主持人，金波也在他家遊行，村民小組長逐項待迷茫披工作。放定的事項有 :A 、
按家收取去年土地小洞整的投工費，由大家放定一工 13) 3 元錢共 75 元，按各家安分的

O. 2"-' 1.

2 宙土地折合交費 ;B 、 f寺迷 j多治安工作合攻精神，要求各家管好 15'"'-'20 ~的

年挂人，滋事由家長負責 ;C 、解釋良神退到原因，清汀駒家庭涼解 ;D 、安裝自未水
工程技工費，各家平雄費用，每工 3 元，再按各家妥除出工情況相抵，多退少朴 ;E 、

組長逐項披備去年公共卉支情況，友票方涯 ， ~i己核裳，大家監督。
里然，家庭是美村基本社金管理單位，是小人和社舍的連站立。社合在原則上不

承主人小人，只承古人家庭，管理好家庭成員是家庭的三自然取責，所以家中成員滋事，要
由家長負責。

在家庭內部，家長是最高領辱，但事宴上美村家庭以丈夫作主，妻子對家的模式

最多。在很多方面，丈夫只是名文上的家長，真正管事的是妻子，丈夫也不可能像迂
去那祥方所欲方。如我在調查中曾清一位中年如女參加山歌演唱，她的丈夫明碗表示反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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肘，但她仍毫不理金地參加了山歌演唱。在現在的美村，夫杖已明星地衰退，沒有一
小丈夫再能財她的妻子任意友辱施令，這和解放后提倡男女平等、同工同酬直接相美。

在家庭的其体管理上婆婆往往是核心人物，家中事情事克巨細都由她登手，特別是家內
財旁，而當家長的丈夫只在討外和一些大事定寄上友捍作用。一位知女給我游了這么一
令故事，她的婆婆是一位粗暴的老人，她年輕肘詮常受吭，但在婆婆重病盼床妳留之隊，
部只召她一人到床前。拿出家中所有胡匙，板方庄戶地移交給她，說:“我沒有給你們

留下什么，送小家就交給你了，你要管好!"完成杖力移交，婆婆安然長醉人何。妻子
其体管理家庭、丈夫封外和決定大事，是美村家庭管理的一般模式。

ill.

美村人的父系血緣京厲

1.家門

沿著父系血緣美系這根主錢，走出家庭向外廿仲，三代左右的素厲林之方家門。也

就是說，家凡是岡帶有幸或間祖箏的后代，是以二、三代之外的家庭中分裂出來的若干小
家庭。因而家凡事宴上是家庭的廿大和分裂，也是家裹著家庭的第一是素厲圈。

胃真 1

美村建房，主要依靠血緣近奈和部里互助。除材料和木匠需支付工資外，其它都由

大家又努帶工。其中父系血緣的家門是主要依靠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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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村目前有 6 房人，即未自 6 小不同父系血緣的奈厲集因，彼此間可以朕姻。各

房人中各包括若干家庭，相互形成家門的素厲美系，汁:楊姓五家三孽，周姓五家二

孽，王姓甲三家二輩，王姓乙五家三華，汪姓甲五家二筆，汪姓乙三家一幸。

家門的大小，主要取決于同姓房人的友展情況，人多勢力大，家門范圍尸。其素
密程度，取決于作方中心的長者的威望以及各小小家庭的勢力的大小和彼此的因錯。家
門中有長華存在，他往往能起著聚集各小家庭的向心作用;各小小家庭社區威望高，而

且彼此能合作幫助，家門集固的凝聚力就金增強。美村有句俗活:“去房出老華子"。最

小的 JL 子繼承“老房子，'，作方族家庭的正根待人，家f1集困往往就是以“老房于"的

去老輩子方中心，跨越二、三華人組成。
家門事宴上是家庭的?大，所以在社合功能上，是家庭的避一步延伸。

在經濟方面，家川主要表現在互相的換工互助上。寂忙季令，同一家門的人往往
集体旁功，逐家做工，帶哪家，就由哪家招待酒肉圾，不汁披酬。人多力量大，集体
旁功，既不淚季常，又增強了家門間的困錯。
此外，承豬、做生、清漪月酒，修車房屋等小型活功，多由家f1帶工。家門向互
通有克互相帶助，被看作天短地文的事情。美村有位老人原善好施，先后借出去了 800

余元錢，大多數借給了家汀，部分借給了房族素戚好友。有意思的是，他宇可將錢借
給沒有位逆能力的家汀，也不愿借給哲吋周特的逗房奈厲奈戚或其他人，他主人方文才前者

有文努而且即使短吋向遲不起，但長期的人情在，前于后者，則兌得既設必要又靠不住:
“我兌什么借給他?"且是找借口推托迂去。

家庭之外，家門上的素厲就是最素近的人了，同一家門的孩子，且是很素密地一

決玩耍，到財方家里也像自己家里一祥隨便，碰到吃飯就吃飯，玩晚了就住下。堯村
目前已胡有 10 台屯視，人的且是息可能去家門素厲家看屯視，因而同一屯視机前的現

余，大多也是同一家門的人。“不是那小人，不跨那家門"，美村人串門，大多也在家
門向遊行，大家都很自然地!日厲在京厲集困中。家庭內部友生的口角糾紛，且是清家門

中的老華和舅舅坪理洞解，和外界友生糾紛，同一家門的人自然要出來幫助視活。逢年
迂官，家門何要互相拜望清飯。人情未往上，克洽是克態旁力逐是札信，家 n 間都是

最重而且必不可少的。美村在拉体上人多地少，家均有地方 5.7 宙，即使技忙季有不
清靜工，一般家庭也能座付迂去，但家門|司的帶工除旁力的互助外，很大一部分是作方
一神感情的需要而存在。家 n 大小聚在一起，半天旁功，半天仗酒吃飯玩耍，未嘗不

是一科悠然示趣。
家門之間是 F 禁友生性美系的。家門成員可以很奈密，但男女大防不可遍越。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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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真 2

近素哪里幫助宰系年豬的愉快場面。小型互助主要依靠家刊、部里。

兄妹之間再相好合意，也不能有性和婚姻方面的念失。相反，社金部鼓勵表兄妹的婚姻

美系，而且血緣美系越近越好。毫者洞查中間到美村婚外性美系肘，文才方毫不就豫地回
答:“都是家門素厲，那怎么要得["以理治上斷然否定婚外性美系存在的可能性。理
由就是家叮奈厲是不能允許有那神事的。美村奉行同姓不婚的原則，同一父系血緣美系

的人原則上血緣美系再進也不能通婚，家門自不必說。
草小的家庭雄以抵指意想不到的天女人桶，家門集因則是各令家庭的主要后盾。美

村人在遇到生大病、結婚、死人、建房等大事肘，家f1忌是首先的依靠財象。
缺少吃穿，可以主人家門那里得到一定的救濟;現金周特不迢來，家 n 間互通有元;
旁力缺乏，家 n 帶工互助;至于平吋日常生活中借把繃失拿小碗，更是常有的事。超

出家庭承受能力的小型活功，家門理所三自然地全部承拉下來，如放忙帶工、系豬、做

生、浦月酒、蓋豬圈、修廁所，等等。即使超出家門承受能力而需要功用房族寮中的

大型活功，也是以家門成貝克核心，如結婚、死人，建房肘的內管(管理財努收支) ,
肯定是由家 n 中精明強干的人組成，通立于來客也由家門分別接待，安排住宿。
家川成員或家庭在受到外界的欺負肘，家門理所三自然要站出來混活。美村有一人

到鎮上支漓，遭到別人強行庄份。遠位老安人不知所措，正好被家門上一位素屬碰上，
她立即上未打抱不平。某竭的人憤然責問:“勻你什么相干?"她理直汽社地回答:“我
是他的素厲，我當然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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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小人的婚姻大事，家門素厲有校迂間，有 J迫勞均住 JL佳女物色封象。訂婚

除必須征得舅舅、父母、令人同意外，逐須家門通述。皇室者在美村肘，曾參加迅速神
吋洽金，茉幸地被美人看作“自家人"，又“知有懂札"，在金上近素各抒己見，最后

迷成一致意見。
小人生重病吋，家庭克力承受的情況下，家門素厲除必要的看望外，出力出錢是
當然的文努。家門中的螺寡孤蝕，家門素厲有火努照厥他們的生活，甚至迂權自己的子
女負責其生活。

几乎可以說，家凡是繼家庭之后的第二道社金保障阿，令人是被 F 妥地、安全地
圍在述道血緣組成的社金美系阿中，家 n 封家庭的重要性尤如家庭財小人的重要性，高
卉了家 n 述道社金保障同，草/卡的家庭不仗是孤立的，而且是不安全的。

正因方如此，美村人元 ìt 如何要保障述道社金美系阿的存在。美村家庭支出中的
札信費用非常重，高的甚至和生 F 費用相差克几。美村人?肯花費高昂的代伽也要維持

述神美系，因方文才人惰的投資也就是保障儲蓄，有了人情維持的素厲岡，家庭才能很好

地生存，整小社金也才能良好地這行。在毫者洞查肘，沒有人不說札信卉支大，但、投
有人敢停止財札信的卉支。生產者不解地向一位疲于克倍帶工的美村人，方什么要丟下自

己家的事，去長吋阿元偕幫助別人，他吹了一口汽:“有什么舟、法呢?都是家叮奈屑。"
看來家叮素厲的事是絕不能隨便丟下的，那怕個牲家庭利益。事宴上，這神短期的個牲，

特換來長期的社金保障，看逞，有迪是划算的，大家都彼此需要，准也高不卉堆。借了
奈厲的組拱形式，安廣上是一科互惠互利的社合美系。

所以，如果家庭的旁力弱，勢力垃小，即使有鹿大的家門奈厲，其宗密程度和帶

工互助也未必那么熱心。費孝通先生曾說:“中固人也特別清世志炎涼有感蝕，正因均
速富于伸縮的社合圈子金因方中心勢力的斐化而大小"。 14) 這就是最精虫的概括。美村

常有人憤憤封我說:“奈厲又怎么祥，美鍵起是自家強不強"。有一家沒有 JL 子的家庭，
每次清家門帶工，酒肉飯招待超迂一般水平，但帶工的素厲忌是敷衍，因方他家不能同

等地逐工，老人彷心地封我說:“沒有 JL子吃弓啊!"思管他的女凡的都很出色，家庭
笙濟也肩上乘。有一吹醉酒，老人竟然和另一位同病相伶的人均此而老泊獄橫。由此我

們不准理解，表村的汁划生育工作方什么准以避行。沒有 JL 子，就等于沒有強有力的社
金保障，日常的生活和老年生活都要“吃寺"。在多土社舍里，多子才能多福，遠是現
笑的道理。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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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房族

家門之外的父系血緣奈厲，逐有由近而逅的素房和族房，美村人含糊地林之方房

族。素厲美系的范圍，取決于作方中心底家庭的勢力大小。解放后家庭詮濟差距的縮小，
使捕有相遇強勢力的家庭已不存在，因而在現在的美村，家門運算是摸得著的奈厲圈，

超迂家門，就只能含含糊糊地林之方房族了。房族更多的是指五、六代之內的素房范圍，

族房大多已斐方良主之交，有的甚至已銓卉素(建立婚姻美系)。
解放以前，美族上后受汲文化的影吶，有的家族也模仿汲人編有家譜，可惜美村

大姓家浩大多都在解放前丟失，最晚也在文革期間焚毀。毫者只收集到美村王姓甲家的
排行。排行 3句:“成札琴三，洪光俊廷，治固麒家，修升正叉，廣之故群"。目前王姓

甲家最晚輩已排到麒字萃，由此可以大致推算出美村人改汶姓，大約在 300 年以前的
明末清初。王家目前最長華是治宇孽，由此以下的園、麒華家庭厲家門范疇，上推到
光字華厲房族范時，再向前推就理不清也不再理了。比如三字輩分出到半山克約村的 5

家王姓，彼此逐承汰出自一小祖宗，但已克什么來往。同一行政村的洪字華以上素厲，

逐互臥房族，但也元太多來往。美村已沒有一小中心勢力，能特血緣美系強化到六代人
以上。因而，婚姻范圍的狹小和六代以外素厲理不清也不再理的現杖，使美村人自清末
民初以末，已經逐漸破杯同姓不婚的老規矩，受成超出房族范困即可卉奈，即理洽上的

