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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難講述與權力結構

一一一個天主教村落的記儲考察

間飛飛

山西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講師

作為一個以無神論為主要意識形態的政黨，天主教自

然與中國共產黨的意織形態教育和宣傳相矛盾;作為一個

以反帝國主義為主要目標之一的政黨，在中共建黨初期，

從西方傳入的天主教及其組織便被認為是西方帝國主義侵

略中國的工具;作為一個全能主義的政黨，試間讓「政治

機構的權力可以隨時無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會每一個階層

和每一個領域J ， 1而以聖統制為基礎、擁有組織嚴密和信

仰統一的天主教會，自然成為全能主義政黨改造的對象。

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前後，中國天主教徒約

三百萬人，百分之人十左右在農村。中國共產黨認為「我

國的天主教、基督教一方面是宗教問題，另一方面在長時

期中又被帝國主義用為對我國進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其一

部分組織又被帝國主養用為進行間諜活動的機關 J 0 2在這

一理念指導下，建政初期 (1949-1955) 中共通過動員教友

控訴教會罪惡、驅逐西方神職人員、接收天主教會舉辦的

各類機構、取締天主教會的「秘密反動組織」聖母軍、一

1 讀讀， {三十世紀中國敢抬> '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1994) ，頁 3 • 
2. {中共中央關對天主教、基督教問題的指示> (一九五。年八月十九a) ，輯中共中央

主獻研究室緝， (建圖以來重要主盧還攝(第一冊))，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且) , 

買 408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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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五三年的反帝運動、一九五五年的肅反運動， 3一九五七

年成立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一九五八年開始自選自聖主教

(據估計，到一九六一年底自選自聖主教已有三十五位) 4 

等運動對天主教進行激進的改造、一九六一年四清運動後

在更大範間內限制宗教活動。到文化大革命階段，公開的

宗教活動則完全消失。隨著文革的結束，一九七九年以來

落實宗教政策，宗教活動逐漸恢復正常。

自一九四九年以來，基於新政權的宗教改造政策，三

百餘萬的天主教友的生活軌跡被迫裹挾進了國家發動的歷

次運動中，他們的生命軌跡也隨之發生了激進的變化。新

政權對天主教會的改造主要在兩個層面展開.

首先，它是一場對記憶的改造，它試圖重塑造當時的

人們對天主教會在華歷史以及天主教會神職人員(尤其是

從一八四0年到一九四九年的天主教在華史，具體到本文

所調研的村落則是從一九00年至一九四五年的天主教歷

史)的記憶，試圖通過記憶改造推翻天主教會的道德形象。

這種改造記憶的運動的效果如何?處於當時歷史語境下的

被改造狀態的人們是如何利用生活記億來抗拒國家諾諾對

記憶的改造的?

與此同時，它也是對天主教會組織、神職人員、教會

精英和普通信徒的改造，這層面的改造更多地是人們真切

遭受的肉體和精神上的苦難。如今，隨著宗教政策的放緩

和落實，已過去近四十年的時間，當前語境下的天主教友

是如何回憶和訴說這場運動(具體到本文所調研的村落則

是自一九四五年到宗教政策的恢復造反時間) ?在人們對

這場運動的回憶中表現出甚麼樣的結構和特徵?

3 且劉建平. (紅旗下的十字撞一一新中國對基督教和天主教的瞳聾演變及其酷暑 (1949

1955)) (香港基督教中圓宗教文化研究社， 2012) 。

4 項握錯. (黎明前的中國天主載) (由中徵祥﹒光廠) .買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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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罔顧

