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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研究★

盐井纳西族的信仰变迁：社区认同的符号建构

吴成立

【摘要】生活在西藏昌都地区芒康县盐井纳西民族乡的纳西族世代以盐业为生。在漫长的历史
发展过程中，盐井纳西族文化几乎完全融入了当地的藏族文化中。但是纳西族内心中对自身东巴
教信仰的坚持，使得下盐井村虽然在天主教和藏传佛教的包围中仍然保持着社区的认同。盐井纳
西族宗教信仰的变迁成了本民族在建构社区认同中的一种鲜明的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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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出现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杜尔千
（Ｅ．Ｄｕｒｋｈｅｉｍ）认为，“宗教是一个与圣物、也就是被分开、有禁忌的事物有关的信仰和时间的统一
体系，这些信仰和实践把所有的皈依者联合在一个被叫做教会的道德团体中。”…宗教能够以某种特
殊的象征系统对它所属的社会体系发生作用。宗教中包含着一整套的信仰体系和实践活动，通过设计
自身系列内在的程序，来解读世界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中所包括的规律，并将其感化和形象化为一套特
殊的思维和行为体系，从而建立起一种普遍、有力、持久的情感和文化控制机制。因此，社区成员的
宗教信仰变迁，可以反映社区认同的构建过程。笔者结合在西藏盐井纳西民族乡的田野调查材料，探
讨这一问题。

１９８６年４月，经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正式成立芒康县纳西民族乡，全乡共有纳西族１０８６

人。１９９０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吕都地区有纳西族１２０１人。２０００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有纳西族
１１６９人。怛’盐井乡的纳西人几乎全部居住在下盐井村（即纳西村），笔者调查时，纳西族共１１９２人，
２４１户。在现今的盐井乡，纳西族、藏族、汉族、傈僳族等民族和睦相处，藏传佛教、天主教和东巴
教的和平共生，茶马古道上的盐井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汇集、和谐共存发展的福地。
历史上，纳西族聚居在我国横断山脉的金沙江、澜沧江、雅砻江流域，以古老的东巴教闻名于
世。据纳西族学者的研究，盐井地区产盐的历史下限是明代正德七年（１５１２年），第五代木氏土司木
青得到了明王朝的大力扶持，率领部队沿“茶马古道”向金沙江以北扩充；后来开发三江流域时，
就将纳西的制盐技术带到这里，开发这里的卤水资源；木氏土司当年还在此设置了盐官，过去在此地
曾有盐官的遗址。因为盐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于是此地便成为各方势力和兵家必争
之地。
作者简介：吴成立（１９７０一）男，湖南常德人，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硕士研究生。（广东广州，邮编：５１０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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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为争夺盐而引起的战争屡屡发生。交换和运输使这里成为南北货物交流的
必经之地，人们在这里盖了房，开了荒、耕了田，而盐井也就随之发展起来。明末清初，以云南木氏
土司为中心的纳西族势力大衰，这里被势力逐渐强大的藏族收管。而在此生存的纳西族也渐渐在语
言、服饰、民居、习俗、信仰等方面被周围强大的藏族文化所涵化。随着时光的流逝，生活在这里的
人们虽然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但仍然认同自己是纳西族，而传统古老的盐田也就成为他们维系世代繁
衍生息的依靠。