族房素厲已可在笑你上斐方外人而互方姻素。

整令行政村且然有汪、王、楊、周、高、尹等姓，但事宴上汪、王二姓占全色大多

數。汪姓分方五房人，王姓分方三房人，其他的楊、周、高尹等姓各有一房人。生產者
推測，汪、王二姓是美族迂移綿池多后的最早分裂，以后又不斷分裂出不同的房東

(不排除小則外來迂人的可能) ，遠是人口增瘟和婚姻規則的必然結果，而其他几姓，則

是肪史上其他民族逐漸主人同于美族交來的。
房族的社合功能是在家庭、家門之后筑起第三道社金保妒悶，是家庭和家門社金

功能的遊一步延伸，房族平常准得在一起聚合，但如過到結婚、老華去世、建房等大
事，可以不出旁力，但多少是要送札的，札信厚薄相虫于寮中部居。房族中相隔四、五
代的素房稍微要素近京。族房則可理可不理，美系越來越疏，但元洽如何且比不是素厲
要好，彼此見面，仍要按華分用素厲林涓招呼。毫者的房京王治高速方曾祖輩吋分裂出

去的素房道証媒，特妻子的外錫女介紹給這家。祖帶華分出去的素房家死人，王治高家

且不派人參加，但逐是在事后送去一份札倍。同祥，王治高的那子在掌校受欺負，素
房中就有人揚言要去幫著打回末。王治高招婿吋，房族一般都送了札，大多來吃了頓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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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寓去。凡此神神，房族且不如家門美系密切，但彼此的人情和火勞多少逐是存在的。
美村人不仗財現有的素厲美系持由近而遍，由素而疏的志度，其才死去的素厲也岡

祥如此。 1990 年 4 月 5 日清明智，毫者陪王治高老人去上坡，他依序分別給祖帶、外

各、素有事、大按國(汪、王二姓公共火攻場)、二哥上坡。有意思的是，方 t乏華:撓的紙、
香，挂的紙錢，敬的酒都不如二哥多。我們最后坐在二哥坎失，迫喝酒，迎吃帶去的

供品，迫聊天。玉治高老人說，二哥生前和他美系最好，都愛喝酒，所以今天要再陪

他喝一吹。美村人上放最多只上到祖苓幸，超迂送小界限的祖坡，一般就不再理舍，任
其荒亮破炬，甚至重新辟均表田。美村有一家祖技被盜，我何一位法祖坡的后代，方
何不管，他干脆地回答說，已不按他遠華人管了。看未完村的父系血緣美系，元洽是
文才現在，逐是商社去，都是以自已所在家庭作方中心的同心國美系由素而疏，由近而逞，

越推越薄。

固 4

3.

美村父系血緣美系示意囡

非血緣美系的素厲

多土社舍中，素層和外人是截然分卉的兩小概念。素厲，意昧著感情上的素近和
信任，笙濟上的互助合作，互相負有杖利和文旁，思管根掘素近美系的逼近，有著程

度上的差別。外人，則互不相干，意昧著陌生，不可信賴，甚至充滿散意。但在社舍
生活中，外人并不全是陌生和不可信賴，運有著朋友美系存在。要將一小外人斐方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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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他拉方“自家人"，靠先天的血緣美系是不可能的，必須通泣人方的后天界定，多
土社合且是采取賦予封方社合美系意文上的奈厲方法，特其拉人素厲措拘中，于是，外

人才可能交方“自家人"。
電者避入美村洞查，是通迂中掌同掌美系住到 1史戶家，息管如此，主人滑我送小
不速之客仍充浦戒心，志度一直比較冷淡。一↑星期以后，房京突然改斐 x;f生產者的林呼，

把毫者叫做“他們哥哥"，并拿出酒來共仗。林呼的改斐，意昧著信任和承主人，以奈厲

林呼，便就是自家人了，)Å此工作局面才打卉。在美村，人們一般先客角地林生產者方
老肺，熟悉以后大多都用相庄的素厲林呼，表示不把生產者道外人，

I值高卉先村吋，美

村人最愛用一句活表述他們的心情:“一家人一祥，運走啥子嘛"。在遠里“一家人"是
最素近最靠得住的人，一家人三當然是不鹿三5 分寓的。

除賦予滑方素厲林呼外，美村人速采取下面几神方法格外人拉方自家人:

@扶老庚
老庚指同年生的人，如果能悶月間日道然更好，老庚一般在童年肘由攻方家長相
訣，在迂去要提酒席大宴宴客。老庚美系一旦主人定，就要一華子“間一小鼻孔出呵，同
一小口袋使錢，同穿一奈褲子"，甚至比“一小奶奶吊大的"同胞兄弟逐素。而且不仗

老庚的子女林其方“同年爹"，包括老庚的僅 JL踴女都要遠祥林呼，符其看作長華。老
庚彼此負有互助的立努，老庚家1]\事，比自己的家刊亦事送札出力更多。
同年出生學竟帶有很大的偶然性，仍|日受先天的限制，美村人更多的是“和汽老
庚，'，即且不像老庚一祥同年出生，但在美系上和老庚一祥素密。和究老庚由自己尋找
情投意合者結成。我的房志在高京山寮有一位和汽老庚，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朋支。員然
房京十几年前就搬到了美村，但彼此的往未一直未斷。河坡和半山在寂~生戶上有 10
至 20 天的差距，因而兩家肘常互相帶工。

@主人家門、老多
走出本社區，特別是到比較陌生的地方，或陌生人來本村，情投意合者互主人家門
和老多。家門是指彼此同姓，并非一定出自一小祖宗;老多則是同多居住，好比特居

一祥素密。“多"的范圍伸縮性很大，比如到北京中央民族大掌上掌的阿頃州籍掌生，

且是以阿頓州的人均“老多"。

@主人平爹、 干媽
完村 JL童出生，家長喜攻拜娃一小“福是毛大"的人若干爹或干媽，特別是在小孩
多病肘，掘世達祥可以址孩子健康成長。一旦答座若干爹干媽，則形成社金美系意文上

的父子或母子美系，干爹干媽要討孩子的成長負責，甚至不肘在徑:井上給予幫助，干 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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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女也要討干爹干媽承扭一定的文秀。

@打干素家
二家的子女尚年幼，甚至不存在結成婚姻的可能，三家要想彼此靠挽，往往采取

打干素家的夷、法，互相林呼財方方素家，像京家一祥來往互助，二家的子女也情同兄妹。

@主人干姐妹、干兄弟
年齡相近的人情投意合，同性之伺結拜克姐妹或兄弟，昇性之何結方兄妹，待之

以相座的本 L 5(。

IV.

美村人的母系血緣素戚

1.母系血緣美系的姻素功能

沿著母系血緣美系，拘成美村的素戚集因。京戚的范圍，比之素厲的范圍，要小

得多，正如美村人所說:“只有千百年的家門，沒有千百年的奈戚。"素戚美系是理不
湛的。財于母系血緣美系，美村人明碗地界定方“一代奈、二代表、三代四代主人不
著"。同胞兄弟姐妹，素同手足，到 JL女一萃，就交成表姐表妹表兄表弟，待到那于輩，
就可理可不理了。比之“千百年的家門"素厲來，京戚美系安在太淡薄了。
司林 i若夫斯基在研究古L 佮禁忌日才指出:“亂佮必須 F 禁，乃因方古L 佮勻文化初基的
建設不相容納，任何形式的文明，倘若所有的凡俗、道德、法律等都容件亂佮的事，則

家庭就不合繼續存在。那么一來，家庭一到 JL 童的成熟期就要破裂，社金就要完全混亂，
文化特統也就沒有繼續的可能了" 0 15) 也就是說，說佮禁忌，不是由于生物掌上的原因，
而是出于社金掌上組建社舍的需要，沒有財近奈的性美系的禁忌，也就沒有社舍的秩序

和穩定，因而，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元一例外地奉行遠小原則。
推而尸之，美村的“同姓不婚"原則，p-禁同一父系血緣的奈厲存在婚姻和性美
系，未誓不是緣于這令道理。正因方堅持了“同姓不婚"的原則，所以才能建立起以

父系血緣美系方主的社金架拘，排除了性的干拔，才可能有穩定的社金秩序，因而才有

“千百年的家 fγ' 的說法。
不迢，任何一小民族的生存都需要世代的更替，人笑自身的繁衍是必不可少的，性

又是人笑的基本需求，而且家庭的形成也是以婚姻方前提的。既然父系血緣美系已被排
除在婚姻和性美系之外，那么母系血緣美系自然就承扭起遠方面的任勞。尤其是在婚姻

15)
76

耳林諾夫斯基: ((兩性社金掌))，中園民!可文乞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32 頁。

徐

晃村社合錯拘分析

進擇范圍十分有限的社舍里，如果再排除母系血緣美系，婚姻就推以避行。美村現有的

26 戶人，分厲于 6 小父系血緣集固，內部彼此不能通婚。長期的戰姻，使各家庭之間
早已形成盎根錯帝的“竹根素"美系，如果母系血緣結成的素戚伺再不能卉奈，則在
本寮中克法再迷成婚姻美系，甚至在全行政村和五大美寮肉都准以迷成婚姻美系。

所以，美村人站在推妒社金秩序的立場上，又才母系血緣美系采取“一代奈、二代
表、三代四代試不著"的志度，思量排斥和淡化母系血緣美系，“設有千百年的素戚"
是方了材托“只有千百年的家1'1"這一主題，只有父系血緣美系才是社舍生吉絢的主要組

成部分。但在婚姻美系上，部財母系社合血緣美系奉行“素上加奈、雪上加凌"的原
則，鼓勵卉奈，而且越素越好。我們甚至可以說，美村在社金美系上又才母系血緣的冷

淡和疏通，正是方了婚姻美系上述成的方便。
在美村現行的婚姻方式中，明星可以看出血緣美系的不同划分所帶末的不同作用。

一般情況下，美村案行嫁女娶媳的婚姻交換方式， JL 于娶回媳知，女 JL嫁給別人，毫
克疑問地按照父系血緣規則行事。但是，如果過到只有女 JL 沒有 JL 子的家庭，或者 JL 子

太多元力一一娶素的家庭，人贅婚就出現了。男子嫁給女子，美村人林之方“上1'1"。
財于男方家庭未悅， JL 子上門如嫁女，要像嫁女一祥“打炭"出去，起碼要陪嫁一套

家具，用美村人的活說:“只道兄弟分家"。遠盎然要比 JL子分家男立，在家庭經濟上
要背夠得多，文才女方家未說，招女婿就如娶媳扣，一祥隆重地娶遊來，遲不像沒族那
祥滑人贅女婿采取歧視恣度，三自然運是有些不光影。
重要的是按什么規則亦事。男子嫁給女子，就像女子嫁給男子一祥，要按女方家
的父系規則 5年事。男子在迂去通常要改名換姓，按女方姓氏排行由長華命以新名，現在

旦大多數不再改姓，但子女必須隨母方姓是絕珊的。姓，是美系著按哪方血統行事的大

問題。上門的男子，如同嫁人的女子，必須自附于法家的父系血緣規則之下。他們的
下一代，亟然事宴上和女方家族的下一代是表奈美系，和男方家族下一代是堂奈美系，
但必須顛迢來按照女方家父系血緣美系的規則亦事，不得和女芳家族子女卉奈，而和男
方家庭子女在理洽上已斐均表奈，因而可以卉奈，當然事宴上是很少卉素的，因均速金
引起婚姻規則的愛奈化 ， h人而帶來一定程度的混亂。美村人在淡到某家某家的根底肘，
往往河述神混亂的家庭帶汎笑恣度，說他們卉吼了素。

這者的房京王治高老人有四小女凡，大女 JL 招贅，早已分家草迢，女婿且未改姓，

但子女都隨母奈姓王，勻老人以有5 赫相草草。二女 JL嫁人，就住在隔壁，在地理上比大
女 JL近得多，但且如是嫁出去的人，其子女隨婆家姓，林老人均家公(即外公) ，十分
餅明地按不同的血緣規則行事。 1990 年春令，四女 JL 又招婿，上叮的是外地汶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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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按美族規矩隆重地持他迎遊末，并清朱家門中老華和母舅，那重地按排行姓氏，給女
婿起了新名，且不要求他在社金上使用這小名字，但十分明碗地以此賦予他新的社舍角

色和地位。
有趣的是，詮濟上雄厚的安力，可以破杯婚姻的血緣規則，同祥是“上仆"，如果

男方帶著土地避人女方家庭，且然也是人贅，則不仗可以自己不改姓，而且子女也隨父
素姓，仍按男方的父系血緣規則亦事，這吋女家招贅，就不是方了血統的需要，而是

出于經濟的原因了。
b人上面美村現行的婚姻情況，我們可以看出血緣美系的不同功能。在原則上，美

村社合以父系血緣美系方社舍的主要結拘，以母系血緣美系方婚姻的朕姻集圓。男嫁于

女的招贅婚則反其道而行之，方了維妒女方家庭在社金美系上的父系血緣美系，而不得
不改斐察隊的父系血緣美系，特二神血緣美系的功能寫洞，以求得名正言順的社金美

系，由此特承“正宗血統"，充分地里示了兩科血緣美系的不開作用。我們可以說，作
方朕姻集固，是美村母系血緣美系的第一小社合功能。
美村的婚姻瑕結中，母系血緣是首要取姻集固，在婚姻上形成各神表奈，一↑女
凡，既可以嫁給她母奈的兄弟姊妹的 JL 子形成舅表婚、姨表婚，也可以嫁給她父素姊妹
的 JL 子，形成姑表婚，正如費孝通先生在《江村詮濟》中所描穹的“回多丫柔"和

“上山丫失"一祥。所不同的是，江村和美村河兩美表素的社金坪份不相同。在江村，
“人們都喜攻‘上山，一笑，而不喜攻‘回多，一矣"， 18) 其根源在于婆媳美系的逼近。

美村且然在安隊上也存在婆媳美系問題，但更奉行“舅舅忱先"的原則。按美村的刁
慣，女 JL ìT婚，先要看舅舅家有充合造人造和意愿如何，忱先生吉成舅表、姨表婚。反
迢來，

JL 子已丁婚，也要先看看舅舅家有元合造人述，忱先生吉成姑表婚。特別注重的則

是前者，即舅表、姨表婚，因均在一般情況下，都是男方主功，舅舅杖力再大，也不
金主功特女 JL 送上門。克洽如何，表素忌比和外人結奈好，素上加素，里然有助于加

強素密程度，結成更有力的血素集因。美村人在婚札上，往往特首次朕姻的婚姻，也
要說成是“京上加奈，雪上加凌"。遠旬活成了美村人滑美好婚姻的有照，因而也是最
好的恭維祝福活。

2.

