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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闽江下游地区的“水上人”与国家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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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以闽江下游地区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围绕“水上人”的身份问题所发生的政治进程为背

景，在新中国的国家建构如何在“地方”和“日常”的层面展开，并如何“嵌入”到底层和边缘人群的情感、观

念以及行动方式的视角下，来讨论地方性、族群性与国家建构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某些特征。以福

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地区在新国家建构的过程中，“水上人”既是被“公民”“阶级”“民族”等现代政治范畴

重新定义的对象，也是在被卷入到地方社会秩序重建过程中表现出其主体性的社会行动者。他们在大历

史变革中对自身生存状态的体认和对地方性的“身份-秩序”结构的集体意识，折射出新的制度化过程与

传统地方社会固有的秩序感和流动性发生的碰撞、互动和妥协，并深刻反映出传统中国现代转型从“身份

社会”到“民族国家”的特征和内在张力。

［关键词］“水上人” 身份 秩序 国家

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诸多议题中，“民族

国家”（nation-state）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作

为制度的建构与作为话语的表达，是其中最核心

的两个。无论是通过追寻“现代性”（modernity）的
一种制度的、社会经济的或意识形态的本土历史

资源来强调其延续性，或者通过追问由传统帝制

到现代民族主义“想象”的变革来强调其断裂性，

对“地方性”（locality）、“族群性”（ethnicity）与“国

族性”（nationality）的复杂关系及其历史遗产的理

解，都是认识传统中国现代转型的关键之一。①

在更一般性的有关传统和现代国家的研究中，透

过“边缘”和“他异性”的视角，探讨“国家实践”

（state practices）在边缘地带和矛盾歧义中如何贯

穿于底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也成为学界试图突破

“民族国家”理论束缚，摆脱在“理想类型”（ideal
type）下谈论“国家”以重新认识其性质和意义的

一个重要方向。②在这一背景之下，本文试图通

过闽江下游地区在 20世纪 50年代前后围绕“水

上人”的身份问题所发生的政治进程，来讨论地

方性、族群性与国家建构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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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某些普遍性特征。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

地区自 19世纪中叶后全面步入“现代化”的历史

进程。作为构成该地区社会生态一部分的“水上

人”，经历了一连串以“现代性”的制度化为标志

的社会变革。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水陆交错

的“边缘”（margin）模糊空间被作为“前线”（fron⁃
tier）的“海疆”重新定义，“岸上人／水上人”的认

同边界（boundary）亦被以“阶级／民族”为核心的

政治身份制度打破和重塑。“水上人”作为社会行

动者，其种种遭遇深刻反映出社会变革中“连续”

与“断裂”的交替与交织，更重要的是折射出自清

末以来传统中国社会之现代转型中出现的种种

问题和困境所固有的结构性缘由。

近年来，在对华南开展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中，国家与地方的“同构性”是其中一个核心论

题。它强调的是明清以来国家制度不断在地化，

具有能动性的地方社会在与国家的密切互动中，

在地方想象、创造和标榜文化正统性，且地方人

群以纳入“编户齐民”和习得“正统文化”的方式

不断从“化外”进入“化内”，从而使国家的大一统

得以实现。尽管这一认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

为我们看待和讨论传统时代“国家／社会”关系

的重要视角，但这一基于传统时代的认识是否有

助于理解和反思“现代性”以及“民族国家”在中

国的建构过程，仍然有许多课题值得深入探讨。

对此，已有学者在现代国家的传统再生产议题下

就权力结构转型与地方实践的能动性方面做过

精彩讨论③。受上述视角的启发，本文以档案为

主要资料，结合地方文献与田野访谈，重点考察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地

区在新国家建构的过程中，从“水上人”在大历史

变革中对自身生存状态的体认和地方社会的“身

份-秩序”结构及其转型的视角，来讨论新的制度

化过程如何与传统地方社会固有的秩序感和流

动性发生碰撞、互动和妥协，并试图提出一个从

“身份社会”到“民族国家”的转变来理解传统中

国现代转型之内在逻辑和张力的视角。

一、背景：“水上人”与清末以来

闽江下游地方社会

东南沿海历史上浮家泛宅的水上人群，是江

海水域生计体系和东南地域社会的重要组成部

分。④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地区，历来是“水

上人”的主要活动区域之一。该地区的“水上人”

在福州方言中被称为“曲蹄”，而在历代文人笔

下，他们多被统称为“蜑”。⑤历史上，“水上人”往

往以高度的流动性游走于体制边缘，并成为被陆

上人群排斥和歧视的“非我族类”；但他们也不断

被纳入体制之内，如明代的“水上人”多被编入

“河泊所”承担“渔课米”，成为一个特殊的户籍-
赋税类别。明中叶以后，河泊所制度崩坏，“水上

人”的流动性更趋明显，生计选择也更加多元

化。至清末，闽江下游地区的“水上人”因社会分

工及生态差异，逐渐发展出两大不同的生计群

体：依附于城市经济生活的“北港水上人”，与附

居于乡村外围，以佃耕洲田、种蚬殖贝为生的“南

港水上人”。在这一长期的社会变迁与闽江两岸

洲田垦殖相交织的历史脉络中，“水上人”也经历

着不断“上岸”的过程——从临时性的船屋到最

终定居的房舍，从在船上供奉神灵到在岸上为之

建庙进而发展出仪式系统。这一过程在塑造闽

江下游地区聚落格局的同时，也维系着“岸上人

／水上人”的身份边界。⑥“水上人”正是在这样

的背景之下，“卷入”了现代制度与国家建设的历

史洪流中。

鸦片战争以后，以福州为中心的闽江下游地

区的生态、制度与地方社会呈加速发展变化之

势。福州的开埠，进一步凸显其作为“东南沿海

宏观区域”中心城市的地位而成为东部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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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中心之一。城市的快速发展最直接带来的