笔者在盐井调查时，数次访问了地道的纳西族下关老人，他现年已７６岁，穿一身藏装，但还能
讲流利的纳西语。他的身体十分健朗，除了思路清晰、博闻强记，还有令人折服的健康体魄和良好的
生活心态。第一次见他是２００８年２月１３日（正月初七）下午两点多，当时他正在与许多；ｂ－Ｊ＂民绕圈跳
弦子舞。他一边跳一边有声有色地拉着“冬不拉”，除了整个舞蹈舞间休息那么几分钟，他从未间
段，在我托人拉他出舞场访谈时，他已是汗湿双鬓红光满面，整整活动了两个半小时，他对舞场仍恋
恋不舍。第二次见他是在２００８年２月１９日（正月十三）上午九点（这里天亮时已是七点半），他已
经绕盐井的佛塔转了一百圈，然后在满头大汗的挥斧劈柴了。他曾在“茶马古道”上持枪带马帮闯
荡江湖，在盐井地区可谓无人不知；他曾拥有盐井地区最大的楼屋（３６柱房），号称当地首富；他虽
与人为善又无多少地产（尤其是没盐田），在政治斗争的年代却被划为“领主”，让他一夜间成为穷
光蛋；他曾遭难于“文革”，家破人亡、前妻也跳江自尽；他先后共育有六个儿女，如今正是儿孙满
堂享天伦之乐。他的前妻留有两儿两女，大女儿玉珍嫁给了一个纳西人，－＂７ｋＪｇ！ｉｌｔｌ嫁给了同村的一个
藏人，三儿子已在云南作了上门女婿，四儿子也在云南安家。他１９７２年再娶，育有一儿一女，儿子
结婚已为他添了两个十分顽皮的小孙子，最小的幺女已２４岁，是盐井小学的老师。他和老伴与ｄ、Ｊｉ，
子、女儿及两孙子为家生活，尽享天年。他的六个儿女在填表时都填自己是纳西族。
过去有调查者说盐井几乎完全没有纳西东巴教礼仪习俗，但据下关老人介绍，村里至今还保留着
祭天仪式，时间是每年农历的正月初五和初八。有祭天群，分为“哈迪、哈绿、哈汝”（“哈”意为
群，“迪、绿、汝”分别意为大、中、／ｂ）三个祭天群，下关老人属于哈绿群。每个群体有祭天场，
属于哈绿的有３６户，每６户为一个小群体，因此每年祭天时共用６头猪。初五那天有３户祭，初八
那天有３户。村里还有三个东巴，下关是其中一个（但他不是世传东巴，而是自小耳濡目染无师自
通的）。他们已经没有经书，只能念口诵经。东巴有时也到黄教（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寺庙祭拜。
在正月初五祭天日，纳西成年男子都汇集于“纳西许继古”（意为纳西族烧香的地方），相互间
只能用本族语言交流，严禁外族和妇女参与，否则会触怒上天。“许继古”位于一座小山头，视野开
阔，有一座用石头垒成的碉堡遗址，显然是过去木氏土司的纳西族军队留下来的。在仪式中，人们点
燃柏树枝，用烟熏遗址，祭祀时要杀三头猪。所用的猪轮流由三户村民提供。剖开猪后，由深谙传统
文化的老人（一般为东巴）观察猪的肩锁骨，预测来年的收成、灾病等情况。祭台中央插有柏树与
栗树各一枝，代表天神“米劳阿普”和天女“衬红达主”。正规的祭天要由东巴念经，即叙述天地和
万物起源的《崇般图》，盐井地区当然已无人能念诵。
到正月初八，同一群体的各户家长到提供猪的主人家相聚，主人请来德高望重的老人（一般为
东巴）主持请神降魔仪式，仪式中还需杀猪三头。主持人为大家唱祈求丰衣足食、人力兴旺的经文。
解放前藏族头人曾禁止当地人信仰东巴教；在“文革”期间，东巴经文、法器被锁毁，禁止东巴教
仪式，造成了东巴文化的失传；然而，在纳西人的生产生活中依然留有万物有灵的东巴教特征。如
今，村里的老人认为应该把祭天的习俗保持下去，并提倡说纳西话。下盐井村的纳西人至今仍然在祭
祀纳西族全民信仰的民族保护神“三多”。
东巴教是盛行于云南丽江纳西人中的古老宗教，因主持该宗教活动的祭司称为“东巴”，故名。
东巴教信仰多神出鬼没，崇拜天地、山水等自然神，是结合西藏古代苯波教与纳西人原始信仰发展而
成的。盐井纳西族现在多数信仰藏传佛教，对带有巫术色彩的自然崇拜意识已淡化。保留比较完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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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仪式，是每年新春的“祭天”活动。纳西族称祭天为“美比”，是传统的重大祭祀活动之一。祭
天仪式对维系纳西族的心理和文化有着重要作用。纳西人自称是天的子民，祭天是纳西文化的核心
之一。
盐井纳西族与藏族的民族关系十分融洽。在生产中，两个民族都有盐工，都从事牧业农业生产；
在新兴的商业、运输业中，携手合作；在语言上纳西族通晓纳、藏两种语言，当地藏民多数老人掌握
纳西语。在盐井纳西族方言中掺有近三分之一的藏语，近三分之二的词与丽江的纳西族语言相通。两
个民族间婚姻自由，族外婚在当地很正常，由两个民族组合成的家庭比比皆是，双方对彼此的信仰和
民俗传统给予充分的尊重。平时做佛事祈祷，纳西成员会虔诚地参与；对纳西祭天仪式，藏族家庭成
员都会全力支持。