在學術史上，首先對集體記憶進行系統性研究的是法

國社會學家哈布瓦掛 (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 

他揚棄了當時歐洲流行的基於生理遺傳條件或是心理條件

之上的記憶研究模式，指出個人的記憶是社會決定的。 5啥

布瓦撞車去世後，其學說很長時間並不為世人所知。這個境

況，直到他關於集體記憶的手稱三十世紀六十年代在法國

整理出版，才有根本的改變。 6根據景軍的綜述， 7他將近年

來對社會記憶的研究分為三種基本的取向﹒集體記憶取

向、官方記億取向和民間記憶取向。集體記憶取向著重研

究一個社會群體中的成員分享了過去的甚麼，是怎麼分享

的，康納頓 (Pa叫 Connerton) 就屬於這種研究取向的代表

人物之一;官方記憶取向著重於考察社會的統治者如何通

過大眾傳媒、教育制度、主流藝術、公眾紀念，以及官方

編年史委員會來操縱公眾的歷史概念的，民間記憶取向著

重從社會普通成員的視角，以呈現「弱者」對官方記憶的

各種形式的反抗，其中著名的是斯科特 (James SCO吐)對馬

來西亞一個村莊的研究。

由於各種原因，學術界對當代中國重大歷史事件的社

會記憶研究作晶相對較少。 8然而，對於一九四九年之前和

5 咕布E都薯，學然、轟金華諱. (輸轟體記蜻) (上轉土海人民出版社 '20阻) .頁的-

6 張世車. (社會記憶研究的曹展起勢之探討) .載 f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2014 年軍 5 期，買 135 0 

7 量軍薯，且飛禪. (神童記惜一個中國蟬村的歷史﹒權力和道德) (福州福建教育

出版社 '2013) ，買 17-18 0

8 比較有學馨的著作有暈軍的 f神堂記世→團中國蟬村的壓史、權力喃道德) ;:ìf慧

害. ( [無事件境」與生活世界申的「真實」 西北塵區土地改革時期社會生活的記

憶) .曹竭盡群主霸. (空間記憶社會轉型一-[新社會史」研究論文精迺暈) (上

禪上禪λ民出脹祉 .2由1) .買 467-586 ;劉亞秋.([青春無悔」 一個社會記爐

的建構過程) .載《社會學研究) 2田3 年第2期，耳 65-74 ;王權生、劉亞秋. (社會

記幢且其建構一項闖世個青轟團記帽的研究) .輯 f社會) 2006 年單 3 期，頁 46 曲，

郭于事. (傾聽直厲害E們個啊講述苦難) (佳林盧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 1) ; (曼
苦λ的講述輯村歷史與→種主明的單轎) (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肢社， 20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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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在共產黨統治下天主教徒新遭受過的經歷的社會記

憶研究更是少之又少了。

沈艾娣 (Henriet旭 H扭曲on) 的《傳教士的詛咒和其他

來自一條中國天主教村莊的傳說:> (The Missionary 's Curse 

and Other Talesfrom a Chinese Catholic Village) 一書通過對

一個山西省非常有名的天主教村落洞兒溝的考察中，發現

過去的歷史是呈現在當下村民們的意識之中的，它塑造者

人們對自我的認知，並且塑造者人們在生活中做出的種種

決策;天主教村落中存在著鮮活的口述歷史，每一次對歷

史的講述都是在講者和聽眾之間的重新創造，這種以民間

故事的形式新傳遞的記憶，通過重建過去來創造對社區的

認同;由於國家主導的官方歷史與天主教村落中人們對自

己過去的歷史的理解有著深刻的街突，因此，天主教村落

中鮮活的口述歷史也是對由國家研主導的、通過學校教科

書、電視節目所廣泛傳播的官方歷史對天主教的認知和定

位的一種反動。 9

另外，吳飛教授在一九九九年寫就的碩士論文《麥芒

上的聖言:一個鄉村天主教群體的信仰和生活} ，對天主

教群體的社會記億進行了細緻的研究。吳飛教授在對洞北

段莊的天主教群體的考察中發現在這一天主教群體中存

在明顯的具有社會性和集體性的敘事記憶，它強化看教友

群體的整合與相互認同，但是卻沒能改變教友個體的生活

方式。而且，這種集體性的敘事記憶，並不是簡單的共享

問題，而是存在看「分層現象J :即社會地位不同的人在

敘事過程中會處於不同的地位，教會精英們在集體敘事中

通過「總結式權力」對普通教友的散漫的敘事進行某種色彩

9. Henrietta Harris咽.. The MISSj01Ulη 's Cwse and 0.品er Talea from a 由.... e 口切的olic 間/oge

個_1叮'， CA:UniVli間ityofC國-軒，間， 2013)， pp.l0-11 ， l9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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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明的總結，這正是教會精英對普通教友權力的鮮明體現。 1。