母系血緣美系的社合控制功能

美村人在社金結拘上，主要以父系血緣方主，但在社合控制上，部主要依靠母系

16) 費孝通: ((江村短濟))，江寡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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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緣。以母系血緣中引伸出末的舅舅，在美村社舍有看崇高的地位，“天上雷公，地上
的母舅"是美村人常況的一句活。美村人在形容舅舅的法力吋，是遠祥比喻的:“風都

吹不避，牛都拉不功，舅舅就得行"。甚至財一些生活中相克現象，也用舅舅的杖威加

以解釋，如狗怕石抉，是因方石抉是狗的舅舅，蛇怕竹杆，也是因方竹杆是蛇的舅舅。
舅舅是美村社金至高的杖力象征。母系血緣美系的社金控制功能，是以“舅舅"作方
代表未体現的。舅舅有吋指妥穌的舅舅，有吋是指母系血緣美系的素威， :x才此完村人林

之方舅舅家的人。舅舅既是小人又是集固，安隊的舅舅去世，并不意昧著母系血緣美系
的社金控制功能的消失，母系血緣美系中的人仍是舅舅杖力的代表。按照“一代奈、三

代表、三代四代主人不著"的原則，母系血緣的舅舅只追溯到二代，第一代方小母舅，即
我的舅舅，我母奈的兄弟，第二代方大母舅，即我的舅箏，我奶奶的兄弟。主村人用
媳蚵或婆婆是出自那家的姑娘來追溯。“素不迂小母舅，大不迂大母舅，'，事宴上大母

舅徒有其名，小母舅既是最奈，也是最有杖。因方，作方奶奶幸的兄弟，一般早已去

世或年迺，所以大母舅往往已不是本人，而是奶奶娘家的人，而且往往是好几家人，但
一般以去房方准。小母舅則寓外錫家庭最近，因而最素也最有杖。
舅舅杖威的第一表現，在于財外弱的的監妒作用。舅舅有管教外踴的文旁，特別
是外鑽在速反社金規則的情況下，舅舅更是文不容靜地要扭負起責任來，甚至比“莽不

教父之道"的責任更大。
至在者在美村調查期間，和村里的年經人相赴十分融洽，我們銓常在一起玩。在他

們的要求下，電者教他們跳交誼舞，遠在肪未“男女授受不素"的美村社舍，元疑是
要冒風隘的。有意思的是，社舍和家長大都封述件事抱欣賞和默許的恣度，屯視屯影的

示范，使美村人財此已不陌生。然而，舅舅均不愿意了。一位舅舅得知我們在跳舞肘，
未到舞場，黑著股坐在一旁，磚于造者的情面，不便道面妥作，但并不掩佈不悅的情

緒。第二天派舅母出面，到外錫家把几小女孩說了一通，克非是“像什么活"、“別人
要笑"之業的持統譴責筒。遺憾的是，舅舅的行方沒有引起社舍的共峙，家長抱支持

恣度，最后舅舅的女 JL 也加入了跳舞的行列。在越來越強烈的外來文化沖青下，舅舅的
校威在元可奈何地退縮著，遠件小事生功地表現了述一起勢。
在外錫 F 重違反社金規則肘舅舅有杖采取板端措施。鋸美村老人啡，解放前美鋒

有小王花子， 30 多步運光棍一人，吃喝嫖賭，抗害社舍，身背長短兩支槍，元人敢惹。
特別 F 重的是，他注和家f1奈厲私通。最后舅舅出面征得家盯上長幸的同意，暗中組偵

察人，在春市的“獅子金"上， -1f劫手，特王花子打死，然后每家出一抉木柴，符

其焚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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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札所收札信中試母舅送得最多。

婚本L 主題:母舅給新郎“升冠挂缸"。外踴跪下感謝，母舅祝福叮幅。

舅舅滑外憊的婚姻大事，有相三巨大的決定杖，迂去女 JLt午人，先要看舅舅愿不愿

鋼方 JL媳， JL子相奈，也以舅家忱先。即使 JL女和剔的人家訂奈，也要取得舅舅的同
意。在目前的美村，舅舅已不能作最后的定寺，但如果舅舅作棍，事情仍金十分麻煩。
舅舅滑外踴運有一定的抗莽 5l.. 努，他又才外錫的成長負有責任，外踴財舅舅既怕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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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外鑽在舅舅家一般像在自己家一祥隨便。美村有位姐女淡了遠么一件事，她家迂去
特別努，好几年未承近年豬，長期的“紅鍋菜 "1 7)使孩子的十分想吃肉，他們每天盼著

舅舅家系豬，因方舅舅家系豬，能敞卉肚子吃一頓。外踴上掌、結婚、修房等人生美
口，舅舅一般都要恩可能多地解囊相助。

X才外頌的監妒管教，一般是在世的小母舅的責任。大多直接由舅舅本人出面。大

母舅大多早已垃世，由大母舅家的人代理母舅取杖。遠令人可以在華份上很小，年齡上
很年鞋，但他的“札路大"，先村人比喻方“人不大骨表大"，仍|日要待之以崇高干L 過，
如赴宴肘吃第一給飯，而且坐在神鑫下的第一桌，運要坐靠睛一面的“上把位"，年齡、
輩份都比“舅舅"高的素厲 t乏葦，仍|日要學恭學敬地向他在振。必要的吋候，他運要

代表舅舅家庭游活，給封我(紅紙里包賀錢)等。 1990 年 2 月中旬，美村 82 ~高齡

的楊洪友老人去世，傍晚隆重地迎來了余母舅， gg 者仔細一看，其中一位原來是中掌吋
代的同芋，一令不漏 30 步的年桂人，他不好意思地告訴翠者:“投身、法，位置在那里

了"。討如何單舅舅，他里然逐很不在行，被不自在地坐在尊位上。

在過到意外和大事肘，大母舅或大母舅家的人就要出面了，當然也包括小母舅家
的人。這吋舅舅的杖威就主要表現妨一令家庭的監督和制約上。
首先，在遇到家庭釗紛肘，要清母舅和素厲長華同日才出面洞解，事宴上各自代表

男女攻方利益。特別是婆媳矛盾、分家等事項。母舅要保妒自己嫁出去的女子，不合
在別人家太受欺負。遠是保障一小家庭美系平衡的強大外在庄力。被端的情況下余母舅
金到婆家大問一場，甚至釀成家族間的沖突。遠神板端例子在美村運沒有。但母舅到婆
家指責、批坪、功說是常有的事，如出現 F 重虐待婆婆、媳如或外觸，母舅必定金出

面干涉。
其坎，外勢已丁婚、嫁娶必須銓迂母舅同意 ， )Á iT婚到結婚母舅都頗費精力。舅舅
要花去比別人多得多的札信，逆要送一小大優去或大鍋盔(形似燒併，更大)用以敬
神，婚札中的重要伙扎，就是舅舅出面給新郎升冠挂証。先由小母舅捨新郎戴上形似清
朝帶紅須官帽的“冠"，上面插兩根喜字影排，再以肩到跡下斜詮一根紅布，以此賦予

其丈夫的角色和家庭中相庄的地位，再說上一番恭喜和叮蝠，接著余母舅(即母系血緣

美系上的兩代奈戚) ，依莘份高低一一方新郎挂缸，同祥說上一番恭推叮蠣的活，然后

才拾到父京及家門房族中的素厲依次挂紅。母舅不到坊，事情就元法避行。如王家婚札

肘，原汀第二天的正式婚札宴席在上午 8:30 卉席，廚房按肘做好了飯菜，客人也陪績

17)

缸鍋菜:因貧努而在炒菜肘不能放人植物油或劫物脂肪，其味甚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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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葬札上父系母系血奈聚在一起，由父系“孝子"向母系舅舅在扳死者情況。是頂
白布者方大小母舅，白布包失者1'1孝子代表。

有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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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卉。但母舅在 10:30 左右才故意蹦蹦未退，大家都俄著肚子等候，母舅未吃，其他
人是給不到的。
第三，建造房屋，要造一小吉利的日子上梁，宴i青賽中相帶及素厲素戚。母舅訂

梁是這天的主要伙式。大小母舅分別要拿出包著少許棍子、荼口十、大米、益的小包，在
主梁上當孔放人，然后各送一根証布，又才肩:訂在主梁的兩逸，并代表主家感謝木匠肺傅
及余人帶工，要給木匠少許証封(用虹紙包一、二元錢) ，再說上一番恭喜活，然后放

鞭上梁，狀梁上拋擲小優失、核桃、硬市等物，外踴跪于用園腰 18) 接住，表示有吃有
用財源茂盛，余人竟是拾渚物，這掠房子就算正式向世(息管逐沒有最后完工)。如果母

舅不上梁，遠將是十分丟人的事，而且速所房子即便建成，也有些名不正吉不順的感賞，
甚至有人住避去容易生瘖害病的說法。

第四，喪事中母舅的監督作用最方明星。人一落呵，第一件事就是派人通知母舅
和清端公 19) 指算吉凶及出褒日期，然后才是通知父系奈厲及暴中素友。通知母舅是庄

重的事，必須派寺人送信，不得像普通人一祥揹口信。楊洪友老人去世吋小母舅三百日才在
坊，但遠并不能算他已銓知道噩耗，他連夜趕回家，靜候第二天寺人的通知，而且自

始至接參勻監督喪札的完成。在正式拳行表札的“大夜"那天，先是一拔又一拔由父
系近素組成的悲仿的孝子前來悼念，直到傍晚，大小母舅才合珊珊而末，喪家及全体孝

子都到大門口跪下迎接，文客司組主只余人拳行盛大的迎接伙式，唱歌、放鞭、敬酒，非
常庄 F 隆重。
成母舅在尊位上坐定以后，先致一番封死者去世表示哀悼和安慰的活，然后由喪

家孝子向母舅在扳，他們是如何受死者恩惠，如何感激死者，又是如何照顧死者，千

方百汁地挽教死者，可惜死者福究已息，寓卉了大家， JL 女晚華是如何痛心，如何患

心思力地安排后事，以至死者的穿戴情況，等等，逐一加以在扳。

母舅昕學 j[ 掘，作出裁決，主人均余 JL 胡、患了孝心，死者碗是克法挽救，岡意如此
安置，然后表揚并安慰喪家，方死者花的錢財，明中去了暗中來，舍得到更多的回扳。

最后美夾所有的屯好，成燃火把，卉棺 i上余母舅磕尸，家人也算是見最后一面。才可
以特棺木訂死。

支客司代表主家感謝母舅奈友前來悼念，安慰死者安心寓去，在開|司保佑述些人。
晚上通宵跳娟庄以悼念死者。

18)

固腰:美族特有的衣佈之一，用黑布劈花做成方形或長方形，圍在腰間以至胸前，以保

持衣褲清清，亦可用于包挽物品，運有作方飾物以求美視的作用。
19)