在整个西藏，只有盐井有一个天主教堂。１９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不少传教士竭力试图在西藏
传播天主教，结果大多以失败告终，盐井却是个例外。当地藏民既有信仰天主教的，也有信仰藏传佛
教的。历史上，这两种宗教在这里曾经发生过激烈的冲突。如今，两者早就握手畜欢，和谐共存，佛
陀与基督的智慧和慈悲的光环在这个横断山脉澜沧江河谷小镇里融为一体，教化人心，造福世人，成
为西藏一个独特的文化亮点。
公元１８５４年，法国传教士丁耶神父从缅甸进入盐井来传教。当时，除了现在的下盐井地方有较
密的人居住外，上盐井一带只有十几户人家，其他地方为荒地。丁耶看准了这块地方后，就向当时的
噶夏政府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要求。他请求西藏噶夏政府卖给他一张牛皮样大小的地和一股牛角般大小
·的水。噶夏政府听到这个洋人近似玩笑式的请求后，就一口答应了，结果丁耶把一张牛皮剪成尽量细
的皮条把整个上盐井岸坡围起来，变成了其私人的土地，并且从角龙扎古西狭谷引来一股牛角般大小
的水。之后，他出资让那些漂泊不定的游民和乞丐定居下来，并帮助他们修建房屋，给他们佃种土
地，解决了他们生活困难。就这样，这里的住户发展到二十多户。过了两年即１８５６年后，丁耶在这
里创建了一座天主教堂。他开始传教时，需要带翻译，后来他很快就掌握了藏语，可以直接讲经布道
了。自丁耶神父开创天主教以后，直至１９５９年前到盐井曾先后来过十七名神父。他们是法国、德国、

瑞士等国家的传教士，他们为了把天主教扎根于西藏，一生都在西藏进行传教活动，好几个神父还长
眠在盐井天主教徒的墓地里，其中就有被岗达寺僧人杀害的杜仲贤神父。这件惨案，发生于１９４９年
前夕，是盐井历史上最大，也是最后一次佛教与天主教的冲突。
上盐井村２００７年夏天时佛教徒与天主教徒人数大约各占一半，由于上盐井是一个只有７００余人
的村子，一些因素可能会影响两教信徒的人数变化。比如１９８０年代天主教、藏传佛教恢复期，很多
长期没有公开宗教身份的村民重新加人到其中一个宗教的信徒阵营里，使信徒数发生了急剧的改变；
前些年鲁仁第神父刚学成回到村里的时候，经常帮助穷人，给钱给物，救人于危难之中，就有部分佛
教徒改信天主教。据阿珍老人讲，因被鲁神父的善行所打动，本世纪初象她一样先后有两百多村民由
佛教徒改信天主教，去教堂接受神父的洗礼，并改换了姓名，她的教名为斯丽阿。近几年因神父娶妻
生子（他现育有两个儿子）及自私自利等行为严重侵害了村民们心中信仰的伦理底线，致使一些人
改变宗教信仰或原来的天主教徒改换成佛教的信仰者。除了极少数党员干部外，上盐井人没有不信宗
教的。一个人不是天主教徒就一定是佛教徒，即使是那些极少数从不参加任何宗教活动甚至包括婚
礼、葬礼的，不信任何宗教的党员干部在他人的眼中也有明确宗教归属。比如上盐井村村长贡秋次仁
老人，他私下承认自己是佛教徒，正月初三他带队骑马转山朝佛，也会归因于陪同笔者而行，但是，
他绝对不会公开出现在岗达寺或天主教堂。
在上盐井藏民的心目中，佛祖和天主的关系并不是一真一伪的敌对关系，而是各自统治～方生灵
的永恒的君主。因此无论是自己崇拜的神明，还是信仰另一种宗教的家人向他（她）信仰的神明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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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或举行宗教仪式，都是自然合理的选择，并无矛盾冲突之处。也正是这种心理，使两种宗教的信徒
可以在一个家庭中长期共存，而互不干涉对方的宗教信仰，和睦相处。至于在像堂屋的灶墙上是画耶
稣圣心十字架还是画佛教火焰灶神图；菩萨柜里是放置基督像还是佛像，这样两教只能取其一的地方
则根据本家原有的信仰决定，上门当媳妇或女婿的一方是不能改变的，但信仰不同于这家原有信仰的
媳妇或女婿可以在自己的房间或家中其他位置为自己的信仰放置佛教或天主教画像、十字架等，家中