然而，當前的天主教群體內的集體記憶呈現出樣的內

在結構?它是不是像吳飛教授所總結的那樣是由教會精英

對普通教友運用者「總結式的權力 J ?帶著這些疑問，本

文將在吳飛教授和其他學界前葷的基礎上，重新對一個天

主教村落的社會記憶的特點進行研究。

二、李村糟的天主教 2 進入現場與歷史回顧

我們的研究將從一個天主教村落入手，我們還取的調

研村落是李村溝，它位於山西省長治市郊區。之所以會選

擇李村溝進行調研，有如下原因:第一，筆者偶然間讀到

一九五一年出版的魯蔡的《李村溝的故事》一書，該書集

中記錄了一九四五年季村溝土改的過程，該書的記錄使筆

者對這個離自己出生地(馬廠村)僅三公里的村莊產生了

很大的興趣;第三，李村溝的現任本堂李神父與筆者是岡

村人，而且筆者曾於三00七年七月至八月間在李神父當

時任本堂的安口村文教，與李神父建立了良好的私人關

係，所以，筆者選擇李村構作為調研的村落，可以得到李

神父這位「關鍵人物」的積極幫助，使得調研過程能夠很

順利開展。筆者從三0一五年八月份始多次前往李村溝進

行調研，二0一五年八月五日至八月十二日、二0一五年

寒假、二0一六年三月八日至三月十二日(帶領兩名學

生)、二0一六年七月十日至七月十六日、二0一七年一

月十八日至一月二十一日，在這期間筆者正式訪談人數有

二十餘人，參與了李村講堂區的夫妻讀經班買賣會一次、若

瑟善會和腰鼓隊~會一次，二0一六年的為期一周的初中

10. 壘飛.(麥芒主的聖育→個蟬村去主教群體的瞻仰和生清) (北京宗報文化出版社，

2013) ，頁 112-116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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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下夏令營，二0一七年臘月的堂區「下會」、堂區某個片

區的鄰里眾餐活動，在參與堂區眾會、夏令營、「下會」和

鄰里眾餐期間筆者有更多的機會參與到更多的人的閒談中。

李村溝置費鄰因韓丁 (William H. 回n個n) 所寫《獨身》

(Fanshen) 一書而聞名的張莊村，在一九四六年以前屬於

灘城縣五區管轄，五區區公且時且即在地正是張莊村。李村溝現

有人口兩千餘人，其中天主教家庭有 538 戶，約 1 ，400 餘人，

佔全村人口的 70%左右，同時，信仰基督新教的約佔 30%

左右，只有個別幾戶屬於傳統的民間宗教( r大教J ) 
天主教在李村溝起源於一九00年前後，據傳說，一

八九九年，村民主東勝因家境貧寒無法生活，聽說南天賈

(距李村溝約三公里)天主教濟貧扶危，抱著試試看的態

度去南天貢求擾，得到了南天貢本堂神父的五塊大洋和幾

升小米勉強度目。之後，王氏在南天貢領洗入教。一九0

0年教會派人來李村溝傳教，數年後，教友增至百餘人，

佔當時全村人口的三分之一，王東勝被選為會長。當時由

南天貢神父兼管本村教務。一九二0年，村商富戶趙二和

因病許下給老天爺唱三天大戲，戲唱完了，病仍未好轉。

在主會長的引導下，神父接待了趙氏，並為他的祈禱獻祭。

之後，趙氏病情奇蹟般好轉，之後，趙氏和全家人便領混

入教。一九二五年玉東勝病逝，趙二和接受高家莊錢神父

的安排，做了李村溝教會第二任會長，同年，鏡神父出資，

趙氏承瓣，教會購買了本村首富主茂林家的清房院，佔地

十餘散，共有房屋三十餘間，作為教堂使用。一九四五年，

長治解放後，教堂被集體佔用。從此，教友們只能在私人

家里念經祈禱，參與聖祭。改革開放後，該村教友生活逐

步公開化。一九七九年高家莊鹿方濟神父獲釋後兼任李村

溝本堂。一九八五年全村教友集資建堂，於一九人六年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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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竣工。一九九0年進行第二期工程，歷經六十人天建鐘