是整个生态环境的变化。城市聚落渐趋密集，人

口密度增加，商贸街衢以交错密布的港汊为网络

不断扩展，形成了新旧交叠的城市-乡村生态系

统。作为自宋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以闽江水系为

纽带的内陆市场与以海上帆船贸易为纽带的海

外市场这两个市场网络的连接点，福州台江地区

港汊纵横，商贾云集，铺号林立，其市井之况至清

末已臻繁盛，所谓“惟古所指为沙地、汛地、洲地

者，今皆市肆毗连矣”。⑦城市化、商业化的高度

发展，催生出日益细化的服务业的市场需求，特

别是围绕台江这一商贸中心区，为遍布各港汊的

“水上人”提供了许多谋生的机会，而他们作为城

市的“附居者”也越来越与某些特定的职业或行

业（如摆渡、搬运、起卸、引水等）联系在一起。这

些由社会分工而带来的职业或行业，既为他们提

供了起码的生计来源，同时也成为他们以特定群

体的角色参与现代城市生活的方式。

在生态与聚落环境变化的同时，地方社会及

其象征体系的再造也同步展开。以源自明代里

社系统的社区格局为基础，伴随着商业化而成长

起来的各姓陆上居民，先后建立起各自的宗族组

织，并通过庙宇及其仪式的经营而结成了具有很

强地域认同与资源控制性质的“境”的系统。例

如，仓山下渡“人烟稠密，数十姓千余家于此聚

族，古称周、王、郑、蔡四大姓外，如庆元陈、江南

陈、吴、卢、张、庄、邹、梅、刘、王、孙、程等姓，或数

十户，至二三百户，环聚焉”。⑧这些聚族而居的

姓氏不断以“里社-境”为纽带扩大地域控制的范

围，由元季的十境，到清代道光、咸丰年间的十八

境，至光绪时已发展成二十一境。⑨这些境以“十

境祠”为中心，在不断分化与整合的过程中，结成

了“祖庙-分炉”的庙宇等级网络，并形成了规模

盛大的迎神仪式传统。⑩在台江，除了经历了大

体类似的过程之外，还在“里社-境”系统和家族

之上，由新兴商人势力的进入和商铺的扩张，又

叠加了一个商业社区的系统。例如，帮洲的“五

保七社”，以竹林尚书庙与龙潭尚书庙为中心的

社区认同，正是在商贸的发展与商人社区的建构

中形成的，商帮、商人、商号通过对庙宇及其仪式

活动的控制取得了在社区权力体系中的主导地

位。在经营庙宇和仪式的同时，他们还以庙宇

为依托，纷纷建立起自己的社区组织，如“救火

会”“义葬社”等，积极参与城市公益活动，共同

维护城市资源的公共性，在自治化的商业社区营

建中充当代言人的角色，从而使地方权力体系呈

现具有很强“现代性”的“社团化”态势。

随着生态、社会的变化，制度的鼎革则是重

塑地方社会的更直接和更全面的力量。特别是

面对在“里社-境”和“保社”体系之外的“水上

人”，由于其浮家泛宅、“或渔或盗”的流动性，不同

时期的国家都试图用特殊的方式来对之加以管理

和控制。明初，“蜑户”除了部分被“籍为水军”之

外，更普遍的是被纳入在全国范围内特别设立的

河泊所系统，成为“岁纳渔课”的“渔户”。河泊

所制度对东南沿海地方带来的实质影响，是许多

漂泊不定，以江海为生的“无籍之徒”由此成为

“编户齐民”而被纳入王朝体制之内。明中叶前

后，渔户逃绝隐匿、课米失额，许多河泊所被裁革

归并，地方再次出现大量脱离羁管的“有业而未

籍者，及原无籍而业者”。随着家族组织自明中

叶以来的普遍发展，大量逋课的渔户遁入豪门，

从“隐匿”到成为被庇护的“私役”。清朝沿袭了

明代的渔课，但所设澳甲制度并未重新在户籍上

整理渔户，“水上人”有了更大的流动空间，并最

终促成了“水上人”与陆上村社和家族之间紧密

的支配-依附关系的格局。

民国地方政府在清代澳甲制度的基础上，以

现代户籍制度结合警察制度，对福州地区的“水

上人”施行“水上保甲”制度，试图在这一最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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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控制的空间，开始前所未有的行政化渗透。有

别于明清的“渔（船）户”重点在于“纳税户头”的

内涵，1932年，福州推行以《户籍法》和《清乡户口

条例》为依据的《福建省保甲规程》，首次把户籍

登记落实到“户口”，结合计口授粮、计口授盐，并

辅之以保甲，力图把“水上人”纳入一个较为严密

的行政框架之内。这一制度的实施，对于“水上

人”的身份和社会处境带来了两个方面的深刻影

响：第一，由于“以船为家”是编入水上保甲的基

本条件，陆上有住所者另以户牌别之，这一做法

实际上相当于对“水上人”与其他水上活动人群

（包括已上岸定居的“水上人”）之间的身份区别

做了制度上的确认。第二，由编制水上保甲而产

生出来的保甲长，其权威直接来自国家的授权，

并与相对固定的空间管理相配套，使“水上人”这

一历来“怕见官”的人群被直接置于地方行政体

制之下。自此，“水上人”从长期游走于“边缘”的

生存状态，以及相对松散、依附式、流动性的社会

传统，开始了与带来正式政治身份和权力的国家

的全面接触；而他们在其中所经历的种种，则在

较为微观的层面深刻反映了整个闽江下游地区

由传统时代进入民族国家时代及其“现代性”在

地方的建构过程。

二、从“水上保甲”到“水上区”：

如何成为“公民”

1949年 8月，福州解放。在旋即展开的新中

国政权建设中，“水上人”所经历的第一件大事，

就是新政府的行政区位化——由民国时期的“水

上保甲”转变为“水上区”的行政建制。这一过程

带来的转变主要是，新政一改“水上保甲”只是根

据停靠地点把“水上人”分别就近附属于某区

（乡）保甲的做法，将“水上人”从陆上行政区划中

切出，并为之成立一个单独的行政单位。在这一

过程中，由于“水上人”在相当程度上仍把是否参

与民主建政视为“讨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政治

热情也因此变得非常“情境化”。

福州市水上区成立于 1950年 7月。其辖区

为上至大目埕，下至闽安镇的二百华里闽江江

面，大体沿袭了民国时期隶属林森县水上保甲的

管辖范围。为适应群众要求及便利土改等工作

的进行，1951年 1月月底，洪山桥以上，魁岐以下

的水上区域被划归闽侯县管辖。鉴于该区“水

上人”的经济生活与城区的关系甚为密切，因此

仿照城区的基层组织形式，于 3月撤销了乡的机

构，按自然分布情况、运输业务并结合船只种类，

以500至1000户组成了五个居民委员会，以40户
至 80户划编了 244个居民小组，并进行了船式登

记，正式确定了“港籍”，定立了户口管理制度。

自此，“水上保甲”的“区公所-保-甲”彻底被“水

上区”的“区政府-居委会-居民小组”的行政体系

和基层组织形式所取代，“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

受剥削，思想上被愚弄，社会上被歧视”的“水上

人”最终被纳入新国家之中。

由于水上人群及其活动的流动性和复杂性，

新政府对于水上区民主建政工作的重要而特殊

的意义，有着非常清楚的认识：他们“既无乡镇也

无村落，居民以船为家，浮居分散，船只流动，往

来无常。其本籍港船有流到闽江上游之南平、建

瓯、邵武等县境，及下游的连江、长乐等地，甚至

有的流至上海等地。少则几天半月归来，久之成

年半载不返……情况难以掌握”。在这一以“流

动”与“复杂”为基本特征的区域进行民主建政工

作，其目的不仅是把最后也是最难管理的“水上

世界”纳入新的政权体制之内，更重要的是，“本

市位处海防前线，水上居民直接从事于海上及内

河的运输工作，在台湾尚未解放、美蒋匪帮阴谋

潜入大陆进行破坏的情况下，发动与组织水上居

民、巩固水上人民政权的工作比较其他地区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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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要意义。在这方面做得好，不仅水上居民得

到彻底解放，政权得到巩固，目前可以杜塞匪特

由海岛潜入本市的通道，且在将来解放金门、台

湾战争中，亦可以增加一批得力的海上支援大

军。”这一做法虽与明初“籍蜑户为水军”有着性

质上的根本差别，但遵循的逻辑和采取的形式是

类似的。而所谓“水上船民……容易为敌人所利

用，流动性又大，极易潜藏反革命分子”，则与历

史上“水上人”被认为易被“煽惑为盗”一样，表明

他们在新国家被赋予的政治意义和社会身份定

位，是“地方积习”与新的政治过程和制度话语再

一次交织叠合的结果。显然，“水上人”既承袭了

传统上的“边缘”意涵，同时也成为新国家的海上

“边界”所定义的对象。

由于许多“水上人”难以理解国家的政治目

标，在短期内亦难以体会国家对于他们而言究竟

意味着什么，加之生计状况因各种原因一时难有

明显改善，他们参与建政的积极性因此大受影

响。其主要表现，一是被认为最能体现“水上人”

有“当家作主”权力的居委会选举的结果严重缺

额；二是政府以一定户数为标准进行居民小组

划编，与“水上人”传统上“各分港汊”的组织形式

与资源分配规则发生了冲突；三是尽管政府一

再强调要慎重审查民主选举中的积极分子，教育

群众要“从好人中挑好人”，选举的结果却是“好

坏相混”，各居委会小组长的成分复杂，其中还包

括已登记在案的“反动党团份子及伪保甲长”。

这一状况，使得政府落实“翻身”的政治意图变得

处境尴尬。其原因除了政府承认的“宣传力度不

够”及保甲长“暗中活动”之外，另一个更关键的

因素是，“水上人”在进入新国家和新体制的过程

中，仍然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传统地方社会的权力

结构以及他们对这种结构所固有的意识模式的

支配。

更为棘手的问题是，福州市郊“水上人”有大

量的天主教徒，使得水上区本已“殊难掌握”的政

治情况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自同治七年（1868
年）西班牙多明我会在福州仓山建立泛船浦天主