其他人不会干涉。如果是新婚夫妇分家出来的一户新家，则由新家的家长的信仰决定。
当然，凡事都可能会有列外，索朗珠扎老师就是其一。他是佛教徒，和妻子共育有两女一子，特
别让他骄傲的是二儿子和三女儿（其大女儿现在芒康作老师，他的两个女儿和我多次相见，因为曾

多次去珠扎老师家并得到他很多无私的帮助），不仅潇洒和漂亮，更重要的是机智和聪慧。三女儿长
发披肩、一米七八高，现为西藏民院大四学生；－＇ＪＬ，子原本在昌都当老师、当昌都篮球队主力队员，

一米八一高，用英俊潇洒称之实不为过，我见了其挂在客厅约五十公分见方全家福（此照平常时间
是用布套盖住，因其不忍心一见），万万不能接受的是。如此英才却因车祸而失去了生命。珠扎老师
给我讲，信佛朝佛原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装香拜佛；他把家里的佛台收拾得相
当整齐，还挂上洁白的哈达，常为家人、自己求平安。可是，儿子遭遇车祸后，他精神濒临崩溃，并

觉得佛不灵，从此再不求神拜佛了。现在，除了常年给儿子点一盏长明灯外，对神佛之事不闻不问。
他认为求此不灵，平安都保不了。
天主教有很多节Ｅｌ，盐井的主要节日是“圣诞节”、“复活节”、“圣母圣天节”及传统的藏历春
节等四个，真正隆重并大家要过的只有“圣诞节”一个。他们过圣诞节时不做圣诞树，没有圣诞老
人，更不把圣诞节当成新年来过。只是在圣诞节那天，全乡教民都集中到教堂，由神父主持弥撒，讲
经布道后，领受圣餐共同在教堂大院里食用。这天，周围的佛教徒们也会来看热闹。特别是岗达寺，