樓一座(高十人米) 。一九九0年由李維道主教直接管理

本村教會兩年，期間教會購買了堂北側民房七鬧。一九九

三年三月二十日由教區委派申補堂司鐸為首任本堂神父。

一九九四年，教會又麟買了民房一處，至此季村溝天主堂

總佔地面積為兩千多平方米。新建樓房五間，配房十鬧。 11

三00七年本堂神父王神父新增建樓房七鬧。三00九年

教堂內部在本堂神父李神父的主持下進行第三吹裝修。三

。一四年，季神父又麟買教堂南側民房十五間。

對於李村溝的認議，我們將首先從六十多年的一本著

作入手。一九五一年，七月派詩人魯黎曾出版〈李村溝的

故事》一書，集中描述共產黨在該村進行的土改分回鬥事。

根據魯馨的記載， I村里的老百姓，差不多是三輩子以來，

有三分之一在耶穌，三分之二歸天主，只有一家信燒香教，

保存了國粹」。但李村溝是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解放

的， I (農曆)八月十四(即一九四五年九月十九日)晚

上，一點也不含糊，八路軍打下了張莊的炮樓J ' I八月

十五這一天(即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日) ，李村講真夠熱

鬧，滿街往的八路軍，沿著這條長街上，八路軍唱過去，

又唱回來，老百姓也高興地站在街上瞧著人路軍J • 13 

至此，李村濤的權力結構、社會結構和文化結構開始

了劇烈的變化，隨著整個長治地區的解放(一九四五年十

月八日) ，派來一個二十來歲的劉來法，但因劉來法只「當

過兩天八路軍，退伍回家，沒有受過多少革命的教育，階

級意識模糊J ' 14迅速被大地主王茂林收買，使得村中權力

11 此處內容主要劃閱了〈教宜生活》鋪輯部鋼印的〈天主教畏精教區簡史> (輛輛) ，肉

部，考實科 (19回學) ，耳 81 血﹒

12 書薯， (李村瀚的故事> (上海新文輯出版社， 1951) ，頁 1 • 

13 同上，頁 30.

14 同上，買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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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然是被以前維持會那夥人昕把持，村莊依然「原封不

動J ' 15未展開任何的階級鬥爭工作。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
五日，區上(即張莊村)召開受苦受難群眾訴苦代表大會

之後，劉來法被免職，而由二十七歲的區幹部郭黃狗來領

導李村濤的鬥爭工作。郭黃狗迅速開展了鬥爭，組織以積

極份子為成員的訴苦小組，追過他們「以苦引苦」動員群

眾開展訴苦大會，召開訴苦大會的地點通常是天主教堂。

在郭黃狗的領導下，很快便將村中最大的地主王茂林判處

了死刑。緊接著大地主的被判死刑，到了該年的農曆臘月

初二郭黃狗開始引導積極份子對作為「封建迷信」、 「滅

租減息」障礙的天主教的鬥爭和改造。

對天主教的訴苦、改造和鬥爭，與鬥爭地主不同，它宜

接涉及村民的「良心」。正如《季村溝的故事》的郭黃狗的

話: I滅租滅息，木打倒迷信，良心就誠不了」。站在槍斃

了王茂林之後，農民們普通覺得「天氣好過了」。但是，是

甚麼原因導致人們的「天氣好過了 J ?信仰天主教的認為都

是天主給的「好天氣」。很顯然，如果「好天氣」都是天主

給的，那麼農民們就會滿足於現狀，這顯然與接下來的誠租

滅息的目標相悴，滅租滅息必須發動群眾認識到地主的土地

是靠剝削窮苦農民而得來的。在郭黃狗和梁馬豆引導的群眾

辯論中，使人們認識到「好天氣」是靠自己的勞動得來的，

但是，僅有勞動也不能遇上「好日子J '還必須有毛主席的

領導才能過上好日子。正如奎只肪盲: I人是靠勞動活，不

是靠天主活。勞動，還得有毛主席領導。光勞動也不行，那

幾年咱們有勞動J 0 17同時，在辯論中，也得出「地是勞動

人民造的J '地主那麼多土地是靠剝削人而傳來的。通過辯

[5 同上，頁 5[ • 

[6. 同上，頁 102.