堂始，大批“水上人”入教，至民国末年其教徒数

量已占全市教徒总数的近半。由于宗教认同与

教会组织干扰了民主建政和国家权威的树立，水

上区一度成为政府眼中“觉悟程度最低”的“福州

市唯一死角”。尽管政府采取了各种方法来强

化对“最落后”的“水上人”教徒的宣传、教育工

作，如结合实际的扶贫助困，在居民小组中建立

“宣传网”组织，并把宣教工作融入闽剧、山歌小

调、评话以及通俗读物等形式之中，以达到“寓教

于乐”目的等，然而其效果并不明显，他们“对生

活困难的社会根源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

统治结果没有认识，同时对祖国前途与个人前途

的一致性也没有认识，甚至有少数人因为解放前

生活比现在好而产生‘解放不如不解放’，看不清

共产党与国民党有什么本质不同”。

不过，“水上人”从来都不是一个均质的群

体，上述情况所反映的，只是革命进程中地方社

会多元面相的某些事实，以及“水上人”在把各种

原有的构成其“传统”的因素带入新国家的制度

重建中而产生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实际上，在

1951年成立的福州市天主教革新会的推动下，有

不少“奉教”的“水上人”在各项运动中积极表现

自己，争取在新国家、新社会中重新寻找和改变

自己的位置；同时，政府也有意识地通过塑造先

进分子的方式为“水上人”树立新社会的楷模，以

对其政治觉悟与公民观念加以引导。例如 1956
年，从事不同职业的数十位“水上人”教友，因在

治安（纠察）、卫生（除“四害”）、对敌（支前、反轰

炸）、生产、宣传、文教（扫盲、民校学习）、体育、文

艺乃至“捕麻雀”等在当时构成政治、经济与社会

文化生活“主旋律”的各个方面中表现突出，受到

福州市天主教友自养管理委员会的表彰。因

186



“他者的世界” 身份、秩序与国家

此，尽管对于这些“水上人”而言，“翻身”的经历

总是与原有的身份感相混杂，但总体来说，“水上

人”在民主建政的过程中，通过努力学习和领会

新国家的政治语言，朝着如何成为一个有“革命

觉悟”的“公民”，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只不过，

这一步并非完全自上而下“泛政治化”的结果。

被“水上人”的主体意识所“简化”的政治过程及

其造成的矛盾，反映了“水上人”一向以生计导向

的流动性来定义自身与国家、制度、“岸上人”关

系这一地方社会的事实。

三、“水鬼爬上岸”：秩序、地方感与国家

随着水上区建政工作的完成，以城市生态为

依托的“水上人”正式获得了“市民”的身份。不

过，新政权在地方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地方社会

结构转型的彻底完成。在新旧交替的氛围中，

“水上人”既感受着革命带来的巨变，同时他们本

身也成为地方社会对这一巨变所造成的诸多不

确定性的一种反应和投射的对象。这两方面的

叠加与互动，通过一个水妖的事件，生动地传达

了地方传统的“延续”与革命所带来的“断裂”之

间的关系。

水妖事件发生在 1953年 7月。从 7月 10日

至 20日，福州市水上区打铁港洲、仓山区中洲等

地陆续传出发现“海猴”“青蛙将军”等流言，民间

多把其源头指向水上区。传言中“海猴”獠牙长

发，出水吃人，多人因之丧命妖口；“青蛙将军”亦

出没无常，布瘟致病，并且通过某一水上船民以

降乩的方式得到了“证明”。此类传言最初源于

水上区，并迅速扩散至整个市区与郊区。由于传

言在民众中造成了不小的恐慌，并严重干扰了民

主建政工作的开展，迫使政府出面竭力辟谣，但

其产生的社会效应难以在短时间内消弭。这一

事件，最终以政府指称其“可能系坏分子造谣破

坏”的定性而得以平息。其实，从地方社会本身

的脉络来看，被政府称为“邪说”的“海猴”“青蛙

将军”等，并非突发的特殊事件，而是一种根深蒂

固的地方传统被长期压抑所累积的张力借机释

放的表现。问题是，为何是“水上区”和“水上

人”？

在闽江下游地区的民间传说中，水猴、水蛙

二怪与水鸟、蛤蚌、鲈鱼三怪，正是当地最为盛行

的神灵“五帝”的原形。据《闽都别记》云，此五怪

以台江龙潭壑为巢穴，承天地造化，能变化人形，

出没为害，或迷泄人之津液，或分食尸之肢体，行

灾布病，并同变为五通之神，闾山派“闽清师”女

师公柳七娘受命收妖除怪，施展法术降服之，令

其现出猴、鸟、蚌、鱼、蛙五原形。由于“五帝”一

向被官府视为“淫祀”，历代地方文人不断为其添

加“五方正气”等“正统性”的解释，以掩饰其“不

经”的本来面目。但是，把“五帝”的原形与五种

水怪联系在一起的说法一直在民间口耳相传，每

年举行的五帝“巡境”“出海”仪式，其目的也始终

充斥着“送瘟逐疫”的象征意义。新中国成立之

前，按惯例在每年的五月至八月，福州掀起筹办

大规模驱瘟逐疫活动的高潮，作为该地区最具影

响力的传统，供奉“五帝”的各涧殿庵堂纷纷“开

堂”募款，由乩童降神择日，各方延请道士法师

“行傩”，举行“请相”“查夜”“巡境”及“出海”仪

式，以保一境平安。显然，所谓“海猴”“青蛙将

军”，与“五帝”的水怪原形有直接的关联，它们象

征着来自于水或借由水（洪水）来播瘟布病的潜

在危险，而通过举行相关仪式来化解这种危险，

或达到某种社会与心理的平衡，已经成为内在于

当地人们世俗生活中的一部分，整个地方的“净

化”与象征秩序的维护正是通过这一年度性“积

极膜拜”得以达成。因此，1953年 7月的这场

“邪说”风波，实际上是地方传统在革命进程中

“中而不断”的表现，只不过这种象征秩序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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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在了一个旧世界被打破，新政权尚待巩固的

非常时期，从而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意味。

这一看似很小的事件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

为它很深刻、具体地反映了地方社会在政治变革

中的“秩序感”以及“水上人”在其中扮演的多面

角色。一方面，水妖“邪说”首先起于水上区，即

将发生瘟疫这一“谣言”亦由被称为“神棍”的“水

上船民银银”以神灵附体的方式加以证实并宣

告，因此“水上船民银银”作为“青蛙将军”的“替

身”而成了这一“邪说”实际上的主角。这一状况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水上人”在面对政治变革

与地方“秩序感”的矛盾时所表现出来的主体

性。另一方面，水妖“邪说”中除了主角“海猴”和

“青蛙将军”及其与水上区的关联之外，还有另一

个构成主体情节的要素：解放军（人民政府）。“海

猴”或被解放军抓捕，或被解放军打死，似乎显示

水妖的直接对立面并不是普通群众，而是解放军

及其代表的人民政府。尽管无从详察这些“邪

说”究竟最初是由何人，出于何种动机制造并传

播开来的，但从有限的情节来看，在新政府与“水

上人”之间无疑构成了某种紧张关系。因此，正

如许多政府公文中反映的官方对“水上人”颇为

负面的一般性态度，“水上人”对“失序”的不安，

进一步强化了“水上人”及“水上区”在新国家建

设以及社会主义改造中被视为某种“潜在的破坏

者”的主观倾向性。耐人寻味的是，“水上人”在

福州的地方习俗中，除了被当作“生来卑贱”的一

个群体，还常常被“岸上人”与“水鬼”联系在一

起，如在《闽都别记》一则“鬼穿人皮变曲蹄婆”的

故事中，水榕树妖化身为“曲蹄婆”上岸害人性

命，其情节与“海猴”出水吃人的“邪说”如出一

辙。更有甚者，福州民间用“水鬼爬上岸”来形容

“水上人”上岸定居。凡此种种，正是水妖“邪说”