他们在这天也派人来祝贺，作为回敬岗达寺每年过“跳神节”时，教堂也专门派人去表示庆贺。天
主教徒们这天也去岗达寺观看“跳神”。

和所有藏族村子一样，在信仰佛教的群众堂屋里有一个菩萨柜（即佛龛），里面供奉着从外地的
大寺里请来的佛像。菩萨柜位于堂屋一侧，往往占据半面墙，放置的方位没有特别规定，只要不直接
面对房门即可。菩萨柜分上下两部分，下半部是六扇门的普通橱柜，描绘了五彩缤纷的绘画，有的是
花瓶果盘图，有的是福禄寿三星图，有的是歌颂团结合作的藏族传统童话象猴兔鸡摘果图，六扇橱柜
门上的图案有的是对称的，有的只是中间四扇对称，两边两扇对比。上半部分就是供奉佛祖或菩萨画
像的带玻璃窗的佛龛了，分为三格，有的大小一样，有的中间一格较大。佛龛上往往还挂有雪白的哈
达，佛龛前的狭－Ｖ－＝空间摆满了供奉物品：两端是插着绢花的花瓶，前方是数盏酥油灯或电子酥油灯、
水碗，往往还有装满糌粑的有盖的大木碗和用黄绸包裹起来的经文。每天早晨主人把酥油灯点燃
（如果是电子酥油灯就打开开关），再奉上盛满清水的水碗。供奉的水碗必须是奇数，以七个或九个
最为常见，必须在Ｅｔ落前收拾好，否则菩萨会嫌弃这家人懒惰。每个家庭的菩萨柜都是精雕细刻，色
彩绚丽，很多装饰都和住房的屋檐、门框、窗框上的装饰图案一模一样，只是稍微不同。但是菩萨柜

里供奉的不一定是佛像，把国家领导人的画像和佛像一起供奉起来的人家也不少，也不只是毛主席，
也有江泽民总书记和胡锦涛总书记的画像。当然也有不少人家在玻璃门外再单独放一两个小相框，相
框里的是这家人所崇信的大小活佛的照片。总之，菩萨柜可以说是家庭内部佛教活动的中心。

在天主教家庭，情况是一样的，菩萨柜依然被称为菩萨柜，形制也和佛教的菩萨柜一样，只是不
会画佛像或寿星之类，或其他对于天主教来说是异教神明的图像，而是画着鲜花水果或一些抽象花
纹。菩萨柜里供奉的也不是佛像，而是圣母画像和耶稣基督像以及十字架。和佛教徒一样，也有同时
贴着国家领导人画像的。天主教家庭的菩萨柜不会点上酥油灯。但也会放上花瓶和蜡烛，有的家庭还
用通电的小彩灯作为装饰。家庭内部佛教和天主教活动的另一个中心是炉灶。炉灶也在堂屋里，往往
和菩萨柜占据同一面墙，是水泥砌成的，表面贴上了彩绘瓷砖。佛教家庭在炉灶紧靠着的那面墙上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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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一个盛着红、绿、蓝三色宝珠的大铜瓮，那就是灶神，保佑这个家庭的富裕安康。在灶神上方要挂
上表示尊敬的哈达，进入这个家庭的新娘或新郎进门以后要拜灶神表示被灶神接纳进这个家。灶神下
方总有一个半人高的台子，上面除了三个黄铜大瓮什么也不放，这些大瓮是建新房时就准备好的，虽
然从不使用，却是每个人家都要陈设的重要物品，其实也是灶神的一部分了。
盐井的灶都是烧柴的，添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把接近枝头的一端朝前地放进灶里，不能让靠近根
的一端朝前，否则就表示长幼颠倒，顺序混乱，对灶神是大不敬。总之，盐井人认为火塘或火灶神与
他们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火塘里旺盛的焰火会给家庭带来发达与兴旺。人们每次在灶上烧茶煮食时
第一道茶或食物均要先敬给灶神。平时严禁把吃剩的骨头、肉渣和毛发等丢人炉灶里，还要避免烧奶
煮肉时溢出水在火上。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家里人就要在灶膛里烧点柏树枝、松枝等香料，以示向灶
神“赔礼道歉”。天主教家庭不会在墙上画灶神，但会画上面有十字架的红心，形似“古”字，表示
耶稣圣心；许多家庭还会挂上十字架，每年藏历年三十夜用糯米，面粉做油条，凌晨时分也就是大年
初一把这第一份食物献给主，感谢主，也就是把油条挂到十字架上。这之后大家才吃新年的第一顿
饭。同时前一年留下的油条要拿到屋顶上让飞鸟吃掉。这个让飞鸟吃掉旧年供奉的习俗明显受到了藏
传佛教天葬观念的影响，是佛教仪式在天主教中的小的投影。