[7 同上，買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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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人們認識到「餓著肚子念經也你那不上二合米來，甚麼

事情也不頂J ' 18 I天主是個空的，毛主席才是真真有J ' 19 

「信天主，要基也沒甚，八路軍來要甚有甚! J 。且

正是通過對天主教的鬥哥哥和改造，改造了村民的「良

心J :使人們認識到好H于是毛主席、人路軍給的，而不

是天主給的，地主的土地不是天主賞賜的，而是靠剝削人

民得來的，這就打消了農民們對分田和鬥事地主的心理負

擔和道德壓力。對天主教的訴苦和改造，同對地主的審判

一樣，在極短的時間內取得了成效， I聖誕節剛過後的不

久，李村帶家家戶戶把(天主教)聖像都燒了 J 0 21李村溝

在一九四五年解放以後，很短的時間內便不再舉行公開的

宗教儀式。到一九四九年以後，歷次的對天主教的改造和

鬥爭運動中，季村溝的天主教也無法倖免。由於季村溝沒

有本村籍的神父，所以在季村溝的歷次鬥爭和運動對象

中，並沒有神父。但是，卻有教友因為聖母軍、藏匿天主教

聖像和書籍等原因而成為歷次運動中被鬥爭和打擊的對象。

三、對記悔改造的抵抗:生活記偉抗拒國家諾諾

在新政權的主流話語中，天主教是「在長時期中被帝

國主義用為對我國進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其一部分組織又

被帝國主義用為進行間諜活動的機關J '同時，天主教又

佔有大量土地和財產，對信徒和教外群眾進行封建制削。

魯黎在《李村溝的故事》一書，借農民之口指出了天

主教神父和修女對教友的迫害以及在個人品行上的各種各

樣的卑劣行為:

18 同土，頁 135 0

19 同上，頁 101 • 

20. 同上，頁 136 0

21 同上，買 13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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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著八國聯軍車的一個高鼻于神欠，就在李村溝傳教。

有一天有一個老農民跑到閉上燒香，那神父就把老農民撞在

馬尾上，從閣下把他拖出村外，活活的拖死去 .22

民國三十二年(提荒年) .....堂車修女和神父們，照樣

生洋爐、吃洋面、喝洋奶、鋪jß蓋毯。主目，照樣梳頭修臉，

高聲念趣。. 堂外，窮人受難;堂肉，是老財們的天堂。

(那些修女都是地主的女兒，退一個修女進堂，要出二百塊

現洋，你想，窮人誰能當得起修女。)"

根據魯蔡的記載，在槍斃了村肉太地主主茂林之後，

從一九四五年的臘月開始，區上有計劃地展開對天主教會

的批判。在動員群眾批判天主教的過程中，以馬豆為首的

農民紛紛揭露了天主教會神父和修女的醜行﹒

跟著，馬E媳婦就去打過申天福媳婦﹒那天，馬豆也去

了，企服也在那襄﹒大軍散了半天，才打過了天福媳婦思想，

申天福在一旁就不吭。馬直說 r天福哥，咱小時侯，你沒

忘記吧!你幸賣麻糖，神父去把你脫光光的幹甚啦? J 

天福說 r啊，就那幹甚?醜花花的現死了... ••. J 

金順說 「咱幾個人說，不是旁人﹒」

天福矛盾了一會才說 I那會，拉個麻槍宜去堂蹺，小

孩都在那耍，企神父叫我進他屋， 24叫把籃擱那裹，他就給

22 同上，頁 1-2 • 
23 同上，頁(，.7.