端公:美族巫師，又林方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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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出衰，棺材遊入開往后，母舅、孝子、端公三人沿坎特三圈，和死者
最后訣別，余人安葬。喪家出一抉油併子， 20) 分給余母舅，以酬謝母舅的辛苦。
如果母舅杯疑死者死因不明，有虐待煤害之獎的行方，母舅可以大陶喪家，俗亦
“打喪火，'，可以在喪家大吃几天并砸小稀拉而不負任何責任。
死者去世后的第一小清明令，喪家要方苑者做新清明。美村人解釋是死者到明問

第一次人社，要多給些錢財。也是全体素厲豪威最后一改隆重紀念，這是美村人一生真

正的變成。新清明由小母舅系羊主祭，大說一通安慰死者的活，余人一卉在攻山吃一頓
飯，俊生#孝子孝那全部給母舅跪下，母舅表揚子恥的孝心，并給孝子們撒米、 IJ、優失，
意思是把財富賜給喪家。最后余母舅一一掏錢，多少不等地代表死者的娘家財死者于赫

有1 表示謝意和祝福。
美村人常說，若母舅最吃弓，校力且大，責任更大，在財札上的支出也最多。造
者在若干吹亦大事的場合，都碰上位“舅舅"，他上門那家姊妹多，因而他老三普法律意
文上的舅舅，一年全有好几起事情，又才此他疲于座付，費吋費棧費神，部又非座酬不
可。社金 b人地位和札遇上抬莘舅舅，但在安惠上舅舅均得不倍失。

之所以如此，是因方美村送祥的多土社金，是以父系血緣美系組建起來的，必須
以母素血緣美系未加以平衡和制鉤，遠小社金才可能正常枷洞地這特，三自然外來的行政

系統，已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舅舅的社金控制功能，但只要先村不改斐其多土性盾，送
神替代且是表后和局部的。比如家庭間的糾紛，一般已由村一級行政机拘的公取人民洞

解，如村長、組長、支布(他們大多兼本自然村調解委員) ，但家庭內部的矛盾一般逕
要靠舅舅合同素肩長華出面解決。而且村長、組長、支持的在工作肘，比起靠行政杖

力末，更有效的倒是利用奈厲奈戚美系。

我們不准看出，美村人非常巧妙地利用人的先天血緣美系來建立自己的社合規范。
父系血緣的素厲}À家庭一一家門一一一房族(素房、族房)屋是推出 ， F 格禁止婚姻美
系 ， h人而建立起社舍的基本骨架。又利用追溯不逅的母系血緣美系，作方世代的婚姻集

因。更重要的是，通迂大、小母舅方代表的母系血緣素戚，拘成功整小社金結拘的監
控系統，使其平衡跡洞地這特。

20)

油併子:用豬胃包里脂肪做成佛 J吠，用以儲存以便長期食用，油拼的大小和多少，是道

地衡量一小家庭富裕程度的重要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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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美村的地緣美系

在美村送祥的多土社舍里，地緣美系{又只是血緣美系的j)大和行政美系的界定。
美村人的地緣美系，同祥是一小由中心求向外屋后推出的差序結拘。以美村方中
心，然后是整小行政村的簇失寮、淘去長寮;然后是赴于高半山的高京山泰、和坪泰、克
釣寮、落湯察、明失賽和河封面的高店村、羊店村等;然后的全多、基的范圍 0 多以

上更多就是行政美系的界定了。

如果我們精美村人的血緣美系和地緣美系加以滑比，就金友現一小規律:主人父系
血緣美系未看，家門往往是在本村內部，家 n 以外的素房、族房以整小行政村方主，j)
及周間各賽。同祥，以母系血緣美系來看，嫁娶的范圍及相座而來的大小母舅的素戚美
系，也是以美村方主，j)及整小行政村，然后才是周圍各泰，而且姻素范圍有日漸甘

大的超勢。
血緣美系和地緣美系的重合性，反映了校~社舍中血緣家族的:jj張迂程。有限的

生 F 力投展水平和有限的空間范圈，使某一地域的人們在詮迂二、三代的卉拓利用之
后，必然肌肉向精耕細作特向外向的區域:jj展。)À素厲集因遠小老根上 t支出的新枝，不

晰向周圍地域分裂，形成地域上素厲美系由近而逅的波紋結拘。因而，一般二、三代

以內的家門素厲集固，尚能在同一地域生存，到五、六代的京房、族房素屑，就必須
作地域上的伊展，形成相距 3-10 倍里的部近村寮，拘成空間上的血緣分裂。

在美鋒整小行政村，有汪、王、高、楊、周、尹等姓。汪王二姓占大多斂。汪姓

下分五房人，王姓下分三房人，其他的必姓各有一房人。美族史待《完戈大成))， ì己述
了美族迂徒由民江河谷的迂程，道吋“六 )L 格日基，遊住喀亦把民安"， 21) 根掘洋者考証，

喀亦即今天的錦池多一帶。汪、王三姓，可能就是六 )L 格日基于動的最早分裂，遠是
人口增禮和婚姻規則的必然結果。以后又不斷分裂出不同的“房"來，其他的高、楊、

周、尹，則是汶族和其他民族，在目史上主人同于美族斐來的。
搶先村老人游，美人最早是迂徒到錦池峨江兩岸的台地上，然后逐漸向高半山友

展。自民江京岸靠大路，那里的董、柏二姓美族逐漸接受沒文化，現在已不金排主悟。由民

江西岸以美村最早，然后 f 展到簇失寮，再b人簇失寮沿山淘卉友，形成淘失賽。 100 多
年前，洶主ld商山遍野是杉木林，被草本 3句“野牛宵"，是各科野生功物的反圈，而現在已
是荒 d冷亂石淘，洶丟棄已友展到了 36 戶。

21)

~世澤﹒吋逢春搜集整理: <<木姐珠勻斗字珠))，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2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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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以前面提到的王姓甲家的廿展迂程方例。掘毫者的房京王治高老人啡，他的

曾祖王洪兔三百肘住在簇夭，生了八小几子三小女凡，家境貧寒，遂將 JL 子中的老大、老
三、老四、老五、老七等五弟兄迂到洶失弄友。在遠以后，拘失才逐漸形成有 8 戶人
的小寮子。到其帝王好長肘，在淘失寮靠挖藹材燒磁、熬硝友家致富，

I施解放才特大

家庭分散，在洶丟棄留下二郁、四郁，在美村和高末山胸置房屋地戶，迂移大赫和三

赫前去。五代人之肉，王家航簇失寮 ft 拔到淘失賽，又 JA 淘失寮廿子長到高京山賽和美村，
生功地再現了素厲集困在地域上的分化伊政迂程。
血緣家族的不斷分化 11 味，也帶來姻素美系的不斷 ft 展。我們此完村現有的嫁娶

情況，可以看出婚姻迷成的地域特征和不斷?大的支展起勢。

清見表 9 、 10 所示。
堯村娶贅地域分布

上一外

多

以一以

ω

間一些成

表 9

6

表 10

美村嫁贅地域分布

7
(距寓單位:半里)

星然，美村人的婚姻范固大多是在 10 竿里以內，以本村最多，大体依距寓增大相

座減少。多以外的婚姻，大多是近 10 年縮成，反映了美村商品經濟初步友展情況下，
社金交往范圍的不斷廿大。特別是在嫁出上，近几年進嫁平原地區如都江堪市、成都市、
郭基、彭基?;村的婚姻急劇增多，都是素厲素戚一令拉一小迷成的。遠使美村的朕姻范

圍急劇 1t 大。在婚姻背后，是美村和外在詮濟朕系的不斷加強，如美村和平原地區的土

豆、葬于換大米、清油，大多是依靠姻素美系未完成;詮濟交往反迢來又避一步促遊
婚姻的迷成。

“返京不知近節"，是美村人常說的一句活。部里互助是美村人的持統。一家亦事，
特里賽中幫忙。小事如荼豬、修蓋房屋，除家門外，多清令戶居。如遇喪事，各家主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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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門相助，遇喜事，則需要主人出面邀清;遇建房，則各家主功技工，視血緣美系和

人情厚薄而投工天數不等，上梁那天要清全村吃飯，部居 11'1相座要送札信。舟、大事除內
管、字L 房等重要部門，由家 n 素厲組成外，其他如廚房、掌盯、端盎、管桌、燒水、打

奈、造飯等各項事旁，全由寮中每家出人相帶。各家再忙、再元人手，都要出一人，主
家不需要也要因人設事，每家必須安排一人。“素都奈，部帶旬，'，在血緣美系之外，部
里寮中也絢成美村的互助美系同，只是比之素厲豪威美系，相座要淡薄一些。

在地緣的主人同上，主村人以村賽方中心。美村、簇失泰、淘共暴各村都有獅于金、
1包好合。正月里耍獅子先好，它是春甘間的重要娛示活功，更主要是加強賽中主人間和加

強暴悶地緣美系，迷到地緣上的整合作用。美村初二出獅子，初八出先生:J;簇主寮初

四出獅子，初八出挖土T; 淘失寮初四出獅子，初九出 1~JJ 。各村獅子到十五收汀，挖
止了到十四收好。獅子舍、:1è n 舍原則上一家派一人參加(簇去寮有的戶人，故逆分少

獅子、老獅子二金) ，各家給流金首，費用按戶均雄。各寮獅子、先何，先在寮中挨戶
竟是耍，方各家驅瘟逐魔，每家要拳行迎獅、先典札，獻上香蜻供品及少件現金。在賽
中公共塌地，獅子、挖 n 要作技巧性表演，此外，各察都有夸口規定的挖潭地，寺供

要 1益好，踐踏了庄祿，主人也不敢有怨盲。在特定的日了里，各泰先好、獅子互相伺

訪問，既要逐戶或耍，也要拳行竟技性表演。外村獅子挖土T 前末，本村的:tè n 金、獅
子合要盛情接待，在當年的合首家忠、“九大碗" (俗林的宴席)招待。獅子有吋運要去

周圍各寮及錦池鑽戒耍，但:tè1:T 不出行政村。

獅子金、挖去T 舍強化了以村 tJ 單位的地域主人同，也是各寮之間的協洞手段，逐起
著以此待過文化，加強和堅定伶說信念的作用。感情上的主人同和整合是其最大功能。通

迂獅子金、:tè n舍，美村人明磷了本泰和其他賽的地域現念， x'Í各寮之間的美系遊行Ff}
洞和勾通。 x才寮中的害群之耳遊行恁戒， x才寮間的問題跡商解決。如某人被卉除出 Æ 好

合、獅子舍，也就等于卉除村籍，不准其吃水推磨，克人幫工，必須向先王宿、獅王

帶跪著清罪，并調清油、酒、肉若干，方可赦免。財盜窈者拐款修:tè奸、獅子道具。暴

間存在的矛盾，如草場、道路、用水、地界等問題，往往也通迂先好合、獅子金的互
訪，得到涼解和緩和。

美村因人口太少和受外界影日向較大，已有二、三年未再拳行耍獅子先好的活功。每
每淡及此事，美村人息是不元遺憾。美村的 ftn 、獅子道具，置放在村里的一小破店

里，已笙破姓不堪，似乎已沒有人再有雅共i上它重展英姿。每~簇柔、淘失二寒挖土丁、
獅子來坊，美村人只能以戶例行接好，代表全村的“金"已消失了，美村人心里免不
了有些失落感。春令吋生產者曾和美村一群年經人去簇去班好，對生產者鼓功同行的美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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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也去舞一把肘，美村青年明碗的回答:“不，那是人家的先好!"舞好的簇失、洶主
二寮青年，也明星帶著炫耀和傲慢。由此可以看出人們在地域汰同上的不同回阻。

且然美村人己自功退出舞獅子、 1益好的地域整合活功，但在現念上述保存一定的
忱越。根掘當地的待混，康熙年間，簇失詢和高店淘同肘爆友洪水，二水相肘，竟截

斷山民江，致使江水漫延。若肘美村仗三家人，正值一如女生戶，如女特許后浸滴血污

的褲子拋人水中，大水頓吋退去。不久戶把得步，洪水特愛末，高京山有大挖 4每人海，
托步 f= 如吃素青祭之。方避夾害，美村三戶人扎黃先相舞，以娛大兔，避免洪突。簇
失寮繼而失佐克，淘失寮又 JA簇失迎清共1益。獅何共起較晚，大約在本世紀 30 年代，
三寮牛瘟流行，于是共獅何以避牛瘟，主村最早推出“玉皇獅盯"，美村人主人均“獅子
是先王箏的狗"。在現念上，美村的挖土丁、獅好方長，每年春帶出好吋|可也最早，而且