何以发生在水上区，以及政府和民间对此事的认

知和定性何以总是指向“水上人”和“坏分子造谣

破坏”的深层原因。

在 20世纪 50年代的福州，水妖事件无疑只

是革命洪流中的一个小插曲，但它折射出变革中

的秩序、地方感与国家三者之间的多层复杂关

系。而且，它并不是孤立的一个“事件”，而是具

有全国性、时代性的一种“结构性反应”。在这

一事件中，福州“水上人”既是“秩序稀缺性”的敏

感体验者，在对动荡和重塑中的地方感的调适中

表现出他们的主体性，同时，他们本身在“地方性

知识”中长期被视为对秩序带来“危害”和“不确

定性”的标签，也成为地方社会在特定历史情境

下表达“不安”的秩序感的一种隐喻，并被带入了

主导性的革命话语之中。

四、土改：“阶级”与“族群性”

与集中分布于闽江北港并被划归水上区的

“水上人”不同，大批南港地区的“水上人”遭遇了

另一种历史命运。他们被一体纳入到所在地“县

（市）-乡（镇）-村”的行政系统，成为此系统下的

“农民”。推动这一进程的主要制度性力量，就是

1951年—1952年掀起的土地改革运动。

南港地区在行政上大部分都隶属闽侯县，并

以乌龙江及其港汊为纽带，与福州市郊区连成水

陆交错、村落密集、土地高度垦殖的一片村社世

界。在这一地区开展的土改工作，如何处理“水

上人”的阶级划分和土地分配，成了首当其冲的

问题。作为构成区域内人地关系和阶级关系的

重要环节，“水上人”以其总体上的贫困及处于社

会底层的状况，在土改中往往被当作一个特殊的

弱势群体来对待，新政府在土地分配上也针对

“水上人”制订了一些倾斜政策，如：“渔民中以捕

鱼为正业，而收入不足维持生活者，在当地土地

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得酌情分配土地使用和其他

生产资料。贫苦渔民中，已租入和耕种有部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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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者，应在原耕基础上予以照顾。”在对以“水上

人”为主要“原耕”者的洲田、沙田的处理上，则特

别规定“洲田、沙田之属于地主或公共团体所有

者，均予没收或征收，在原耕基础上，分配给农

民、渔民所有”。在一系列政策照顾之下，大量

“水上人”被划为“雇贫农”并分得了土地，同时也

由此获得了在陆地上的定居权，成为在新中国获

得正式“阶级”身份的“农民”。

然而，“水上人”在土改中的经历，处处反映

出新政府在以阶级-土地关系来重建政治秩序的

努力在遭遇既有地权状况、身份认同与传统依附

式经济关系时所面临的困难和复杂性。其中带

来问题的最主要因素，就是陌生的“阶级”观念与

固有的身份认同之间既交错重叠又相互抵牾的

关系。按照常泊地点或“原耕”地点，参加分地的

“水上人”要跟身为“岸上人”的其他贫雇农一道

来分配有限的土地，因此尽管双方被划入同一个

“阶级”，但现实利益的冲突与传统上两者间的身

份界限，仍使他们的“阶级”认同显得极为薄弱，

甚至激起更大的矛盾。实际上，笔者在访谈中了

解到，为了让“水上人”树立起牢固的阶级观念，

主要由南下干部组成的土改工作队做了大量的

教育引导工作。干部们本以为“水上人”长期受

压迫和歧视，培养起阶级意识并非难事，但现实

常常出乎意料，例如在面对“是地主养活佃农，还

是佃农养活地主”这样的提问时，大多数“水上

人”的回答都是“地主养活佃农”或者“水上人要

靠岸上人讨生活”。这一现象在全国各地的土改

运动中虽非罕见，但“水上人”这一普遍的心态，

应与其长期“挂靠”某村社，靠佃耕或批租乡族占

有的洲田、蚬埕维生，并与之形成极为紧密的依

附关系或庇护关系有关。另一方面，“水上人”

因生计方式差异而逐渐产生阶层分化，有些经济

状况较好的“水上人”（主要从事近海捕捞）在新

中国成立之前已上岸并购置土地租给其他“水上

人”耕种，而土改的实施完全按人均占地面积和

土地是否自耕这两点来决定是否被界定为“地

主”，其土地是否应被再分配，由此造成购置少量

土地但非自耕的“水上人”被划为地主，其土地也

被剥夺，从而引起这部分“水上人”的不满和抱

怨。在此状况下，他们往往会宣称同为“水上人”

的身份，理应得到政府“照顾水上人”的一致

对待。

阶级观念、身份认同、土地关系与地方习俗

之间难以厘清的现实状况对土改造成的影响，与

长期以来闽江下游地区形成的以洲田、蚬埕的经

营为核心的主体经济模式密切相关。对于新中

国成立前后闽江下游地区洲田、蚬埕的经营以及

以此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情况，中共福州市

郊区工作委员会曾于 1950年做过较为深入的调

查。调查报告称，闽江南港的洲田与蚬埕，以尚

干附近江面为最多，次为南港、南屿各村，其余散

布于义序、螺洲、吴山、吴屿、城门、石步各村，其

中又以义序所占为多。洲田与蚬埕的形成是一

个长期的、动态的过程。因泥沙的淤积而出现的

洲地，须经长期而艰苦的插扦培卫和土壤培育，

才能形成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洲田和蚬埕，而参与

争夺占有则更需以强大的社会经济实力作后盾，

因此洲田、蚬埕的占有和经营往往都跟强宗大族

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洲田与蚬埕的原始占有，一

般都通过乡、族组织来进行。每当沙洲浮出水

面，附近的乡族通常以传锣集众的方式鸠资认

股，持股份者带一束草根，集体投上这块洲地，以

示占有。接着就推选“甲首”（亦称“股首”）和“总

董”（亦称“理事”），一面在洲地周围插竹抛石，开

始做培卫工作；一面则签约文契，投税领照，以取

得合法的所有权。其占有方式有村、族及联乡

等，成员持股多少依姓之大小、族（房）之强弱以

及社会地位之高低等而有别。正因为乡、族之间

存在大小、强弱之别，使得洲地的占有往往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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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乡、族之间为取得对洲地的所有权，时常发