且在〈天主載長治草園簡直〉對論城市南天賈堂口的扑紹中，接jlJr→丸。九年，金神主

革臨，任期九年J ﹒而在爾夫貢堂區二。。六年鋼印的《百年回眸 (190ti←2回到 夫

主敬畏精(論實)教區甫天貢堂區〉中，則盟有金神史的記瞳﹒筆者在向村肉老年λ的

前畫畫中，也並未帶到全神宜的相關信息.不過，佳時間上來推測，申天桐口中的兒時記

咱中的企神咒，當屆一九0九年矗臨南天貴的金神咒﹒根據〈主主誼長治教區簡直》中

對草書城市爾夫賈堂口歷任本堂的扑紹 z 從→入九0年到一九四三年的十一任本堂神曳，

273 



間飛飛

東西吃，吃罷，解我褲于害了我一車租 ..後地臨走又離我

籃襄放些餅乾，不叫我說J

他說時，他媳婦在-旁嘩嘩的笑。扁豆說: r你笑甚? J 

他媳婦說﹒「馬直，是真事假事? J 

馬直很難受地說 「我給企順正耍，剛好啾見，企順出車

院要疇，我那時正抓個老鼠，我嘴唬他，不讓他說，他張嘴，

我把老鼠往他嘴襄塞，我那時還怕壞了企神失的卓聲呢! J 25 

小孩媳婦聽了，也跟著說: r哎!不用提，我當閏女那

一陣也叫(南天貫的)神父害了一遭 J 站(草|者注﹒此

三處的省略號為原著所周)

者用只指著說: r那是甚麼毅，那不是人教育甫天貢堂

裹的修主運生過孩于呢川 27

魯黎將李村溝天主教的歷史及其神職人員和教會精英

刻寫為與勞動人民為敵、晶性卑劣的形象，這與官方對天

主教的定性相符。它是新政權改造人們記憶的組成部分，

通過公開出版物(如魯蔡的《李村濤的故事》一書)以及

該書中所記錄的訴苦會的形式，重塑歷史，試圖徹底摧毀

人們對天主教會及其神職人員教人行善、奉獻愛心的道德

形象的記憶。那麼，這場記憶改造運動的效果如何?當地

除童神文的圖書害無明醋記錄外，其蟑骨Z毒荷蘭事實，因此，筆者推翻盒神咒當福蘭蘭曙-

25 魯薯. (李村糟布的社事) .頁 128_129 0

26 同上，買 129 0

27 同土，買 134'.慧在〈季村糟的故事〉中，對貴盧翻身訴苦的描述以對話揖景屆主導

數述1J式展間，面輔之以竭景刻畫和必理刻畫﹒對食之昕以採用撞種不符合現代壓史敘

述客觀性昕要壞的模葷的信，非風格的庸法 .1J聾容有過精華的卦析，姐認Z志當時的中國

之所以會出現大量的追種形式的村且，是因晶此類村且不過是「訴苦」造種歷史敘事的

翻版或拓展﹒作轟摘述土改「訴苦」的文本或村史，其中大量的最輔措庸、心理措富、

神蟬刻寫且對話揖景，這一切都壘騙了，型進一種翻開其聲、如且其景的文本畫畫旱，在這

背瞌睡晃動著一個訴苦者構構的身，塵，因此，連種敘述越「形單J .便越具有「真實性」﹒

歪扭是否脅乎 I考攘的其實」則是Jj:耍的，車盟有輔皇權力的 (1J聾響.([無事件境」

興生活世界中的「真實J ) .買捕。48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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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天主教徒對天主教會的歷史及其神職人員的記憶如國家

昕顧地被改造了嗎?在對多位老人的訪談中，很容易發現當

地教友對當地放會歷史有看完全不一樣的認知和評價

訪談時間 二0一五年八月五目

訪談對車回張(男，九十歲，村中最年長者，且身體硬朗，

思維清晰) ，謝(章，六十一歲) ，王(女，五十九成)

閉目咱們村以前有沒有過外國神父?

張 有個荷蘭圓的錢神尖，住在堂車。(笑著說)鐵神

父吃的跟村上的人不一樣，人家吃的是麵包，那時候的人誰

見過個麵包啊!我還記得那會雇主教(即荷蘭籍主教雇守

仁) ，在長站住著，雇主教有個摩托車， (笑)那會摩托車

可是稀罕，我見過翟主教騎摩托車去安陽(馬廠鎮安陽村) • 

間，社會上都說神父欺負教友，有沒有遼寧 P

張 (迅速果斷的作答)那是瞎說。沒有。謝、王同時

也插嘴道，都是瞎說呢﹒(謝王的年齡其實根本沒有經歷過

魯摹記載的那個時期的教會的事情，但是她們也迅速插話表

示否定，或許她們誤解了我們的訪談時間，她們的回答其實

是要說她們所知道的大的一九五0至七0年代神尖的事蹟，

以及她們所知道的這個年代社會對神父的污蔑﹒)

間 教會那會兒有多少地啊?