其他兩賽的先生T 、獅子必須到美村此仙店遺址“卉光"，才能舞起末。
三賽的 jt 好、獅好，在形狀和娛尿形式上和汲族的相似，明星是以汲族赴掌末的，

而美村距汶區更近，遠↑f者說也反映了先好獅好的逐漸持人迂程。美村共 n 最早，夫好
也最早，共 n 和夾何都是因方外界的影日向所致。

在多土社舍里，血敢于水，血緣美系比之地緣美系更明磷更有力，特別是就家庭、

令人而言，人們更注重彼此在血緣上的進近，其次才是地域上的進近，但血緣的逼近，
正如前面所述，往往又和地域逼近成正比例，因而地域的主人岡和區別更多、或者說妥廣
上是建立在血緣的主人同和區分上的。外村的人，一般也是血緣上美系較混甚至沒有美系
的人，因而的現念上容易被看作外人，地緣故同往往是在這科基咄上磷立的。美村周圍

公社吋期人工改造出的良田，很大一部分划阻簇主寮捌有。在淡及這些地肘，美村人如

果和改地主人設有血緣美系，或血緣美系較逞，一定金說“那是簇失人的地"，即使他
和鼓地主人很熟悉，他也金用村寮概念代替令人，遠吋表現出明星的地域區分和主人同意
肉末。如果和誠地主人有比較密切的血緣美系，美村人強調的就不是地域上的區別，而
是血緣美系上的距寓，金明嗚地告訴你:“那是我某某素厲(素戚)的地"。遠吋血緣

美系淹沒了地緣美系。同祥，在很多吋帳，美村人在談及其他村寮肘，金明碗區分地
域現念，金說:“他們某寮怎么怎么祥"。但如果淡及↑人肘，血緣美系的重要性遲遲
超赴地緣划分的重要性，人的更著重的是血統的逼近，而不是地域的逼近。地緣美系更

多的是血緣美系在地理上的主「展。但是，岡村人的密切接蝕和共同利益，又不能不使美
村人戶生地域上的區分，更何況同村的人往往在血緣上也更近，因而在抽象的或群体的
概念上，村寮之間的區別和主人同是明嚼的，但一落到其体的家庭和小人上，血緣美系就

全掩蓋地緣美系。加之血緣美系一般和地緣美系成正比例美碟，所以大多村寮|洶地理上

88

徐

是村社金措拘分析

相距越近，血緣美系全童于地緣美系，反之地理上越逞，地緣美系就相庄明星。
如前所說，美村人的通婚范田大多在 10 半里以肉，其体地說，以河西的簇夫、洶
夫、高京山、河坪最多，其故事L 及半山的藏族村賽克鈞、調失以及河滑岸的高店。在

遠小范間內，血緣美系往往和地緣美系是融方一体的，地緣美系和血緣美系相符益彰。

超迂遠小范圍，地緣美系便和行政美系絞在一起了，特別是多以上的地錄取系，往往 f又
是行政的界定而已。在商品詮濟逆不安述的表~社區，和外界的眼系是板有限的，姻素

范園以外的區域，彼此的美朕十分微弱。同美村人淡到多以外的地區肘，美村人的概念
往往是很模糊的，大多是“昕說怎么祥，'，令人的真妥感受大大減少。不迢，近几年商
品經濟的初步友展，使美村人的眼界比迂去更寬了，許多人已銓常去甚城和几十公里以
外的映秀鎮、漩口續出售家副戶品，地緣的朕系，隨著銓游朕系的廿大而不斷 fr 大，相

庄的姻素范田，特別是在嫁出上，也已11"及到 100 公里以外的平原地區的汶族寂村。
大約民圍以前，美村和簇失、淘失、高三位山、河坪五大寮逆有長老汶事舍，各寮
都有故事坪。往往通垃 3 月的清苗舍和 8 月的山神金汶定寮中大事。遇到涉及五寮共
同利益的大事，則金聚美村的古L 仙店卉舍，共同汶定解決。家急情況下用刻木加木炭、

鴻毛借過消息，五寮共同行功。銓若干年，各寮要將全村戶數人口刻在木抉上，派寺

人送到海拔 5000 多米的雪隆包山上，向祖宗江扳存椅。他們都主人均是翻越雪隆包迂移
而來的同一祖先的后代，雪隆包是祖宗所在地的象征。這神長老故事制度，直到解放前

尚有所殘存。現在的挖土了金、獅子含在一定程底上繼承了地緣主人同和整合功能。

解放前，少數受外未影吶較深的美村上后，運加人了袍哥、園民兌、登佮堂、耶
穌教舍、青年報等組紋，多是作方分支机絢或令則加入，但也滑本社區有較大的影吶。

VI.

美村的行政美系

主村最早被納入中央行政体系，可追溯到元代至元十九年(1 359 年)。元政府在
寒水碎投巡位司。寒水碎即簇丟棄，美村人至今有“先有寒水碎，后有錦池城"的說

法，和史有上的有美i己載相符。到明吋，“寒水土巡位高餵 )L者，直汞霸州人，洪武七
年授本司世裴巡拉"， 22) 寒水奪巡檻司還漸演斐方統治一方的土司政杖。一直到清嘉庚

年間，老百姓群起攻承土司，燒毀街汀，美村遂被納入流官的直接統治之下。清波里

甲制，里故里長，一甲 10 戶。民固初年，安行匯多制，多下設有闕，向下方縛， 5 戶
均一旬， 5 部方一 l旬， 5 伺方一多。民固廿四年，又推行保甲制，完鋒整小行政村一直

22)

清嘉庚李錫啃著:

((汶志記略》。第 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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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第七保，下分 7 甲，每甲 10 戶。估汁美村方二甲。 1950 年元月錦池多解放，美村
改立了表枷舍，在當吋工作組的幫助下， 1953 年美村率先組釵換工互助組。 1954 年一
1955 年銓肪民主改革，

1955 年遊一步友展方初級合作社，成方全州的第一面証旗。

1956 年伊社到全行政社的三小賽， 1957 年建立高級社， 1958 年避人人民公社，接著
卉始食堂化，各寮建立一公共食堂。 1961 年宴行“三級所有趴方基咄"，取消食堂。以

后且在名單位上几銓斐革，但一直奉行公社、大趴、小趴体制。到 1983 年春寒行包干到
戶的表~責任制以后，安行現行的多、村、村民小姐制度。
政府的行改這行体系，越來越強烈地影吶著先村人的生活。解放前)Å清到民固，基

本上采取羈靡之治，名文上美村是編戶卉民，事安上多級以下以地方錦士自治方主。行

政上的保甲長，元非如美村老人所混“保長收錢，甲長跑腿"而已。而且既未“稅法
最鞋"，清吋全甚收入方一百六十五兩七錢，支出三千七百零三兩六角六分，收入約古
支出的 1/22; 民固吋期，以民固三十二年(1 943) 方例，收入方一百一十八方八千零
九十元，支出方四百七十四方人千九百六十二元，收人占支出的 1/4 ， 23) 基本上采取元
方而治。

解放以后，外末的行政体系越來越有力地滲入美村之中，不斷沖青甚至取代待銳

的社金控制手段，成方美村社全美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一家人都被納入全園的政
治大究候下，美村和全固的海許多多技村一祥，伴隨共和固 40 年坎何不平的房程同喜
同悲。中固共戶兌的正礦領旱，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使美村友生了翻天覆地的斐化，

美村人迂上了前所未有的幸福生活;同祥， 40 年的件多教訓 1 ，在美村也不同程度地表

現出末，美村人和全固人民一祥，和共和國的現准成長同呼吸共命逞。在一定程度土，
可以說完村走泣的路，也就是全固充數多村走迂的路。
在達 40 年的朋程中，我們可以看到行政美系在多土社舍滲入、扎根和深化的泣
程，它取代了原有的伶統社金美系，文才腐朽迂肘的|日制度避行了毫不留惰的破杯，新的

生許美系一度煥妥了人民的熱情，大大推功了社金的友展。但若人方的臆想和武斷登峰
造被肘，同祥給社金友展帶未被大的阻禱。不尊重客就事安注定要失敗。十一屆三中全

金以后的表村改革，再吹煥妥了求民的努功熱情，在很短的吋間，創造出被大的社金

屋濟效益。 10 年迂去了，避一步深化技村改革的必要性表現得越未越明壘，現安又向
我們提出許多值得深思的問題。

23)

'。

民固三十三年祝世德編《汶川甚志﹒賦稅》。

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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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洽桑之交

1950 年元月 14 日，中固人民解放軍卉遊錦池慎，汶川甚宣布解放。 3 月，汶川基

人民政府成立，多續改治安委員舍，各保甲投治安小姐。 9 月，代之以求民枷舍。武裝
工作組走村串戶，宣伶兌的政策，組主只友功群余，友放救濟糗款，收繳槍支。 1951 年
春，嗔庄反革命，美鋒村參勻屠示証萃的首犯王庭洪被槍決，同犯多人逮捕，各村成
立民兵分臥，加強社合治安。同年冬卉展減租減息，保障個校這功。 1952 年 2 月，成
都至阿頓公路修通到錦池績，該地區和外界朕系大大加強，基治隨之北移至威州旗。岡

年卉始解除租個、債努美系，初步划分除圾，先鋒村當吋 91 戶中，有貧衷 21 戶，中
求 58 戶，富家 12 戶。 24)1954 年春至 1955 年春卉展民主改革這功，堅持“慎重輯、避"

的方計，采取緩和的方式和風寬的政策，文才少數民族地主只沒收土地、森林、水渠，又才
其多余的房屋、牧畜、家其和糗食分別采取征收和固家按市場份收胸分配給求民的 5年

法。文才先鋒村述祥的少數民族聚居區的地主只波收土地，其他財戶一律不功，財富求只
征收其出租土地的多余部分。事宴上次民的普遍貧努，使昕級分化并不十分尖銳，民改

划定成分肘，美鋒村仗簇長、淘主二寮有 6 戶地主、 6 戶富袋，美村竟找不出地富來。
而達 12 戶地富，其土地調有也佼佼是全村戶均水平的一倍 (5.15:

10.55 升神)

0

25 )

主村在 50 年代只有 17 戶人家， 9 戶貧袋， 8 戶中袋，許多人租神錦池慎沒族地主
土地，生活大多比較貧困。共戶兌帶來了希望，又才貧苦的美村人是一吹真正的解放。工
作組坊貧何苦，送未根食、神籽、棉衣，解除了沉重的債旁，民改使他們得到祖祖莘
莘方之奇斗的土地。一位美村老人述祥描述他道吋的激功心情:“分到的那抉地，正是
我一直想要的那抉地，我高共得睡不著覽，白天黑夜都在地里干活，把地里的小石失都

撞得干干淨淨。那吋，心失且是甜蜜蜜的"。美村人感功了，真心安意地把毛主席共戶
兌看作大救星，以被大的熱情，吶庄兌的哥召，修筑成阿公路，支援前錢，若只板參勻
各項政治這功。 b人 1952 年卉始，主村的表枷金就在工作組的指辱下“砍火地 "26) 神植

苦莽，卉始組主只起未生tr-互助，后未'Ji:展方“便工臥，'，在更大范圍避行旁功互助，使

貧努弱小的我戶，在持統的血緣互助之外找到了依靠。 1953 年度展方“換工互助組"，

1954 年成立“常年互助組"，統一安排旁力，逐戶帶工。民主改革完成以后的 1955 年
夏天，分到土地的美村人組俱起全州第一小“初級合作社"， 1956 年伊社，合作社伊大

24)
25)

<<美族調查材料》西南民族掌院民族研究所 1984 年印，第 190 頁。

26)

砍火地即燒荒卉壘，一般科植莽妻和封材。

<<美族調查材料》西南民族掌院民族研究所 1984 年印，第 18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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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整小弟鋒的三小自然村。 1957 年建立“高級合作社"，特表現好的地主、富眾也吸收

遊社。 1958 年一跌成立人民社，所有的表戶(包括地主、富我)都走上了集体化道路。
隨著“集体化"的遊程，千百年未迂著封閉、分散生活的美村人，第一次被強有

力地鋪人行政美系之中。首先是“次協金"取代了迂去的保甲長， 1952 年投正、副村
長，杖力范圍和校力程度大大加強。政治上掀起各科這功，清匪反霸，領庄反革命，通

迂卉金字刁，店友群裁政治兌悟， ~圳青統的反功勢力打翻在地;經濟上划分盼級成分，
安行民主改革 ， h人減租滅息到重新分配土地，調整生許美系，扶持救濟貧苦衷民。仗

1952 年，錦池多 89.4% 的貧苦衷民待到國家的幫助，人民政府貸出生活款 10189.76
元，口糗 32260 斤，受益 1544 人 ;27) 文化上戒姻戒賭，破除陋刁，卉 5年掌校，不仗使