生激烈的冲突和长期的争讼，宗族组织的发展也

是在对洲地的争占和经营中展开的。由于这些

大姓占洲所涉的地域范围有的已远远超出村界、

乡界，有的甚至跨越南北港，因此出现了所谓“飞

洲”的现象。洲田、蚬埕在乡族占有之下，除了

小部分由持股者耕种经营外，大多以招佃、出租

形式来获利，并从中按一定比例提交“乡款”或

“祠堂银”，体现出明显的财产乡、族“共有化”关

系。在洲田、蚬埕的经营中，“水上人”则多成为

实际耕种的佃户或者滩涂养殖的租户，构成“洲

田、蚬埕上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最底层。

实际上，尽管“水上人”作为佃耕洲田的“原

耕者”在土改中获得了雇贫农的阶级身份，但并

非所有被划为雇贫农的“水上人”都分得了土地，

而是在划定阶级身份的基础上确认和保障其“租

佃权”。由于这种“租佃权”直接由传统上的租佃

关系延续而来，因而其“阶级”的意义往往受到原

来在乡、族的基础上形成的以及在“岸上人／水

上人”的身份类别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的

影响。三兴洲的佃权纠纷，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个

案。三兴洲（又名民生洲）位于闽侯县吴序、吴山

等乡江面，面积约为二百多亩。吴山的林、陈、赵

三姓宣称对此洲拥有产权，并订有合约。“市郊水

上保佃户”承租此洲开荒耕种，以定租方式每年交

各乡“洲主”租谷二千余斤。由于洲上有剩余未开

之“荒地”，在未经“原耕”佃户同意之下，吴山、盘

屿等乡“农民”纷纷登洲开荒，使水上保佃户利益

受损。为捍卫自己的佃权，佃户们向闽侯县及福

州市提出抗议，认为既是整个洲地承佃开荒，就应

保留其应有的佃权，强调“农民就是要开也要先通

过佃户，佃户要保留有优先权。”为保护该洲佃户

的合法权益，市郊工委在报告中明确指出：无论是

已开或未开之洲地，“渔民”均应享有优先权；洲地

所有权应归政府所有，佃户亦向政府交租，不能

让各乡之间的地权争夺问题继续下去，并影响佃

户权利；“渔民”既租佃洲地开荒，应本“天下农民

是一家”之原则，保障其劳动成果。显然，三兴

洲佃权问题涉及三个层次的因素：一是吴山、义

序等各乡族对洲地的争夺，这种争夺在新中国成

立之后仍然在民间存续，这是佃权问题背后的地

方社会的总体背景；二是“洲主-佃户”这一层在

传统的洲田乡、族占有和经营方式基础上形成的

社会关系，仍然是地方社会中最基本的社会关

系，“洲主”及其“乡族”（即所谓“农民”）对洲田经

济的主导性依然维系着，“渔民”通常只能在这种

模式之下以佃户身份寻找谋生空间；三是虽然作

为佃户的“水上人”在阶级划分上属于“农民”，但

传统上“水上人／岸上人”的身份界限依然在起

作用，“水上人”以“佃户”自居，并不认为与“农

民”是“一家”，在自身权利受到侵害时，这种意识

会很清楚地浮现出来，并与新获得的“阶级”身份

符号相结合，成为一种权利诉求的策略。

由此可见，土改中的“水上人”与“岸上人”共

同分享“阶级”的政治身份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

新的政治秩序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传统

的社会关系模式及其表达方式的深刻影响。因

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水上人”在土改中获

得的阶级归属，并未完全替代传统上的社会身份

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而只是在这种身份

和社会关系之上叠加了一套来自新国家的以“阶

级”为核心的政治象征而已。这一特征，在“水上

人”获得正式“民族”身份的过程中也有生动

反映。

五、身份与历史：“汉族”还是“少数民族”

清末以后，随着“种族”“民族”概念和现代人

种学的传入，福州一带的“水上人”开始被称为

“蜑族”，而闽粤沿海一带数十万水上居民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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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应该

处于何种位置，也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尽管

梁启超认为“蜑族”是唯一留有“纯粹血统”的“古

百粤之族”，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水上人”的族

属却成为一个难题，经反复讨论才最终获得了

“汉族”的正式民族身份。这是一个多方参与的

“意义协商”过程。这一过程，既包含自上而下的

标准化的“识别”，也包含地方社会中微妙多义的

身份意识与国家试图通过确认民族来缔造一体

“国民性”（nationality）的政治语言的交错与互动。

事实上，在国家对“蜑民”进行正式的民族识

别之前，福州市地方政府出于解决施政困扰的目

的，即已展开对闽江下游地区“水上人”的全面

调查。1953年，福州的政府组织人员分别从经济

生活、风俗习惯、语言文化和民族性格四个方面，

对该市所辖“蜑民”进行了调查，并在调查报告中

对其“民族特点”作了以下概括：第一，在经济生

活上：“蜑民”以船为家，生活水上，终身与风雨炎

日奋斗，所以个个身体结实，面黑如漆，臂力过

人；由于长久住在船中，上限于篷，下限于舱，以

致下身较短，腿微弯曲；妇女有与陆上汉人特别

不同的天足；以运输捕鱼为主要职业，收入有限，

生活艰苦。第二，在风俗习惯上：首先，“蜑民”有

“讨 ”之俗：每年正月，妇女结伴上岸，以挨家

挨户唱贺年小曲，换取陆上人家以“米 ”相赠，

并普遍以之为吉利之事。其次，“蜑民”有“盘诗”

之俗：每逢中秋月夜，必聚会唱诗作乐，其方式多

系两边各推代表，一唱一答，常至通宵达旦，其歌

谣词句浅显，情感丰富。再次，服饰上：蜑妇普遍

穿黑色“拢裤”，在发式上梳“田螺髻”，汉人无此

种装束；未婚女子额前头发披在一边，不留“齐

眉”；另外蜑妇尚有一种与陆上人不同的耳环，约

有铜元大，环下垂有缀饰。另外，婚姻方面，蜑民

不与汉人通婚，虽发生血统相混（如陆上男子入

赘水上，水上妇女嫁往陆上），但属极个别现象；

寡妇均行再嫁，成为俗例，从无守寡之风；在结婚

仪式上，必于夜半潮来时举行，男女方两船靠拢，

连接处遮以红布或红毡毯，新娘由父兄或伯叔负

背，登男家船上成婚。第三，在语言文化上：“蜑

民”没有单独的语言，在福州者即说福州方言，但

有些语音与汉人稍有不同，例如说“里面”为“里

斗”，“脸朝外”为“脸朝阔”，“外边”为“开势”等；

他们大都没有文化，一般不知祖父以上的祖先名

字，无祠堂、族谱，与陆上居民迥异。第四，在民

族性格上：由于均无田产，“蜑民”完全依靠劳动

力及船只生活，所以养成共同的劳动、吃苦、老

实、朴素等性格；同时因在经济上对陆上人存在

依赖性，与之关系密切，虽频受压迫，不敢反抗，

存在民族自卑感，“民族感情”还明显地存在

着。

显然，这些“民族特点”是与定居的陆上社会

有“明显差别”的，而以“陆上人”等同于“汉族”的

逻辑，“蜑民”即属于“非汉族”的少数民族。由此

不难想象，地方政府是倾向于把“蜑民”认定为少

数民族的。然而，对于这些如此清晰而确凿的

“特征”，有学者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理解和主张。

时任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陈碧笙，或许是基于

作为福州本地人对当地的认识，从很理性的视角

对“蜑民”的“特征”逐一作了细致分析，明确提出

福州水上居民不属于少数民族的观点。他认为，

福州水上居民的特征“绝大部分都和陆上相同”，

即使存在某些差异，也都是源于其外在的生产、

生活环境，不能成其为一个独特民族的内在特

征。例如，体质上的肤色黑、腿弯曲，是由长期水

上生产、水居生活造成的；语言上的差异也与之

有关；宗教信仰上除部分信奉天主教这一偶然性

的特例之外，其信奉“妈祖婆婆、临水奶、王天君”

等均与陆上相同；在社会习俗上，虽有“女子社交

自由、寡妇不守寡”等现象，但其家庭仍与陆上一

样以夫权为重；婚礼的仪式、礼节除场所在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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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其他“和陆上几乎完全相同”；妇女的田螺

髻发式，是由便于舟居生活与劳作使然，服饰特

点及天足亦都是为了适应体力劳动和节约上的

需要；“讨 ”之俗只是“初期行乞风俗的一种遗

留”；“盘诗”之俗亦普遍存在于福州乡间，而非为

水上居民所独有。因此，若以斯大林的民族概念

这一民族识别的基本理论和指导思想为参照标

准，水上居民“第一，没有共同的语言；第二，没有

共同的区域（河流既不能离开陆地而自成为一区

域，而水上居民在水上的生产活动中也并不占有

主要的地位）；第三，没有共同的经济生活（水上

经济是附属于陆地经济的，没有一种内部的经济

联系能够把各处水上居民团结为一个整体）；第

四，也没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

（水上居民没有产生过共同文化，也从来没有形

成过所谓‘民族性格’或‘民族观念’）。水上居民

不仅没有具备上述一切民族的特征，而是任何一

种‘民族的特征’都没有具备，在历史发展上不可

能形成一个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因此不应该把它

看作一种民族部族或部落”。

从“水上人”的角度来说，他们对待民族问题

的表现，与对待“解放”的心态类似，显得颇为混

乱、矛盾和无所适从。一方面，经历清末民国以

来社会分工与分化的发展，“水上人”的生计和阶

层分化严重，经济状况和社会活动空间存在很大

差异，他们对自身的族属问题并无一贯和一致的

态度。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水上人”的心态仍然

是他们对地方传统中“水上人／岸上人”的身份

关系的长期体认并“习以为常”的延续，他们很难

用既有的身份感去理解、应对突如其来的“民族”

