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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田野与参政议政

■陈毅萍

　　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
郑振满是无党派人士，省政协委
员。他从事史学研究30年，先后
出版《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
变迁》、《民间信仰与社会空
间》、《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
中的闽台传统社会》，与丁荷生
（Kenneth  Dean）合作编纂多卷
本《福建宗教碑铭汇编》和英文
版《莆田平原的仪式联盟》。主
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
攻关项目“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
传承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清代闽台社会形态与地方行政
比较研究”、“明清时代的乡
族、乡绅与官僚政治”等课题,
曾获多项教育部、福建省教学成
果奖和研究成果奖，在教学、科
研、对外学术交流等领域成效显
著，影响广泛。

　　问：您的研究横跨经济史、
文化史、社会史、政治史等领
域，能否谈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改变？
　　郑：我的学术生涯从研究生
开始。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做经
济史研究，80年代末期（博士阶
段）做社会史研究，90年代初从
事文化史研究，90年代后期开始
做政治史研究。研究领域横跨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
确实让人眼花缭乱。这个问题也
被许多人追问过。我想主要是因
为我们这一代的学者都在追求
“整体史”，这就需要关注同一
历史过程的各个不同领域。更重
要的是，以前的历史学家只研究
精英人物，现在要研究整个社
会 ， 要 特 别 关 注 民 间 的 “ 话
语”，这在历史学界已经成为共
识。当然，民间社会也不是孤立
存在的，还应该“打通”民间和
政府、民间和精英之间的联系，

这就是我后来转向文化史和政治
史研究的原因。

　　问：您的历史研究主要落在
民间文献的研究上，1990年以
来，发表了不少民间信仰的研究
成果。能否重点介绍这方面的情
况？
　　郑：历史研究需要原始资
料。我将视野放在“族谱”等民
间历史文献上。读民间历史文献
的难度，既在于寻找资料，更在
于“读懂文献”。

——福建省政协委员、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郑振满访谈录

郑振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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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化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由
“熟人社会”进入“陌生人社
会。”而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
早期海外移民，其实早在明朝就
已经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在南
洋的华人社会其实就是由一拨一
拨的移民在一个“陌生人的社
会”里建立起来的。研究福建移
民宗族的族谱，就是对这段“现
代化”的历史进行梳理和考察，
尽可能地还原这段历史的本来面
貌。
　　我在研究家族的时候，开始
考虑仪式传统对社会组织的影
响。在分家以后，为什么会形成
宗族组织？我认为关键在于拜祖
先，这是宗族区别于其他社会组
织的基本特征。这个阶段的研
究，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
是道教史和地方神崇拜，另一方
面是宗教仪式和地方组织的关
系。
　　我做道教史的研究，是跟丁
荷生学的。丁荷生是道教史的专
家，主要研究闽台道教和民间信
仰。我经常和他一起跑田野，到
各地看仪式，收集文献资料。我
们合作的第一篇文章，是在台湾
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发
表的《闽台道教与民间诸神崇
拜》，主要是对《道藏》和福建
道教文献的比较研究。后来，我
和丁荷生还合作写了一些民间宗
教仪式的调查报告，主要是用英
文发表的。
　　我自己独立做的民间信仰研
究，最初是关于闽南地方神“保
生大帝”的研究。保生大帝是宋
代的地方神，在《宋会要辑稿》
中有他被赐封的资料，但他的封
号是“真人”，根本就没有“保

生大帝”的封号。我们后来在泉
州郊区的一个庙里发现了两块碑
文，其中一块是万历年间的，记
载当地的乩童通过扶乩降神，得
知保生大帝的来历；另一块是顺
治年间的碑文，介绍了降乩的神
明和保生大帝的关系。何乔远编
《闽书》的时候，收录了保生大
帝的故事，后人在编纂地方志和
道教文献的时候，也都采用了这
个故事。我通过梳理保生大帝的
来龙去脉，讨论了国家、道士、
士大夫、乩童如何共同建构民间
信仰的历史过程。

　　问：丁荷生教授是美国人，
加拿大吉尔大学教授，你们是怎
么成为合作伙伴的？都有哪些主
要成果？
　　郑：丁荷生教授虽然是美国
人，但他早年在台湾、香港读
书，又在复旦大学留学，通汉
语、汉学，这是我们合作的前提
条件。他还去法国深造，对道教
和民间信仰感兴趣。这是我们合
作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我们刚认
识的时候，都只有30来岁，精力
很充沛。我们最喜欢做的事，就
是一起骑摩托车跑田野。我们在
一起的时间，几乎每年都有半年
以上，可以很充分地交流思想，
讨论问题。不过，我们很少一起
写文章，基本上是各自做自己的
研究。我们比较长期的合作项
目，主要是编纂《福建宗教碑铭
汇编》，还有就是最近出版的
《莆田平原的仪式联盟》。这两
个项目都是胡子工程，前后历时
近20年，这就维持了我们长期的
合作关系。