尸大求民子女逐步受到正規文化教育，而且卉展成人教育，特別是 1958 年人民公社化
的高潮中，妻妾烈烈的拍盲這功，使千百年來文盲古絕大多數的美村人初步掌握了文

化，尤其是美村如女，財她們未說是第一坎文化上的翻身，許多美村老年如女淡到她們
第一吹金有金主人自己名字附的情景，至今心情逐很激功。
“寂跡金"狀“砍火地"科苦莽的生戶自救性協作卉始，逐漸演斐方旁力互助的
“便工臥" (1惦吋性互助)、“換工互助組" (季令性互助)、“常年互助組" (統一安排旁
劫) ;再遊一步1)大到包括生 F 資料集体所有的“初級合作社" (小范圍的合作)、“高
級合作社" (包括全行政村，即跨自然村的合作) ，集体化的范圍在不斷伊大，到 1958

年人民公社成立，不仗生戶上，其至友展方生活上也必須“合作，'，“集体化"最咚特
人的全部有力地置之于行政美系的制約之下。
美村集体化的呂定現，主要來自外部的推功。美村靠近甚、匠、多政府所在地的綿
池頓(1 952 年基治北迂威州績， 1984 年撤區) ，又是美族聚居村，所以一向被迫作各

神這功的 i式瞌、示范場所。在 1950-1958 年的“集体化"迂程中，各級政府派出的各

美工作組(民改工作組是由四川省委和汶川基委組成，其他工作組多由基、匠、多兌
政部門派出) ，或長或短地深入美村，銓迢玻苦細致的思想、工作，店友群余兌悟，引辱

大家按上級指示亦事，同肘b人各方面給予大力幫助支持，如 1952 年 12 月，貸給美村
牛款 780 方元( I 日市) ，芙回 11~ 耕牛，解決了畜力問題; 1956 年在簇失淘建起全基

第一座 5000 瓦的微型水屯站，美村人第一吹使用上屯好。工作組深入群余、朴笑正宜

的工作作風，給美村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近去了，許多人仍被美村人杯念著。
工作組是外來的推功力，而本社區土生土長的民族干部則是內部的功力。他們是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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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科工作的帶失人，也是行政美系的最底屋鰱牌。在民改以前，一些出身破落富裕家庭
的人受到重用，因均速些人胡有比一般村民更高的文化知圾，能有金算，而且相財見多
玖 j ， 容易接受新思想。民改划定成份后，出身貧苦家庭的干部受到重用，出身和成
份越未越被看重。培莽干部，首先是在各神政治這功中培莽“祺被分于"，再在安隊工

作上骰;據工作能力，提高政治水平，吸收遊兌因組紋，有的逐送出去參視字刁。美村
的老括 i己汪褔兵是一↑典型例子，他出身貧衷，解放前靠背“背子 "28) 莽家糊口，在當

吋工作組的培莽下， 1953 年 3 月加入中國共戶竟， 1954 年組俱“汪福共互助組"， 1955
年成立全州第一小“初級合作社"，被遞方州旁模， 1957 年隨少數民族參現困到北京受

到毛主席接見， 1958 年被派到雅安兌校掌刁 5 小月。
1950 至 1958 年的 8 年間，美村和整小美鋒村干部更替頻繁，先后更換了四批主
要干部。有的因出身不好或者“犯錯漠"被撤取;有的能力弱或家庭負扭重自功退出;

有的被吸收到基、區、多各級政府部門工作，成方固家正式干部。

2.

公社肘期

1958 年 10 月，先鋒公社成立，轎綿池、玉戈、領杏三多的范圍，到 1959 年春耕

吋就已名存妥亡，改由各多自行組棋生戶，以原來的多方公社。

公社妥行政社合一，工、枝、商、掌、兵(民兵)五位一体，公社一級統一核算。
各村(改方大趴、小臥制)亦公共食堂，取消自留地，吃飯不要錢，生戶和生活都統

一在公社組紋之下。即笑行所謂“組俱軍事化，行功成斗化"，由公社全面洞功旁力。

提出“一天道兩天，黑夜三百白天"、“苦干加巧干"、“一天等于 20 年"等口辱。“三
高" (高指林、高核 F 、高征胸)、“五風" (共 F 風、浮夸凡、命令肉、干部特殊凡、文才

生tr-瞎指摔夙 )F 重泛濫，搞得人們精疲力竭。
美村作方公社下稽的一小小臥，建有一小公共食堂。先鋒大臥按自然村各建一小

食堂，簇失寮因戶多人余后分成兩小生戶小臥、兩小食堂。除少數老人可以在集体領糗
自炊外，所有的人都在食堂吃飯。白天由公社統一洞功旁力，在各大趴給流生tr-，“大
兵困作哉"，由法大臥供給伙食，晚上回家休息。“家"受成了旅社，家庭成員按性別
和年齡被分配到不間的旁功集体中，血緣美系遭到有史以來最倒底的破杯，地緣美系也

被御底打破，有飯大家吃，有活大家干，真是普天之下皆兄弟。 1958 年下半年至 1959
年的上半年，所有的人都似乎赴于顛狂收志，“放卉肚子吃飯，熱熱鬧鬧干活"，一吋

28)

背“背子"即若背夫，以人力這輸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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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似乎共戶主文巳快~現了。
旁力上突行“平洞"，物資上也奕行“平洞"，美鋒村元僧洞給其他村的糗食迷几

干斤，猜 10 多去，沒有了/令人，也沒有小集体，大家都統一在公社的大家庭中，于是
也沒有了責任，波有了祺板性，出工不出力和旁力浪費的現象日漸 F 重。生戶上瞎指揮，
迷到登峰造梭的程度，曾銓有迂 10 宙地用 3 方斤干糞、 3 方斤神，深翻地一米神三居

土豆的“光輝"牡卒，收我的部只有為蛋大小的土豆 500 斤。美村老人們在回但遠段

肪史吋，不克感慨地說:“我們神了一華子地，知道速神于法行不通，但根本不敢悴疑，

只主人均自己思想落后，現在想起來真是笑人"。人的似乎已喪失理智，千年古柯伐未大
:據網缺了，嫁出末的只是毫克用赴的缺疙痞。現寞中的失敗均被人方的夸大所掩蓋。浮

夸夙盛行，大家都爭相放“ E 星"，調子越高越先遊。紙學竟包不住火 ， .b人 1959 年下
半年起，集体食堂的伙食每況愈下 ， .b人面蒸蒸到面糊糊，再到菜湯，最后大家一起吃
原來用以喂牲畜的藤蔓芸杆。偷摸私拿現象不斷友生。大臥、小趴干部貪污、私分、瞞

戶，普通社員滑集体財F 小偷小摸，不肘有人被揭友、被批判，人你美系 F 重惡化。
借大跌避的京風，生戶上名笑不符的一片大好形勢，政治上掀起反右斗爭，文化
古棋錦池續 10 余名教肺被遣送回多旁功改造，討債上的工商~戶也笑行了社合主又改

造。各行各主&都鋼人了公社的管理之下。洞子越唱越高，生活越來越苦，到 1960 年求

民普遍卉始挖野菜單糗， 1961 年甚至有的地方以“石面" (白泥土)充忱。 1962 年全

多人均有糗仗 525 斤，比 1949 年的 547.6 斤逐少 22. 6 斤，而且送 525 斤中逐含有不

少的水分。
1961 年中共中央(六十象) (即《我村人民公社工作奈例)) )決拔頒布， 1962 年
2 月中共中央又公布了《美于改斐表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的指示)) ，安行“三級所
有，臥方基拙，'，以生戶趴方核算單位，公社、大臥、生戶趴三級所有，并且蚵逐求民
自留地，退賠求民損失，撤消公共食堂。以公社方中心的行政美系卉始斐方公社、大

臥、小臥三小屋次，生戶詮蕾板下放到小臥。行政体系也只管生戶，不再完全包攬生
活，求民又恢笈伶統的家庭生活，而且允i午在集体生 F 之外特自留地作方家庭銓濟的朴

充。求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休莽生息，但生活仍|日十分貧困。

1962 年，已扭任區糗食合陣主任的汪福共，在三百肘基委唱 i己的蠣托下，重返美村
扭任大趴-=tH己，要“重新把先鋒遮面虹旗豎起末"， 1964 年全固掀起“表~掌大賽"這
功，美村又被作方重息。汪福共面:x1 飢俄的群余是遠祥哥召的:“哪一天能吃上冷面蒸
蒸?昕活今天就能吃上冷面蒸蒸，口早就是向河雌要根!投有肉吃，用牛到草坡(部

多)換母豬，不卉完河頂不收兵!"充分表現了一小“大家長"的魄力。他以民兵方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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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率領村民苦干一冬，卉出 9 宙河雄地。到 1980 年均止，整~先鋒村共改造河雄 250
官，坡地改梯田 70 盲，并配套建起相庄的灌溉系統。 1965 年在美村架起橫跨峨江的先
鋒銅繩吊耕， 1968 年建成美村至簇失的筒易工路1. 5 公里，在此之前速建起跳高山向

河現這送柴草的鋼繩索道，交通這翰大大方便起來。并胸置大拖拉机一柄，以及各科放
~配套机械，在這輸、耕地、脫粒、磨面、灌溉等方面裝現了机械化和屯在元化。
1964 年至 1980 年 l旬，美村的基本建設取得了很大成就，基居行政系統強有力地
把求民組訊起來，依靠“工分"制度和不斷的群余這功，使馬來松散的我民戰合起來，

碗案在很多方面体現了集体的威力。同肘，以各級政府方代表的因家行政体系，也強有

力地支持了集体詮濟的友展，美村的每一項大規模建設，几乎都是園家出錢我民出力。
因家寫完村的餓和物的投資，是誰以統汁的，甚至可以說，美村的每一步友展，都是

在因家的支持下妥現的。
另一方面，行政体系的失炭，也給美村人帶來巨大的夾瓏，特別是太多的政治這
功，使眉來溫情脈豚的多土社舍，也吋吋出現刀光釗影。整令美鋒村，因出身不好
(地主、富攻)、房史問題(參加或被你疑參加注解放前的某小姐俱)、私分偷盜(主要
在 1959 年一 1964 年的生活被度困准吋期)、封建迷信(端公或私下放事迷信活功)、里
通外園(信仰基督教)、豆豆校派〈文革期間?、現行反革命(說活和行均不幢京)等等
“罪行"，許多人在不同肘期的各神這功中遭到揪斗、毆打、管制以及各科人身污辱，有

的人甚至被迫害致死。
“文革"帶來的女准是巨大的，錦池的各神古遁除一座建于清初的奎星接外，被破

杯殆息，連几人才能合抱的千年古挽也被砍伐。全多人均有糗在 1967 年仗 490 斤，比
1949 年的 547.6 斤少 57.6 斤。求民大多半年糗半年菜，特別是春天更是家家挖野菜，
莽猜 130 斤就算迷你，屠宰后逐必須支給園家一半，除 7泣如能到固家糗站胸某 3 斤大
未外，普通人能吃一頓“冷面蒸蒸"就不錯了。“返銷轍"、“救濟款" (物)成方公社
春冬季的兩大忙事。

生產者搜集到美村 1968 年的工分統汁和妥物分配衰。那吋一小牡努力旁功一天得

到 10 ↑工分，如女一般均 8 分，老人、 JL童在 2 至 5 分之間，一小全努力的 10 分最

高值人民市1. 2 元，大多只值几角錢。 1968 年全村共 17 戶 81 人，全年安物分配中，
小菱平均每家分到 369. 2 斤，人均 77.48 斤 z 油妾戶均 17.47 斤，人均 3.66 斤:土

豆(按 5 折 1 克主線汁)戶均 14.73 斤、人均 3.09 斤;奈豆戶均 135. 32 斤，人均 28.
4 斤;黃豆戶均 115.52 斤，人均 24.24 斤;須子戶均 9. 38 斤，人均1. 96 斤;玉米
戶均 872.05 斤，人均 183.02 斤。研有糗食直接相加全部按主糗汁算，戶均有糗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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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3. 67 斤，人均 32 1. 86 斤，一年 365 天，求民每天平均逆不到一斤口艘，其中逐包
括崇豆、黃豆、土豆等非主要食物。一年旁累辛苦，上有老下有小的“負扭童"家庭
都成方“倒找戶"， 29) 一年旁功，逆不移換回述店微薄的口糗，他們注必須拖欠大趴的

糗款，有的家庭欠債述一、二千元，欠集体根食几千斤。年年“倒找"，年年吃救濟。
美村人真是努怕了，他們回，也公社肘期肘，且是心有余悸。有位老人注祥封我說:
“那肘又努又苦，我們每天早上七虎上工，要于到 11 、 12 烏才回家吃早飯，中午吃完
飯后又上工一直干到天黑才收工。有吋運要搞挑 n 夜肢，特別是改土造田吋期。忙完集