概念，并对于传统的身份关系如何进入新国家，

进入之后会被如何重新定义，性质会如何发生变

化等问题几乎毫无认知。此外，这种矛盾心态还

表现在：在表达自己的认同时他们所依据的种种

历史记忆，本身就是跨越时空的多重语言的复合

体。所有关于“水上人”来源的说法，基本上都可

归为相互矛盾的两类：一是被“汉人”征服而落难

江海的“土著族”或“非汉族”（如“无诸族”“蒙古

人”）的幸存者；二是部分“汉人”因各种原因而迁

于水上生活，日久而成为“水上人”，其中又有所

谓“王子得姓分封说”“兄弟分家说”及“受迫害避

难说”等。第一类说法中流传最广的是所谓无诸

国朝臣郭、倪二姓在汉人入闽灭国后逃亡江河，

由“郭倪仔”而得名“科题仔”之说，以及与“讨 ”

习俗相配套的“诸娘借送 输金银”之说；第二类

说法也相当流行，又以“岸上人、水上人本属一

家，后来兄弟多了就分家，几个兄弟去陆上，几个

兄弟去水上”的说法最为常见。笔者在田野访谈

中常常听到这两类说法，而且还有把两类说法糅

杂在一起产生的各种版本。诸如此类的说法，不

仅在“水上人”中广为流传，同样也为“岸上人”所

熟知。这类说法的特点是基本上都不属于“祖源

传说”，这与他们普遍没有建立起以祖先崇拜为纽

带的系谱关系有关，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水上

人”并不成其为一个“族裔群体”（descent group，无
论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的事实。同时，这些说

法的构成要素和叙事方式也透露出，除了属于对

生存现状的合理性解释之外，那些颇具“历史”意

味的说法，很可能来自晚清以来地方文人在书写

地方史时所创造出来的“历史知识”以及诸如《闽

都别记》等话本小说在民间传播的结果。

由于“水上人”的“历史”难以与确认一个“民

族”的“历史”画上等号，即所谓“由于历史记载不

全，且蜑民自己向无文化，无从考查，致对他们历

史研究存在困难”，这对于要给他们一个明确的

“民族”身份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换言

之，“水上人”是以某种“无历史”状态进入以“历

史”为核心的“民族”与“国民性”建构中的。为了

填补这种“无历史”的空白，为其寻找和恢复“失

落”的“历史”，并把他们置于与“国家”相连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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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大历史的框架之中，就成为民族识别和历史编

纂者们的重要任务。1954年，与前引陈碧笙的观

点和角度完全不同，同样时任厦门大学历史系教

授的韩振华通过大量文献资料，以考据之法，把

“西瓯（骆裸国）”-“闽越”-“裸蹄（科题、郭倪、曲

蹄）”-“蛋族”联结成一个完整的“蜑民”发展演变

的历史序列；正因为找到了这一“连续”的“历

史”，所以他提出了福建“蜑民”应该是一个少数

民族的主张。有趣的是，这一“一脉相承”的“蛋

族”历史，虽然终因“水上人”没有被国家确认为

“蛋族”而未能成为替代性的“典范化”的历史，但

是，在有关“蜑民”知识的流传普及与地方社会中

“水上人／岸上人”身份之别的表达相交织的过

程中，它一方面成了“族源”传说的诸多版本之

一，或者被当作“闽越遗族”说的注脚；另一方面

又与其他版本叠加错杂在一起，成为被“水上人”

以及民间社会共享的“历史”的一部分。

经过民族识别和确认，闽江下游地区的“水

上人”与遍布于东南沿海及江河的其他“水上居

民”，自 1956 年起正式拥有了汉族的“民族”身

份。然而，这一从“蜑民”到“汉族”的身份转变，

已经多方呈现出地方传统中的身份关系在进入

民族国家的政治议程时所发生的种种矛盾与错

位。在国家的层面上，“民族”身份的赋予是一套

政治合法化的程序及其话语，它一方面强调的是

“民族”作为一种“科学分类”及其与“蛮夷”等“非

我族类”概念的根本区别，并以民族平等、民族团

结等为其政治意涵；另一方面则意在通过把“民

族”的历史与文化纳入国家的历史与文化的时空

序列，从而达到国民性的塑造与国家认同的建

立。对“水上人”来说，他们想象“我们”是基于作

为家户的“船”和作为生活场景的“水”，而非文化

和政治权力。前者使他们难以成为“一个”族裔

群体，后者则导致他们选择与国家（土地）的距离

的方式必须流动，必须以生存条件为首要策略。

事实上，在“民族”这个新到来的“标签”之下，“水

上人”的政治意识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这一变

化，表现在历史记忆的创造与表达上，就是在原

有的“闽越遗民”说、“蒙古族遗裔”说之外，把自

己的来历说成是与汉人本为兄弟，只是因分家后

种田、打鱼“找生活”的方式不同而变成“岸上人”

与“水上人”，或者说“他们的祖先是不堪历代封

建王朝的反动统治，由陆地被逐或避难来水上

的”等诸如此类的说法，逐渐增多起来，而且多在

“水上人”中“比较大姓的群众”中流传。所谓

“比较大姓的群众”，指的是人数较多的江、欧、

翁、林、陈、郑等姓，这些“大姓”的大部分都分布

在闽江南港地区，他们大多因原来“寄栖”某港

（村社）并佃耕洲田而在土改中分得了土地，开始

了定居化的生活，并在洲田上逐渐形成了新的村

落。同时，许多上岸的“水上人”开始尽量习惯于

穿鞋，刻意挺直身板走路，有些妇女开始留“齐

眉”，努力从身体上“变得更像汉族”，悄然发生着

民族主义“具身化”（embodiment）的变化。这类说

法和行为之所以会在这些“大姓”中流传开来，自

然是与政府的宣导、教育有关，在这种或许可以

称之为“民族意识”的“启蒙”运动中，“水上人”逐

渐习得了一套“民族平等”“阶级压迫”以及“翻身

解放”的话语，并把它揉进了历史记忆的重构和

身体的塑造之中。

六、结语：从“身份社会”到“民族国家”

总体上说，清末民初以来的中国历史，基本

上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如何把“边陲”明确为“边

界”，如何在包含多元文化和权力格局的“边缘”

建立起单一的政治权威，如何使边缘人群从流动

性身份感到国民新定义中建构其国家认同的过

程。传统时代中国东南沿海的“水上人”在生态、

政治、文化上都体现出具有高度流动性的“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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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特征，这种“边缘性”不单限于“水上人”这

个社会行动者的人群类别或范畴，而且还深刻影

响到整个东南沿海地区地方传统多方面的社会

文化面貌。闽江下游地区的“水上人”自清末以

来经历的民国和新中国自上而下的宏大制度变

革，反映了现代民族国家把“边缘”及其“流动性”