張，教會沒地，教產主要是身屋，教會買了不少磨。

間 教直是不是得給教會種地?

張:教會就沒地。教友們就是每年每兢地給教會交三至

五斤糧食﹒那4年收糧收稅是村公所 捐交的是糧，是交給材

公所，稅是村公所收上交給國車。那會教會辦有學校，教會

的學校不收錢，主要是教念經(自課、小目課、玫瑰經等)

和文化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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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張、謝、王等人對過去教會和神父的負面評價的不

假思索的否定中，能夠看出在天主教村落中對國家主流話

語的抗拒。但是，因為魯黎對天主教會歷史的描述符合那

個年代的官方主流話語，而作為事件親歷者的天主教徒，

卻同大多數底層人一樣，缺乏表達權、話語權和解釋權，

「他們的經歷和感受、他們對親歷歷史的評判和理解，卻

在歷史的表述中付諸闕如J .28正是在國家主義的「大敘事」

的主導下，底層天主教徒成為失聾的、沉默的群體，也使

得天主教徒之外的人群直到現在對天主教的印象和認識依

然為國家主羲話語昕主導和支配。在此，我們僅舉與本研

究直接相關的一個研究.在郭慧玲和趙旭東發表於二0-

0年《中國鄉村研究) (第 7 輯)的〈張莊的「翻身」

一個華北鄉村的社會生活變遷〉一文中，對張莊天主教歷

史的認識依然僅僅依賴韓丁在《翻身》一書中的記錄，認

為天主教過去是村中最大的地主、勾結日本人、是悔政權

的靠山，是被人們深惡痛絕和恨之入骨的。令我們多少感

到吃驚的是，在張莊進行長期調研的以批判和反思見長的

學者都沒有意識到「大敘事」的遮蔽，對張莊天主教歷史

的認知是未經反思地加以引用韓丁的著作， 29這讓我們更加

扭郭于草， (作揖歷史見費λ的「聖苦λ」的講述) ，韓〈社會學研究> 2008 年車 1 期，

買 58 • 
回事實上，作轟「無神論者1 、「屆克且主義者 J (瑪雅. (真實韓丁) .載 f鳳凰過刊〉

2004 年第 16 期 (h旬J伸ww.guan曲亂且必istoriography:且011 10 27 61080跑回1 ' 2015 
年 11 月 12 日瀏覽) .韓丁的在單立揖使待他的觀察視角很難保持客觀中立性. r (翻
身》作出的割斷與可能的現實間的距離，提示看作2萬觀暑害者的韓丁的局限，即作屆一個

外國λ，他對張莊的觀察基本帳囂的壘他λ轟其建構的背景因此即使他可以揖開左派立

場盡力保持客觀性，但其祖角祖大程度上已經說先定了J .與此間時，還躇該記住韓丁

在 九四A年向在高車莊的北賞大學校長範主瀾提出要昌參加和觀察土改造 I偉大的歷

史時刻J (韓丁薯，韓樟尋禪. (翻身一一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記實> (北京北京出

版社. 19個) .買 12) 的申轉聾. r體投量不能立即害覆事t. 他還要岡區、縣的領導

會商J (同上，頁 13) ，三天臥聾才回車他可以去張莊事與土改圖對Iít-輯了的「進λ」

張莊的連一回顱，責道炫提醒哥們住盡「如果韓丁對中共細鐵盧檯曲工作作風和鹽烈的

階矗立揖有JI!~體認的話，他就應該想到，中共選擇張莊作揖工作隊櫃撞地區並讀→個

外國λ駐勘絕不可能是隨盡屆主 廚凶，作轟觀察者的韓丁當他還盟有權λ具體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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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認到了「大敘事」對「細語」的遮蔽，在國家主義「大