体，要忙家里的自留地、喂牲畜、千家勞，每天累得人都快散了架。飯又吃不炮，身
上且沒勁，病也特別多，沒有錢去匿院，小病就拖，大病只好借債"。一位把女方借 5

元錢看病，柱著拐杖走遍三小自然村找有 i己、趴長、金汁。田紀起末，她的眼里便充
滿泊水。我們不准理解卉始富裕起來的美村人均什么扭心政策再斐。“文革"給人們在
政治上、銓濟上留下的關影，短肘期內准以消除。碗豆定，因家和人民都徑不起人方的

夾灌了。
在整小公社吋期，求民的人身是不自由的，他們几乎完全依賴在行政体系之下。生
F 任委于居居下述，由臥長、有 i己遠祥的“家長"統酬安排。放戶除捕有被少量的自留
地經蕾校和筒草求具及伺莽少數家禽家畜外，在生戶資料和生tr-銓蕾上沒有更多的自

主杖，甚至一度達自留地和家禽家畜的戶品出售杖力也被作方“資本主文尾巴"割掉。

校民的身份几乎是固定而且世裴不斐的，只有少數出身好，有一定文化的表村青年，能

作 7句“祺板分子"被招工、提干、參軍及推荐上大掌、中寺，絕大多數人只能永進是
次民，除少量的集体企~(如公社寂具 r) 和集体組紋的副~臥外，他們不能 JA 事求
~之外的其他行 ~oF 格的商品糗制度和戶籍制度限制人們的迂徙流功，甚至小范圍的
流功也不行，一走出大臥，就必須持有証明身份的介紹信，否則就金被這作“流窗

犯"。在本村以外的任何活功，都需要生戶趴、大趴、公社的屋后批准。“卉証明"、

“董公章"成方束縛次民行之有效的手段，小至 JL畫上掌、如女生戶、到郎局領取挂學
信或紅款單，大至婚嫁建房迂移，寓卉行政系統的“証明"和“公章，'，求民真是寸步

推行。
在送小吋期，血緣美系已退縮到家的范圍內， f寺統的血緣互助及社合保障、社舍

控制功能減少到最低程度。地緣美系也斐成行政界定和行政控制，几乎可以說，行政美
系取代了血緣、地緣美系而成方主要的社金美系。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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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改革吋期

1978 年中固共戶兌十一屆三中全金以后，中因社金走上了一小新的支展盼段。安

事求是、經濟建設、改革卉放等方針政策的硝立，全國人民方之振裔。 1979 年，錦池
公社改正平反眉吹這功中的冤、假、錯案，摘掉地、富、反、掠“四美分子"的帽子，
許多人政治上荻得了新生。 1980 年撤銷“綿池公社革命委員金"，恢笈公社“管理委員
金"，各大臥也去掉文革吋的村名，恢友借統村名。在全固寂~改革的大好形勢下，錦

池公社卉始案行表~生tr-“眼 F 到旁，'，接著“朕 F 到戶"， 1982 年“包干到戶"，

1983

年糗食戶量大幅度增長，美鋒村~現人均有糗近千斤。 1984 年全部妥行“包干到戶"的
土地承包責任制，糗食生戶創眉史最高水平，全多人均有根 897 斤。同年錦池公社更

中方綿池美族多人民政府，各大臥改方村。 1987 年“阿墳藏族自治州"更名方“阿現
藏族主族自治州"后，錦池克族多更名方“錦池多人民政府"。

美村事宴上早在公社吋期就卉始了承包制，那吋林作“包工"，全趴分若干作~姐，
給定任券和工分，由作主Il組承包，但厲于短吋間的寺~性承包。 1980 年美村正式分方

兩小作主Il小姐，笑行承包到鈕， 1982 年試行“朕 F 承包到芳"。其才于承包到戶，美村
的基居領專一吋有些特不迂穹，直到 1983 年春才安施包干到戶生 F 責任制，在全基厲

T 最晚的那一批。對肘首先卉了几天的金統一思想，然后根掘士地戶量、地理位置、灌
溉奈件等因素特土地坪 F 分綴，旁力 08-50 步)和非旁力三七折，按各家折合后捌
有的旁力數分得相庄戶量(根揖土地好杯、面軍只不等)的土地，再以地定牛，一失牛

折份 50-100 元交案各戶，羊則根掘抽笠以 5 元一法平均折幸各戶，各科集体林木按

O. 2-0.

5 元棵全部斐支各戶，甚至連村中心的一片竹林也逐棵分配到戶。

b人公社吋期就卉始的作~組承包，員然調功了求民的棋板性，但最雙 F 品不和旁
功挂勾，承包者往往只滸速度不滸廣量，旁功效率提高了但效益均不明星; 1982 年以

后妥施的“朕 F 承包到芳"，使旁功者的工作勻最雙成果的好杯相朕系，遊一步完善了
“承包責任制"，努力小組往往也存在“大鍋飯"，因而很快演斐免“眼 F 到戶"，通迂

生 F 趴按承包的戶量汁算出每戶工分，安行統一分配，送神方法仍然存在分配上的平均
主文，而且手續煩瑣，管理困雄。包干到戶，成了技民的最佳造擇，它既符合求民在
生戶力紙下前提下合作需要不高的現狀，也回阻到千百年來家庭經蕾的伶筑，求民向集

体承包耕地及其他生戶資料，按合同交移因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消
除了坪工分制的弊端，使按旁分配原則得以街底貫徊。

包干到戶的承包責任制，大大洞功了求民的生戶祺破性，次~生戶出現狀未有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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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面貌。家庭詮濟取能的恢友，使伶統的血緣美系煥妥了生机，努力互助基抽上的血

緣功能，重新笈原和完善起來，血緣美系再度成方多土社舍的主要社金美系。勻此同肘，

基犀行政美系喪失了經濟上的絕滑杖威，在各方面迅速萎縮，多土社金鐘肪了一場重大
社金結拘調整，而且述一洞整迂程隨著表村改革的深入，注在遊行之中。

首先，基屋行政美系在生戶上喪失了杖威性，)Å迂去的“指令性"生戶管理斐成
了“指辱性"生戶管理。公社吋期的趴長、有 i己是一小社區的“家長"，汁划安排一年
的生 F 和分配，通迂工分制度強有力地管理求民。包干到戶以后，各家各戶根括自己的

旁力、土地及市場需要等因素，組主只自己的生 F ， 通道血緣和地緣美系遊行生戶互助，
行政美系不能直接干涉放民的生戶。基后行政組俱通迂提供信息、科技、求用物質

(如化肥、次~貸款)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和調整求~生戶，但很大部分取決于求民的
合作恣度，草純的行政命令已行不通。毫者在美村調查肘，甚放牧局斌囡精美村作:句

“脫毒洋芋"的示范村，金同村長者 i己多吹召汗全村金仗，要求求民大面祺神植，但放
民扭心影日向作方主糗的玉米生 F 以及“脫毒洋芋"的可行性和戶品出路，軍只被性不高。

最后只好逐戶做工作，仍有許多次民不配合，行政系統文才此元可奈何。
其坎，基屋行政美系財社舍生活的控制能力減弱。在公社吋期，基屋行政系統不

仗在生戶上，而且在社金生活的各↑方面也有力地支配著求民。求民的生莽病死仰賴集

体，婚嫁迂徙要通迂行政系統批准，几乎可以說一拳一功都在行政系統的監控之下。現
在屋然在很大程度上仍受行政組紋的控制，但其自由度已大大增強。求民只要不蝕犯法

律，完成因家的稅收及征駒任旁，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生戶和生活，不必事事清示批
准，基居干部也沒有強有力的手段控制和支配求民。先鋒村超生 F 重，按多汁划生育奈

例座三省目款，但很准落妾，只有 10% 的人交納拐款，許多人抗交 F 同祥集体提留也，患
有人拖欠不交，干部財此毫克舟、法。美村的索拼已破娃不堪，人畜拖拉机銓迂都很危隘，
但干部准以組俱村民維修，一心指望園家扶持。村里的人畜飲水工程和灌溉設施，固家
元倦投給水泥、鋼管，只要求民投工修建，干部在組拱村民上部頗方瑕雄。干部指責

群食沒有祺披性，群食則說干部不管事。公社吋期沿裴下來的行政校威在劫搖，而伶銳

的血緣地緣的控制系統也很微弱，表村社金出現杖力真空現象，集中表現在大家只廠家
庭或家族利益，公益事~不仗元人迂 f司，甚至遭到破杯。美村村中心的一片葾蒐茂盛的

竹林，已被砍得十分稀疏。大家都痛心，同吋部又都抱不砍白不砍的恣度，惡有人不
斷偷砍。更有甚者，部村商店村的排灌水管被全部盜完，達國家元倍拔蛤維修小掌校的

0.3 立方米的木材也全被盜光。

第三，勻此相庄，基是干部的威信大大降低。述一方面是因方行政系統財求民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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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強有力的控制手段，另一方面是因方干部素廣差，不能造座改革后表村的新形勢，不

能真正起到帶余人的作用。在調查中，求民在淡及基屋干部肘，忌、有一神今不知昔的感

兌，他們封公社吋期的干部帶有很大的好感，說他們平易近人，作風正派，思管那吋
政策上有問題。而現在的干部脫寓群余，作風生硬，甚至到多政府董小公章也需提上兩

瓶潤。美村人最常傲的一小商比是“迂去基多干部詮常來住趴(即住到寂戶家中工作，
安行同吃同住同旁劫) ，現在達干部影子都見不到，'，干部也有于部的苦衷，普遍有神

面又才技村改革后的新局面不知所措的感兌。多有氾 X才我說:“多干部大多是年輕人，不

安心基居工作，不愿下多，更別說深人群余。迂去下多有大臥接待，現在甚至連飯都
找不到吃。我們 1/3 吋何要卉各神舍， 1/3 吋伺忙日常事旁。日常事秀說起末都是苦差
事，群余給我們阻結方兩句活:催根催款，刮宮引戶。征收提留稅、汁划生育、制吐

溫砍濫代、社合治安，設有一件不是失痛的事。剩下的 1/3 的吋間是下多，大多是根

掘上級指示完成某項任秀"，滑于如何引尋求民，更好地深化改革，我們碗豆走運需要探

索"。遠位 70 年代作方夜村起草只被分子"培莽出來的美族各 i己，每天疲于虛付。
用一句經常昕到的活湯，干群之間是“兩張皮"，且淡不上封立，但且有些貼不到

一起。群余希望代表固家的干部，能遊一步引辱大家致富，特別是在資金、物資、科
技上得到扶持和指辱。干部部往往一元所長，他們運是刁憤那神筒草的行政命令作風和

干脆回避的志度。 1989 年美村土地小洞整肘，連續卉几天金汶也沒有結果，多干部于
是決定，按他們的芳計 5年:“我說了就算"。村民主自即反告:“你說了算，逐吐我們卉金
干什么?"大家紛紛寓去，多里只好撒手不管， i上村里自己落寞。 1991 年美村再吹土地
小調整，又是吵嚷十几天才落妥下來。甚多行政干部遊村，村民常常佯裝不見，倒是
表詮員、善區等功求民切案有帶助的人受到攻迎。基居干部的思想和技朮素廣的提高，

是我村遊一步改革的美鍵性問題。

財于村一級干部，卉展工作更方困雄。首先在待過上很低，迂去的淚工工分受成
了每年一次的津貼， 1989 年美鋒村正副村長布泊方 200 元，各自然村的組長 120-150

元(按村民人數汁) ，如女主任 100 元，民兵連長 50 元，因支部告 i己 30 元，屯工 2 。一
50 元(每村一人，也按人是汁)， 1990 年以后略有提高。達成津貼，一般運要拖一年

才能拿到手，因方許多人只交固家征駒糗和稅金，美村人iÀ~句神地納轍，上交“皇糗
國稅"天經地叉，加之負扭不畫，所以元人拖欠，但又才干部津貼的提留部常常抗交，理
由是“干部方我們做了什么事 1" 高店村干部甚至 4 年未拿到津帖。微薄的津貼，很准
朴健村干部卉金以及抗行各神公秀的詮濟損失，而且甚多干部的送往迎來，往往是村干

部私人招待，有位干部財我說:“那成錢逆不移我一年招待土迎來人的酒錢"。經濟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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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是小，工作卉展更方困瓏，村干部赴在行政系統的最底后，赴于官民的交接成上，常
常赴于“兩主受角"的尷尬境地，不能不執行上級指示，但又不能得罪京戚奈肩部里