固化成“边界”并在其内塑造一体化社会意识及

其“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的进程。不

过，通过“水上人”的视角，对这一进程如何在“地

方”和“日常”的层面展开，如何“嵌入”到底层和

边缘人群的情感、观念以及行为方式，都必须置

于具体历史情境之中不同行动者表达其主体性

的包含着秩序-冲突、身份-阶序、资源-权力等多

重关系和边界的“场”之中才能加以理解。

对于东南地区的历史变迁而言，“水上人”之

所以值得重视，除了“水上人”不断“上岸”与不断

有人“成为水上人”是东南沿海地方社会变迁及

其“地方性”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历史脉络之

外，更重要的是“水上人”的“上岸”，其意义不仅

仅在于“水上人”转变为“岸上人”，而且还在于

“上岸”意味着成为国家以人口和土地为依据的

户籍登记制度中的人，因而是国家一体化进程的

典型象征。事实上，“水上人”自唐宋时期即已开

始成为编户的一种（“蜑户”），因此他们并不缺乏

“进入”国家的历史经验。从以土地赋税为核心的

王朝国家以及以陆上生活方式为标志的地方社会

的角度，围绕“渔课”与身份之别（科举、法律地位

等）作为人群分类的界线所展开的历史，很容易

把学者的目光吸引到地方社会如何“挪用”制度

的语言来创造、改变“适用”的文化和身份标签的

历史上来。不过，我们仍然不能仅仅据此而把

“蜑民”或“水上人”看作一个文化的标签而已；揭

示地方如何成为国家的一部分，以礼仪实践为表

征的文化“正统化”也许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

由于“水上／岸上”的边界作为一种策略总

是被刻意强调，而且总是诉诸“非我族类”的或者

国家的和制度的语言，这一点往往会让研究者过

于强调“水上世界”与“陆上社会”的二元区分，以

及这种区分作为一个社会文化事实及其形成和

演变的历史，而忽略了水陆一体才是一个地方社

会真正的整体。民族国家要面对的，恰恰就是这

种地方的整体，以及一种以“地方感”为核心的

“总体呈献”（total presentation）。从这个角度

看，“地方性”正是这种“总体呈献”的形式，亦即

地方社会中不同的人群基于共同“地方感”对生

活场景中共有秩序的体认和表达；而所谓“族群

性”，与其说是宣称文化差异的策略和结果，不如

说是一种对共有的秩序结构中的不同身份-权力

关系以及自身在其中所处相对位置的集体认知

模式。除了在经济上的紧密连接和相互依赖，

“水上人”承担了“岸上人”的一切“非正常”的、

“他者”的、“危险”的和“污染”的想象，水上世界

实际上也成为以土地、户籍和赋役为标志的地方

社会在与国家的互动中种种地域性、他异性和

“去中心性”产生的温床，以及挤压、分化、反叛、

逃离等社会张力排解的去处，其中同时包含着

“不被统治”与“被统治”这两种力的作用以及游

离于两者之间产生的“边缘空间”（borderland）。

对于“水上人”来说，“岸上人”既是一种“文化的

镜像”，也是依附或逃离的对象。塑造“水上人”

的主要动力和机制，是他们与各种“岸上人”之间

在构成地方社会整体的过程中所展开的关系，即

华德英（Barbara E. Ward）提出的“水上人”的自觉

意识模型中“近身模型”与“观察者模型”之间的

关系，而不是与“理想观念模型”之间的关系。

概言之，“水上人”与“岸上人”在地方社会的结构

中是共享一种“文化亲密性”（cultural intimacy）

的，而这种“文化亲密性”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抵

消了民族国家意欲建立“超地方”权力体系以及

公民的客观属性及其社会意识来重新定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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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关系的意图。

总之，本文透过 20世纪 50年代前后闽江下

游地区“水上人”进入现代国家的视角，力图管窥

中国的民族国家作为制度和象征在“边缘”和“地

方”的建立过程的某些侧面，并尝试分析其复杂

性的内在原因。国家以重建文化本质主义及其

历史叙事为策略，并以之为制度一体化和新国家

认同的前提，而“水上人”恰恰是作为文化本质主

义的“失落者”“逃离者”或“置身于外者”而存在和

流动的。若以在边缘地带和边缘人群中完全建立

起政治秩序和公民身份作为民族国家完成“国族

想象”的基础，这一根本矛盾必然使革命和国家

建设（state-building）并非迅速打破地方性的壁

垒，而是触发一系列结构性反应并进入持续的再

结构过程。然而，以特定的“身份感觉”共享一种

由“主观间性”（intersubjectivity）所塑造的，容纳了

相互差异和对立的“日常生活的意义结构”，则

是始终贯穿于从传统时代到现代民族国家时代

的大变革中的一个地方的、基本的、相对隐性的

历史脉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主张从“身

份社会”到“民族国家”是定位传统社会及其现代

转型过程的重要视角之一。认识到这一点，将有

助于我们对这一转型的复杂性、歧义性、地方性

和日常性做更全面深入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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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c of China in the 1950s，”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Vol. 5，Iss. 3（2008），pp. 269-288.
［清］里人何求：《闽都别记》中册，第二五○回“龙潭

壑五怪称五帝，吴家庄二妖图二男”至第二五七回“万

寿桥竣罗星塔建，下郑神降大岭路开”，福州：福建人民

出版社1987年版，第637—674页。

民国陈贞瑞曾对五帝的各种神格作过考证，计有“五

行说”“五方说”“五色说”“五岳说”，以及“五德说”等，

并认为其形为何，完全取决于不同的附会，如五怪之形

是由附会于“鳞、毛、羽、介类”而来。参见陈贞瑞：《“五

帝考”发轫》，载《民俗周刊》第 12、13期，国立中山大学

民俗学会福州分会，1928年。五帝之祀历朝均在“毁淫

祠”之列，且为“特其尤甚者”（乾隆《福州府志》卷24［风

俗］），清人郑思铨对此进行了辩驳，并对五帝乃“五方

正气”而非“淫祠”作了详细的考论。参见［清］郑思铨：

《龙津庵傩庙五帝碑》，载郑思铨：《藤山志稿》。《闽都别

记》中的五帝虽为水中五怪，但也借由柳七娘之口，道

出了五怪乃“五方精气”所化的原委，并以“此五个孽虫

既有法术能变化，若行正道，还怕不登为正神！”的口吻

对之作了折中与调和，因而是一种民间口传与地方文

人说辞相结合的产物。参见［清］里人何求：《闽都别

记》中册，第二五六回“头陀借宝学棍征怪，七娘请奶降

神收妖”，第 664—669页。更全面的资料，参见宋怡明

（Michael Szonyi）（编）：《明清福建五帝信仰研究资料汇

编》，香港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出版社2006年版。

蔡耀煌：《福州人迷信“五帝”的活动》，载福建省政协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 2卷（社会民

情编·新中国成立前史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231—236页。

爱弥儿·涂尔干（Emile Durkheim）：《宗教生活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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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32—464页。

［清］里人何求：《闽都别记》上册，第七一回“人幻荆

棘惩好色子，鬼穿人皮变曲蹄婆”，第七二回“树精毁焚

伤贪花肾，高奶除妖识乞丐仙”，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377—383页。

实际上，20世纪 50年代“水怪”谣言在全国大范围爆

发，相关情况及其分析参见李若建：《社会变迁的折射

——20世纪 50年代“毛人水怪”谣言初探》，载《社会学

研究》2005 年第 5 期；李若建：《谣言的建构：“毛人水

怪”谣言再分析》，载《开放时代》2010年第 3期。但是，

福州“水怪”谣言的内容与李若建描述的情况有很大

不同。

Steve Smith，“Talking Toads and Chinless Ghosts：The
Politics of‘Superstitious’Rumors in the People’s Repub⁃
lic of China，1961-1965，”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

view，Vol. 111，No. 2（2006），pp. 405-427.
《福州郊区土地改革具体实施方案（草案）》（1951
年），福州市档案馆藏，市档全宗27-1-92。
《福州市郊土地改革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办法》

（1951年），福州市档案馆藏，市档全宗 27-1-92。在福

州市区内，政府也在洲田、蚬埕的租用上对已划归水上

区的“水上人”有所倾斜，如规定：“目前可经营尚无人

经营之洲田、沙地、蚬埕，或今后新形成的土地，为照顾

水上区居民生产起见，一般应由市财政局会同水上区

人民政府适当租给该区居民使用。”参见《关于本市辖

区内闽江干支流洲田沙地等规定》（1954年12月），福州

市档案馆藏，市档全宗34-1-31。
黄向春：《地方社会的族群话语与仪式传统：以闽江

下游地区“水部尚书”信仰为中心的分析》，载《历史人

类学学刊》2005年第3卷，第115—154页。

《闽江下游洲田与蚬埕调查》，载华东军政委员会土

地改革委员会（编）：《福建省农村调查》，1952 年，第

136—144页。

林耀华著《义序的宗族研究》收录有一份1931年黄氏

族内有关“公司洲”股份分配的合约字据，对民国时期

宗族组织与洲田（含蚬埕）的占有、经营之间的关系有

较全面的反映，可作参考。参见林耀华：《义序的宗族

研究》，附录四“合约字据”，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2000年版，第209—212页。