下盐井人大部分为纳西族，藏族称纳西族人为“绛”。早在吐蕃势力兴起并向东南扩展时，唐朝
时为了防御吐蕃，夹持六诏中的蒙舍诏统一其他五诏，建立南诏政权，以其强大的地方势力来牵制吐
著。于是，纳西族居住的中旬、永宁、丽江一带被夹在南诏、吐蕃之间，成为南诏、吐蕃和唐朝的角
逐之地。
明初，纳西族首领木得被授为世袭丽江府土官知府，统治纳西族和附近各族人民。在明朝政府支
持下，木得知府用兵扩张势力，将中旬、德钦、盐井、巴塘等地化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至此，木氏成
为滇、川、藏交界地区的一大势力。明崇祯十二年（１６３９年）底，蒙古族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功占
盐井，摧毁了木氏土司在盐井的统治。纳西族的一部分迁回丽江，一部分仍留在盐井。经过明、清两
代，盐井纳西族多数与藏族融合，并繁衍生息。盐井纳西族在生活习俗和节庆上，既保留了纳西族的
传统，又受到了藏族习俗的影响。
纳西族群众的节日均以藏历为准。新年前，家家户户打扫房间。洗净衣物，备好过年必需品。在
过年前户户都要做一种叫“则都”（纳西语，是一种用面粉做的蒸馍）的食品，除夕之夜，已另立炉
灶的子女将一份猪肉和一个“则都”、一瓶藏白酒送到父母和亲戚家中，给父母和火灶磕头，并说：
“阿吾阿生年，阿麦阿生年”（纳西语：父亲、母亲新年吉祥如意）。家中如有不久前去世的人，还要
给－ｔｔｚ灵敬献一份。家家都要给本家的灶和水缸敬一份“鱼则都”。大年三十晚上全家团聚一堂，祝贺
新年的到来。

初一全天，全家人均在家中尽情欢乐。中午必须要吃长寿面。这时家中的长者用纳西语祝福大
家：“上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小到吃奶婴儿，祝福大家来年欢聚一堂，越活越幸福，越活跃健康。”

这一天均不出门访友或走亲戚。
初三为祭神日。这天天亮时，男人们骑马背抢去祭“乃峤”神山。过去，这一活动一般是由当
地的头人或大户人家来操办。民改后均由村长或有威望的男人主持。到山顶向山神煨桑等祝福后，在
回来的路上唱歌跳舞，还进行射击比赛，得第一者可获得一条茶叶和一根哈达。全村其余人在场地较
大的地方早已熬好将小麦捣碎后加酥油、肉、奶渣、豆类的“青”（稀饭）等候祭山神的勇士。勇士
们酒足饭饱后就通宵达旦地跳锅庄、弦子舞等，庆贺当年的丰收，祝福明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初四要到亲戚家中做客。这时主人家的长者手持香料在门口迎接。当客人到家时互相用纳西语说
“俄孜啥”（新年好！）而后到伙房手拿柏树枝站立，由长者用纳西语祝福：三百六十五日今巳到，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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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像今日这样，全家老少欢聚在此，祝来年牛羊满圈，祝家庭子孙满堂，祝全家人无灾无病、和睦
相处，祝明年风调雨顺、庄稼丰收、祝骡马添数，祈祷护法神保护生灵，广进财源。
长者祝福完毕后，大家手中的柏树枝放进灶里煨桑而后依次坐下，主人家的长者用纳西语向来客
表示祝福和感谢，其大意为：你们是天神的使者，是人间关爱的代表，你们的到来带来了阳光，带来
了光明，像布谷鸟一样动听的祝福辞和你们像花一样美丽的笑脸，增添了节日的气氛，对于你们来做
客，表示衷心的感谢。当人们未去做客前，每户亲戚都要给去做客的家中送１０公斤喂养年猪的粮食。
在送粮食时用纳西语互相祝福，大意为：“金链、银链可断，但我们亲戚和邻居间的友谊是永恒的”。
初四的晚上要给年猪敬酒，加倍地喂养饲料。而这种年猪往往选择全身黑色，四蹄洁白的壮猪。
在喂养饲料时对猪说：我们日夜不辞苦的把你喂大，明日你即将要去“扎”里（扎是纳西语，意为
屠宰场），但愿你肉多，骨架大。家人边给猪祝福，边用柏树枝煨桑，祈祷上帝带来好运。在“扎”
里，家人要栽三棵树，排成一行。其中两棵是公树，代表猪的父母，中间一棵为柏树，代表猪仔。初
五杀猪祭祖，称为“帕拉”节。纳西族过年以集体活动为主。集体活动所需的粮食、年猪由１户承
担，逐年轮流，酒由各户凑集粮食酿制或个人带来。
四