多朋。一吹毫者和美村人到深山背炭，碰到村長正浦山高喊:“不准偷砍木失"。他并
不去現場捉拿偷砍者，而偷砍者也暫吋停止砍伐。述祥既在表面上完成了多政府布置的

制止濫砍濫伐的任旁，也不得罪村民，其用心真可謂良苦矣。凡村里友生的社區釗銳，
村長布 ìè 再不能象道去那祥混活算斂，只好用拖和躲的恣度，因而村民大多靠血緣和地
緣的控制力量解決，家族勢力因此抬失，安在不能在社區內部解決，就上交多基行政法

律机美。甚至連干旱季桔的灌溉，村干部也克力使用最佳方式安排，干脆各戶抽鑫碗定

次序，“遠祥大家都沒意見了，'，村干部的威信也相庄地沒有了。
在日常生活中，村干部仗是社區的一名普通成員，他們必須重視血緣地緣美系，如
果缺少素厲素威特里之間的互助合作，他們的家庭生活特遇到很大困雄。美村一位知女

的丈夫在報多道二趴己，但似乎并未帶來什么好赴，妻子忙完地里的我活和家努，逐必須
詮常在素厲奈戚部里的婚喪蓋房等大事中帶忙，累得疲愈不堪。丈夫在工作之余，也恩
可能回家干活。美村只要有“大事"，村桔 i己必然是帶廚的角色，和几小基本固定的搭

檔負責做飯的任券。几乎在每次大事上，都能在廚房找到他。他必須和其他村民一祥，
竭力維持達科血緣和地緣的平等互助交換美系。

第四，正因方上述送些原因，基屋各級組俱赴于疲軟克力;伏志。美村的各科行政
基后組玖原則上都是進拳戶生，理拾上三年一換。進拳受二小因素的制約，一是上級指

定或暗示候造人，先內定人逸，再行進卷。造拳仗是形式，遠主要表現在有 i己、村長
途神要跟上;另一小因素是血緣勢力，村民造拳的投票意向，往往表現出血緣意向來，
家族勢力在幕后起著很大作用。如老祖 i己汪福兵在生戶責任制后隱退，這兩科因素合在

一起就推出老三fH己的 )L 于扭任新有 i己，村長依 l日未斐。這者房京的女 )L 1990 年初也被
定方村干部候進人，她得票數明星表現出血緣影口向來，在美村和素厲素戚甚成的拘禁賽
几乎得全票，但在簇失寮則沒有几小人投她的票。上級要逃出靠得住好指揮而且有能力
的干部，群余則要進信得迂、公正、愿意克大家亦事、而且家族有勢力的干部。二者
的意愿常常合不到一起。迂去上級意愿占上風，現在逃本則越未越多地按著群余意愿。

迂去人們不美心進拳，稀之方“假竟是真唱，'，只按上級意愿打圈打勾，現在則表現出一
定的熱情來，而且各級進拳中也越來越多地表現出迫民的意愿。 i產主詳制在推遊中園民主
化上，起到了重要的促遊作用。

和公社吋期不同的是，干部的杖力、地位、威信都明星下降，如上所悅干部不好

章。許多工作了几十年的基屋干部，不愿再干下去，公努影咱家庭生戶，既元利可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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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得罪人，更重要的是，不知道如何在新的表村形勢下干好工作。特別是干了几十年桔

氾、村長的人，既元退休金，運在工作中站下了許多怨仇，很有些拍兵。老一批基居
干部不愿、干了，新的干部又准以戶生，基屋干部的老化和惰化是普遍現象。外|甚各級領
辱談起遠件事肘，都疾呼必須加強基屋政校建投。

美村的苦氾由全体兌民逃出，他在現念上逐是比村長更“管用"的社區領袖，三H
i己說不出他的具体工作是什么，似乎主要是送往迎末，接待各神來人和執行上級的指
示，配合村長及村民小組長落寞各項工作。兌貝按規定一季度活劫一吠，但事宴上很雄
做到，“各人忙各人的去了"。村長是社匡正式領辱，他掌管財努大杖，但因集体詮濟
弓空，也就克太大杖力可吉，各科上級行政指令，一般由他出面執行，唱 i己配合，大
多數事情布置給各自然村村民小組長，不吋督促即可。村長和布 i己在現念上尚厲“官"

的范圍，村民小組長則更多地厲于“民"了，他們在各自然村方公余服旁，逐戶通知

事情，催促神子化肥訂駒，召集卉舍。一年召卉几吹村民大舍，元固定吋肉，有事則

拳行。因支部有 i己由固貝逃出，除 1989 年的美 t百年灰祝福功吋曾組紋回民出迂哲目外，
因支持說不出第二件成績，一般青年河因組紋的概念是淡薄的。如女主任主要抓汁划生
育，但此項工作太濃雄，整↑美蜂村是全多超生最 F 重的，因而知女主任一般放手不管，
上級來人吋則配合主作。民兵連在現念上尚存，有肘到甚多武裝部接受軍事和其他胡|
線、掌刁，在本社區已沒什么影吶，迫不如公社吋期那么威風。屯工管屯路維修架設，
F 格啡并不算宮。此外，美村逐有一名赤腳區生，且未列方領津貼的“干部"，但她不

肘座邀方人接生打計。所有干部中，只有村求詮民的工作最具体也最辛苦，在干部中扳
酬相座最高，一年津貼按全村人均一元汁。眾詮民在名文上是由多次銓站考試聘用，厲
多次銓站成員，但事案上其取能即方大趴吋期的金汁兼出鍋，掌握全村的 l帳目和現金收

支。她要逐戶征收提留、各科稅， r[ 且各戶次~詮濟狀況，小至莽几只璃鴨，大至一

年根食收成，事元巨細，逐戶統汁。一年要扳表 12 狀，以年初的汁划表、年終的在且
表最重。多次經站向我牧局和統汁局兩家扳衰，但主要知我牧局管理。技經站的設立，

便衣村財努遊一步正規化、制度化，管理和監督村級集体經濟收支，因而往往也和村級

干部友生矛盾，工作准度較大。
筒草地說，美村基屋干部的工作座分二矣，一是完成上級各神指示，根掘指示精
神，告氾、村長合同相庄的干部解決問題。比如抓汁划生育工作，則和知女主任一起

配合工作。大多數吋候，需和村民小組長和我詮民配合，因而二~ì己、村長、村民小組
長、司長銓員可以說是目前社區的基本行政管理者。另一笑任努是通道各科渠道反映社區

要求，比如向基多政府要求我用物資、求並貸款、各神寺項扶持，等等。事妥上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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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座付上級各科指令，被功甚至是消披完成送些指示，可行性強和群余棋板性高的指令

一般完成較好，而許多和群食意愿相沖突的事則拖到最后則不了了之。如汁划生育、溫
砍濫伐等問題，且然各級政府再三強洞，運是禁而不止。基屋干部銓常況的一句活，很

能反映當前基屋政校的現狀:“我得罪人做啥子，遲不知把自家的生 F 搞好"。封公共
事努采取消板恣度，是比較普遍現象。
村級行政干部，赴在官勻民的交接成上，他們一方面代表政府妥施各科指令，一

方面代表村民和外界支生朕系，正是通迂)Á村民小組到材、多、甚、州的各級行政机
絢，美村和外界建立起繳向的行政美系，被納入全固政治詮濟文化的大這特体系中，美
村人由此和外面更大的范圍友生朕系，行政体系財美村社舍的文化交迂，起著巨大的制

約作用。
求村改革以后，行政美系史生了相庄的斐化，送科斐化速在繼續看。面又才表村社

金出現的新情況，深化我村改革勢在必行，行政系統已表現出一定的滯后性和被功性，
行政系統取能調整，干部素肢提高等阿題已越未越迫切。如何玖玖現在的表村和我民，
深化表村改革，有許多問題需要政府解決。行政系統的自身洞整和更加有力地愛摔作

用，是~前表村'!7:.展的客現要求。

問.結培

美村的社金結絢，在本廣上仍是以血緣美系方基拙的多土社舍的差序絢遣。父系
血緣美系拘成送小社舍的基本框架，母系血緣美系拘成送小社舍的且在控平衡体系和取

姻集因。共同地域生活所戶生的地緣美系，在大多數肘候是淹沒在血緣美系之中，是作
方血緣美系的朴充形式而'!7:.揮作用;同肘，地域心理主人同和地區阿利益洞整使地緣美系

隨著空|可距高的伊大、血緣美系的淡薄而逐漸表現出來，最后融人行政美系之中。行政
美系則是作方正式的、組拱化的，更是以政治方核心的社金組紋形式，它不斷向多土社
金滲透，破杯甚至還漸取代看完村以血緣美系方基甜的詩鏡社舍生吉拘。在行政美系背

后，代表的是以沒文化方主的外來主流文化。因而，在深居坎上，可以混美村社金結
拘上的血緣、地緣、行政三神美系的執橫交錯特征，正是美村)Á{寺統社金向現代社金迂
渡的、特定肪史吋期的社金結拘表現，也可以說，是美族伶統文化和現代文化混合的戶

物。
以血緣美系方代表的伶統社金組旗和以行政美系方代表的現代社合組紋，銓助了

長吋期的此消彼漲的朋史迂程，地緣美系則是兩神力量相互斗爭又相互妥協的空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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瑰。在繼政治力量之后，商品詮濟友展所戶生的新的每濟力量，形成現代文化的兩乾大
萃，向伶統文化展卉了前所未有的沖音。可以預料，美村社金結梢的斐化特越來越快。
遠神斐化，是人美文化不斷融合和走向大同的必然趙勢， ~定廣上是在共同的物廣文化~
展中所帶來的整体文化趙同。然而，文化的斐迂是一小長期的朋史迂程，特別是整体文

化趙同中的精神文化往往滯后于物廣文化、人們的民族心理主人同更滯后于地域的主人同，

迫使得遠一肪史迂程漫長而又愛祟，如何在主人浪人美文化多祥性的基抽上，揭示人英文
化交迂的規律，正是民族掌研究的魅力和任勞所在，有許多問題尚待我們避一步的努

力。

文獻

《阿現藏族自治州概況》鋪有組

1985

((阿現藏族自治州概況》四川民族出版社。

奧格本

1989

((社金斐迂》斯江人民出版社。

費孝通

1947
1948
1981
1985a
1985b
1986
1987

((內地表村》生活有店。

((多土重建》上海視察社。
((生育制度》天津人民出版社。
((多土中固》三朕唱店。

((費孝通社金掌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
((江村銓辨》江亦人民出版社。
((迫區卉友勻社金調查》天津人民出版社。

費孝通﹒王同惠

1988

((花籃瑤社金組俱》江亦人民出版社。

格勒

1988

((洽藏族文化的起輝、形成勻周閏民族的美系》中山大掌出版社。

石川茉吉(主編〉

1988

((現代文化人美掌》中囡囡隊「播出版社。

李景沒

1986

((定基社金概況調查》中圍人民大掌出版社。

李錫者

1905

((汶志記略)) (清嘉庚十年)。

9 世澤﹒吋逢春整理

1983

((木姐珠勾斗安珠》四川民族出版社。

耳長壽

1984

((氏勻美》上海人民出版社。

耳林 i若夫斯基

1986
1987

((兩性社金掌》中國民間文乞出版社。
((文化洽》中園民伺乞出版社。

松閃正子

1993
1994

<美族的山神祭) ((日中文化研究》第四期日文版， pp.43-53 。
<堯族的美 t百年〉竹村卓二編《仗札、民族、境界》夙吶社日文版，

pp.

145-174 。

中根千枝

1987
1989

((社金人美掌一一直洲各社舍的考察》日本京京大掌出版社日文版。
((這座的奈件》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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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光茱﹒李緒明﹒周蜴線

1985

((弟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

任乃強

1984

((晃族源流探索》重民出版社。

《社舍肪史調查資料 M 刊》四川省編輯姐

1986

((美族社金肪史調查》四川省社金科掌院出版社。

四川省阿現藏族美族自治州汶川基地芳志編黨委員金(編)

1992

((技川甚志》民族出版社。

那宏卉

1981

((美 i吾筒志》民族出版社。

托佮士

1987

((青衣晃一一-美族的朋史耳俗和宗教》汶川甚檔案倍(內部炭行)。

汶川基墓志亦公室

1989

((波川甚錦池多志)) (油印稿)。

西南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

1984

((美族調查材料)) (內部印行)。

西南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科研赴

1985

((美族思想史資料征集)) (內部資料)。

西南民族研究金(編)

1983

((西南民族研究》四川民族出版社。

徐平

1993

((美村社舍》中固社合科掌出版社。

《中固少數民族簡史拉布﹒堯族筒史》鏽穹組

1986

((弟族筒史》四川民族出版社。

祝世德

1945
1946a
1946b

((波川甚志)) (民固 33 年版)。
((大禹志>) (民固 34 年版)。
<<世代忠貞之瓦寺土司)) (民園 34 年版〉。

庄掌本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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