　　问：作为历史学家，您认为
田野调查的意义是什么？
　　郑：对于历史学者来说，我
认为田野调查可以有很多不同的
意义，但首先是开发新的史料来
源。我们虽然已经有很多历史文
献资料，有二十五史，有四库全
书，有各种文集、笔记等等，但
这些都是反映王朝和精英的历
史，我们很难从中了解民间的历
史。所以，我们必须走出图书
馆，到各地去收集民间历史资
料，了解老百姓的历史。在田野
调查中，不仅可以找到各种民间
文献，还可以收集口述资料和实
物资料，这些资料在图书馆里都
是看不到的，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更全面、更丰富的历史过程。
　　历史学家的田野调查，更重
要的是为了转变史学观念。我们
从历史文献中研究历史过程，有
时难免会被误导，因为文献是主
观的、片面的，有时甚至是虚假
的。要对历史文献有正确的理
解，需要回到具体的历史环境
中，思考文献如何反映历史事
实。在田野调查中，我们的首要
任务是重建历史现场，尽可能了
解文献所处的历史情景。其次，
我们要学会从所在地的观点解读
历史文献，理解文献对当地人的
意义，而不是自以为是，望文生
义。最后，我们要学会在现实生
活中发现“活的历史”，找到历
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在历史发展
过程中，究竟哪些人、哪些事、
哪些思想观念、哪些社会制度是
最重要的？哪些因素最终决定了
历史进程？我认为，关键要看这
些历史因素是否深入民间的日常
生活，是否对今天的现实生活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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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深刻的影响。对于历史学家来
说，田野调查的认识论意义，就
是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架起桥梁，
启迪我们的学术思维。

　　问：作为无党派人士，您担
任省政协委员十年，能否谈谈参
政议政方面的情况？
　　郑：我已经担任两届省政协
委员，上一届参加无党派界别，
这一届是社会科学界别。这两个
界别的委员主要来自学术界，代
表性很广泛，思想很活跃，对我
来说是很好的学习机会，也是很
好的参政议政平台。10年来，每
一年的省“两会”我从来没有缺

席，还参加很多厦门市和厦门大
学组织的政协委员视察活动，深
入了解社情民意。我在省政协会
议的建言，主要是结合自己的专
业知识和研究领域，提出在社会
文化领域应该重视的当务之急。
在第一次参加省政协会议的时
候，我就提出了关于建立“福建
省历史人文地理信息系统”的提
案，我的建议被纳入了“数字福
建”的建设计划。这些年，我先
后对我省的历史名镇名村研究与
保护、民间历史文献收集与整
理、开展乡土文化资源普查、加
强民间信仰场所管理、加强对台
学术文化交流等工作提出了建

议，都得到了政府有关部门的积
极回应。在去年“两会”期间，
我提出了“研究台湾必须了解媒
体政治”的意见，得到省领导的
重视，当时于广洲副书记专门作
了批示。今年“两会”期间，我
提出“弘扬福建精神应注重研究
海外福建人”、“加强两岸文化
交流，解决台湾去中国化问题”
等建议，后来省、厦门市有关部
门都找我进一步征求意见。我认
为，作为政协委员就要发挥民主
权利，积极参政议政，建言献
策，努力履行职责，促进社会进
步和文化繁荣。

唤回美丽家园记忆
■林志雄

　　2011年7月，首都北京。国
家博物馆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0周年，举办《盛世天工——中
国木雕精品展》。来自“中国木
雕名城”莆田的沉香木雕作品
《家园》，从全国各地选送的上
千件参展作品中脱颖而出，一举
夺得金奖，并被国家博物馆永久
性收藏。此前，该项作品已获得
中国工艺美术最高奖项“百花
奖”金奖。这件作品的作者就是
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省工艺美
术协会副会长、莆田市城厢区政
协常委郑春辉。
　　莆田木雕作品在全国性的大

展、大赛中折桂夺冠，早已是司
空见惯，郑春辉本人近10年来就
获得各类全国性金奖32项。不
过，能够成为国家博物馆永久性
收藏品，却是绝无仅有、殊为难
得。福建木雕，与苏州木雕、东

阳木雕和潮州木雕并称中国木雕
四大流派，这次能够同时入选馆
藏的，也仅有福州市的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林学善的龙眼木雕《创
业艰难百战多》。
　　作为莆田市政府评定的“莆

《家园》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
盛世天工——中国木雕艺术展  金奖
2011年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莆田） 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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