’

社区的认同是因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不断被塑造的一个动态过程。“盐井纳西族”在社会生活中，
通过阐释自己的制盐历史，在保持和运用制盐风俗传统过程中将自己与邻近的藏族社区区别开来，并
由此构建出“盐井纳西族”的社区身份。此例可见，对地方风俗和社区历史的诠释也是社会群体界
定自己的身份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还与民族身份认同的构建相似或重叠。

我们在讨论认同时，可能遇到的问题是：群体自我意识的形式和过程是怎样的。也就是说，人群
如何在社会生活中，通过什么方式，把群体成员与自己心目中的别人区别开来，找到自己的社区？那
些能在社区之外观察到的特征，与社区内部具有共同性的个人身份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身份认同在
社会群体内部起到的作用如何与社区外其他群体相关联？在这里，“盐井纳西族”社区的例子提供了
一个观察和讨论的场景。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宗教信仰的变迁和社区认同恰好合二为一，表现为一
个动态的、共同身份不断地在Ｅｔ常生活中被塑造和维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内在因素比如对祖先
的追溯和外在的因素比如与邻近社区的互动关系，都结合到“盐井纳西族”的生产生活中去，并在
地方风俗及对）－Ｉ－区历史的叙述中展现出来。

在研究群体的特性时，研究者多注重从群体之外来设定成员关系的属性，诸如从种族的、地域
的、经济的、文化的、审美的或语言的等方面将社会群体区分开来。不过，群体的特性还应具有其实
质上的主观性，即群体的社会归属感、对血统的追溯和对共同来源的信仰。塑造认同的动态过程，也
是理解社会群体的一个途径。“盐井纳西族”的群体身份既可从外部被界定出来，也是同步地在社会
生活和社区形成过程中被群体自己塑造出来的，不过。外部的描述和内部的阐释两者之间还存在着巨
大的差异。

在“盐井纳西族”案例中，社区风俗具有明显的独特性和动态特征。它存在于藏族文化的包围
之中，本身却固执地通过对东巴教的认同保持着“纳西族”的自我意识；可是在来自云南的纳西族
看来，他们又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纳西族族，特别是社区风俗的“非纳西族”倾向。
“盐井纳西族”身份的一个重要基石是对祖先的来源的描述，进而在社区风俗的层面上强调与藏
族的不同，尽管社区的发展实际上是通过与藏族的通婚来实现的，尽管在Ｅｌ常生活中与藏族的联系水
乳交融。这里，对祖先的追溯成为社区存在的特别的象征。在一定的程度上，“盐井纳西族”社区组
成了一个世系群，即一个由具有血亲关系的亲戚组成的共同继嗣群，亲戚们自称源于一个共同的祖
先，并且能够通过已知的关系从家系追溯继嗣。【３１因此，祖先在社区的形成中起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社区的认同在“盐井纳西族”的例子来看，同时也是群体内部对“自我”与“他人”分类的一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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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这个过程还以社区风俗作为～种象征性的标记来区分“盐井纳西族”与“纳西族”。这种内在的
边界划分，把“谁，过什么节”的风俗作为一个重要的社区群体间的区分方式，或者说是一种独特
的“边界”。边界是分类的规则也是分类的象征。一个文化群体的类分中，风俗也是象征符号。象征
符号可能是文化的、社会的、仪式的、语言的和物质的。ｔ４Ｊ
不管是否对空间形式赋以重要的社会意义，社区的生活空间确实是被分成了物质的和社会的两个
相联系的方面。１５ ３外在的身份方式可以与当地人所认为的自己的历史、相互表达“我们是谁”的自我
认知方式很不相同。当地人表达自己身份的“语言”，以及服装、食物、婚姻、仪式和风俗，都像特
别的言语方式，在表达群体之间的差异时，用于类分的标准可能是不同的。【６１社区认同就像其他形式
的认同一样，表达的不仅是从外面看来“如何是他”的问题，也是主观上认为谁是什么的问题。社
区认同要求行为能够得到充分、一致的维持，以使他人能够把个人或群体放置到一些给定的社会分类
层次上去，由此允许适当的行为。所以，对群体来源的认识，也是一种持续性的、对个人去发现人们
在多大程度上存在于群体中的个人意义和社会意义的认知。一个人的行为举止要和社区风俗相一致，
宗教信仰就可以最容易地符号性地对比表现出来。【７１在“盐井纳西族”社区看来，风俗的来源被社区
神圣化，从而成为群体与外人区分和联系的工具，在这个意义上，宗教信仰的“把他们拉回来”的
努力自然是非常不容易的。
对地方历史的阐释和社区风俗的塑造是社区认同（表达我们是谁）的关键方面，群体身份也可
以用很多方式来表达。从社区外部，从“外人”的角度是一种方式，内在的阐释也是一种形式。自
我定义自己的身份，在“盐井纳西族”是通过祖先神话、对社区风俗的解释等来实现的，因此在藏