所谓“飞洲”，指的是被地主占有，但远离其村庄甚至

在空间上属于其他乡镇辖区的洲地，多为闽江不断冲

积而成陆者，或跨乡镇购置而来，其地主多为闽江两岸

的世家大族。参见《闽江下游洲田与蚬埕调查》，载华

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编）：《福建省农村调

查》，第136—144页。

郑振满：《明清福建封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长

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57—271页。

《闽江下游洲田与蚬埕调查》，载华东军政委员会土

地改革委员会（编）：《福建省农村调查》，第 136—
144页。

中共福州市郊区工作委员会：《关于三兴洲（即民生

洲）问题之报告》（1952），福州市档案馆藏，市档全宗

27-1-53。
光绪《侯官乡土志》卷五，《版籍略·人类·蜑族》，福

州：海风出版社 2001 年版；［清］朱景星（修）、郑祖庚

（纂），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点校）：光绪《闽县乡

土志》，《版籍略一·人类》，福州：海风出版社2001年版。

陈序经：《疍民的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

第1—44页。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载梁启超：《国史

研究六篇》，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1年版。

1955年，一个由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历史学等领

域学者组成的小组被派往广东，进行对（同“蜑”）民、畲

民的识别调查，调查所得的基本结论是：“疍”是中国古

代少数民族的名称，属“南蛮”之一种；由于历时久远，

疍民深受汉族影响，汉化程度既久且深，多已不知其祖

居原籍、迁居水上的年代，籍贯、姓氏、语言皆从当地汉

族；内部亦无统一语言，内在联系少，而与当地汉族过

往密切。据此可认定疍民原为少数民族，但已“自然同

化”于汉族，“民族特征”逐渐消失，民族“自我意识”淡

薄，没有明显要求承认自己的民族成份，族属认定反映

不强烈，因此不存在把他们从汉族中分出成为单独一

族的必要。参见宋蜀华、满都尔图（主编）：《中国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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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的世界” 身份、秩序与国家

学五十年：1949—1999》，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

第95—96页。

如何给“水上人”一个正式的政治身份，以使之更好

地纳入民主建政过程，从一开始就是福州地方政府面

对的一个棘手问题：若以“少数民族”视之，既无可靠的

历史依据，又可能会触犯“大汉族主义”的禁忌；若以

“汉族”视之，又难以有针对性地通过制订具体政策对

其加以照顾，也无法体现“共同纲领”中“民族平等、团

结、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这个矛盾始终

给施政工作的定位造成很大困扰。参见福州市水上区

人民政府：《福州市水上区民主政权建设工作情况报

告》（1953年10月）。

“ ”是一种米 ，在各种仪式活动中常用作贡品。

福州市人民政府：《福州市水上蜑民情况调查报告》

（1953年），福州市档案馆藏，市档全宗34-1-17。
《关于福州水上居民的名称、来源、特征以及是否少

数民族等问题的讨论》（1954年），福州市档案馆藏，省

档全宗138-1-1145。此份报告由时任厦门大学历史学

教授的陈碧笙提交福州市人民政府民政局，以作民族

识别工作之参考，后经部分修改、删节，发表于《厦门大

学学报（文史版）》1954年第1期，第115—126页。

相关讨论，参见黄向春：《地方史、地方文人与地方性

知识的互动：以〈闽都别记〉为例》，载《广西民族大学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 4期，第 38—44页；黄

向春：《“诸娘”与“唐部”：闽江下游民俗生活中的族群

关系与历史记忆》，载《民俗研究》2006 年第 3 期，第

41—56页。

福州市人民政府：《福州市水上蜑民情况调查报告》

（1953年）。

韩振华：《试释福建水上蛋民（白水郎）的历史来源》，

载《厦门大学学报（文史版）》1954 年第 5 期，第 149—
172页。

福州市民政局：《福州市人民政府民政局关于水上区

居民基本情况的调查报告》（1952年7月）。

David Faure and Helen F. Siu（eds.），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刘志伟：《地域社会与文化的结构过程

——珠江三角洲研究的历史学与人类学的对话》，载

《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法］涂尔干：《社会分工论》，渠东译，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

对“标准化”与“正统化”问题的讨论，参见《近代中

国》（Modern China）第 33卷第 1期（2007年）中的一组

文章（第 3—158 页），以及科大卫、刘志伟的回应（《“标

准化”还是“正统化”？——从民间信仰与礼仪看中国

文化的大一统》，载《历史人类学学刊》第 6卷第 1、2期

合刊［2008年］，第1—21页）。

［法］马歇尔·莫斯：《礼物》，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

在福州，各种地方谚语中有关“曲蹄”的不洁、堕落、

低贱等“偏见”，实际上都是在“水上人”与“岸上人”长

期在日常生活的密切互动和有关身份秩序的社会习俗

中持续的。同时，“水上人”扮演着一种“被期许”的外

在形象和社会角色，最典型的莫过于卖身（船妓）和乞

讨。除了市场交易和码头工作，乞讨是福州“水上人”

极少数由登岸活动形成的地方习俗之一，她们以家庭

为单位，于正月间登岸，以挨家挨户唱小曲贺年的方式

换取斋粿（一种当地米制糕点，也是祭祀时摆供桌的一

种常见供品），俗称“讨斋”，双方以“命贱者”嘴里说出

或唱出的吉语小调，与“富贵者”施舍能够带来喜庆和

福气的斋粿，完成一种约定俗成、各取所需的礼仪性

交换。

James C. Scott，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An An⁃

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New Haven，
CT：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Michael Szonyi，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

al Chin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7.
Barbara E. Ward，Through Other Eyes：Essays in Un⁃

derstanding ‘Conscious Models’—Mostly in Hong

Kong，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5，pp. 41-60.
Michael Herzfeld，Cultural Intimacy：Social Poetics in

the Nation-State，New York：Routledge，2005。在清末

流行于福州地区的话本小说《闽都别记》中，可以看到

对这种“文化亲密性”的生动表达。参见黄向春：《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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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方文人与地方性知识的互动：以〈闽都别记〉为

例》。

Prasenjit Duara，“Foreword Sovereignty and Citizenship
in a Decentered China，”in Susan D. Blum and Lionel M.
Jensen（eds.），China off Center：Mapping the Margins

of the Middle Kingdom，pp. xiii-xvi，Honolulu：Universi⁃
ty of Hawai‘i Press，2002.

［日］岸本美绪：《明清时代的身份感觉》（『明清时代

の身分感觉』），载森正夫等（编）：《明清时代史的基本

问题》（『明清时代史の基本问题』），东京：汲古书院

1997年版，第403—4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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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round the 1950s，there was a political process driven by the identity issue of the“boat people”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Minjiang River. With this process as the background，we look at how the state-building of

new China unfolded at the local and daily levels and got“entrenched”in the emotions，conceptions and modes

of action of the disadvantaged and marginalized groups of people. In light of this，we discuss the interaction be-

tween locality，ethnicity and state-building and highlight its characteristics. During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new state i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Minjiang River centered on Fuzhou，the boat people were redefined in

terms of modern political categories such as“citizen”，“class”and“nationality”. Being involved in the recon-

struction of local social，they demonstrated themselves as social actors with remarkable subjectivity. Their recog-

nition of their own living conditions and their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of their localized“identity-order”struc-

ture in the great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reflect the collision，interaction and compromise between the new in-

stitutionalization process and the inherent sense of order and mobility of traditional local society. All this reve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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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rural society which the livelihood and business model of ordinary villagers are relatively stable，where the

daily life was still operated to a large extent on the traditional experience. So the "old books" which carried the

traditional knowledge are preserved in the political movements. the main informants in this paper were all born

after 1949. As educated youth home，they chose to become barefoot doctors because of their livelihood and 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 medical policies，and learned the traditional knowledge of rural society in contact with

medical books and other“old books”. In the post-collectivization period，they became experts in rituals invari-

ably for the dual influence of economic factors and the logic of rural daily life，to meet the spiritual needs and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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