文化的背景下，宗教的严格教义本身并不是“盐井纳西族”特别看重的内容。从下关老人的叙述也
可以看到，社区在塑造祖先的过程中，可能还包含着各种不确定的外来影响，而且正吻合了某种内在
需要。“盐井纳西族”村寨自存在以来，在藏族文化环境中生存的“外来者”，就这样不断地塑造了
自己的身份。所以，社区的认同可以通过宗教信仰来实现，而社区群体对风俗因素和神话的操作利
用，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盐井纳西族”的社区认同重要的符号建构就是他们对自身东巴教的
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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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期刊论文 赵心愚.Zhao Xinyu 宣统<盐井乡土志>关于西藏么些人的记载 -民族研究2008,""(2)
宣统<盐井乡土志>在汉文史志中最早记载了在西藏盐井定居的么些人及其来源和迁入时间,文章对此作了介绍并考证其中涉及的若干问题.宣统<盐井
乡土志>的记载,对于纳西族历史研究和滇藏毗邻地区地方史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2.期刊论文 朱霞.李晓岑.ZHU Xia.LI Xiao-cen 西藏自治区芒康县盐井镇的井盐生产 -中国藏学2007,""(3)
本文实地考察了西藏自治区芒康县盐井镇的井盐生产,认为西藏盐井原始的井盐生产方法和盐粮交易的特点,构成了一种原生态的井盐生产民俗.这种
生产方式和民俗,现在仍然对周围的少数民族的生活产生着影响.其井盐生产民俗不仅具有历史价值,也具有重要的文化遗产价值.

3.期刊论文 李旭 千年盐井 -华夏人文地理2001,""(6)
盐井的大多数居民仍认同自己是纳西族,仍以最原始的方式进行着传统的晒盐生计,盐井也就成了整个西藏唯一的一个纳西族民族乡.

4.期刊论文 颜小华.YAN Xiao-hua 关于藏边盐井村的宗教与现状考察 -中国藏学2009,""(4)
盐井村隶属于西藏芒康县盐井纳西民族自治乡,当地聚居着部分藏族和纳西族群众,亦有少量汉族.历史上他们信奉藏传佛教、东巴教或天主教,形成
了目前多元宗教并存的局面,为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宗教文化提供了一幅真实的画卷.

5.期刊论文 武斌 背盐水的纳西族女人 -科学大观园2007,""(14)
清晨,阳光还没来得及跃出横断山脉的雪峰,盐井的女人们就像被追逐着一样,脚不着地地往澜沧江河谷里面奔.澜沧江河床上的盐井经过一夜的积攒
,盐水已经溢得深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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