敘事」面前，底層的「細語」甚至變成了「存在著的無」

國家主義話語對天主教的否定和污名化，實質是借助國家

力量對當地人們的意義世界的否定，同時，也體現了國家

試圖穿透和統攝一切的宏大企圖，它試圖消滅掉除國家認

同之外的其他身份認同，使國家成為人們唯一的認同對象。

但是，正如景軍在《神堂記憶》指出，雖然「毛時代

的多次打擊宗教的運動的目的，是要形成一張一塵不染的

白紙，要與道教、佛教、民間信仰、朝廷的儒家學說、西

方人傳入的基督宗教研代表的傳統方式和意識形態徹底決

裂J '但是，官方對社會記愴的壓制並不總是那麼有效的，

人們會利用各種方式和資源「挑戰集體忘卻的製造J 0 30申

氏老夫婦告訴我們，在李村溝，人們在國家取消公闋的宗

教活動的情況下，會「偷偷念經」、 I (1959 年)結婚的

時候偷偷找小鹿神父婚配」、在新有神父被抓之後， I結

婚會念婚配經」。總之，自一九四五年以後，雖然公闋的

宗教活動在李村濤被取消，但是，人們卻會用各種隱蔽的

形式保持天主教信仰和傳統。底層的聲音雖然被國家主義

話語所遮蔽，使得它們無法進入官方歷史的視野，但是，

它們卻是真實存在的「細語J '而且這種相對官方歷史的

「細語J '在特定時代的特定文化網絡所結成的小傳統中

卻有可能是主流話語。通過走進天主教村落進行訪談，可

以發現這些被遮蔽的話語和鮮活的底層的聲音與記憶，也

可以發現底層人們正是通過這些隱蔽的行動和社會交往與

國家主義話語對抗，保存著構成其生活世界之核心的意義

時 a 角色已經聶賦于或明或睹的期許，其實作..革命的同情者，韓丁本λ對此互何嘗盟

有順水推舟的默認! J (責道炫， (革命來了一----丁肇下的紅色張莊) ，輯〈近代史

研究> 2013 年單 3 期，頁 29) 闖世韓丁，壘閻王金紅蝠， (中國λ民的老朋友一一聶

丁) (香港香港大世界出版告司>19呻)。

30 最軍薯，且飛蟬， (神堂記憧> '買 189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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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綱、保存對教會聖潔的道德形象的記憶。這種隱蔽的話

語和實踐，正是李村溝在解放初期到改革開放之間，面對

強勢的國家記憶改造運動而保持並傳遞對天主教會聖潔的

道德記憶的主要載體，可以說，這種隱蔽的話語和實踐正

是一種反支配的權力的體現。 31

四、瑰寶記憶的社會框架:在現實和神聖傳統之間

在對李村譯擎的訪談中，當我們邀請被訪談者講述過去

的事情的時候，他們的講述基本上是對天主教會遭受的苦

難的記憶。

訪談時間 二。一五年八月七目下午的四點至五點

訪談對車 申氏夫婦(申老先生一九三九年出生，申老太太

一九四二年出生)和他們的女兒(生於一九六三年)

間 聽說以前門過你父親?因為甚啊?

申老先生 思。鬥遇。因為是聖母軍。

問 咱們村遇有聖母軍?

申老先生 有啊。有十幾個呢。我若是聖母軍的頭頭。

我會叫申雪成，是村辜的書記(現在叫會計)。打死王茂林

以後，我~-瞧不對，就不幹了。人家叫他入暉，他不入。

人車說你不革命，就是反革命，就草備鬥他呀﹒他就跑到量

關(長治市的一個縣)了，後車又去長治建英雄會(英雄告

曾是長治市區的一個有名的建築物) ，一共躲了八個月﹒後

*-遇到了)()(的父麓，他說你跑了，剩下妻兒多可憐了，於

是我誓就回車車了。剛回車沒錢天就被抓起束了，關在耶穌

堂，可是打他呢啊!我就經常給他送飯，就是直麵湯，也不

31. ~攝. (民主配的權力一種勸t的#析) .載 f漸江社會科學> 2013 年第 12期，頁

6忍耐。即謂民主配的權力，是指植主配者草草者扭厲者採取行動抵制耳t!i1.就各種具有主

配性的行動者、行晶晶社會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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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因為甚我告就是喝不下互麵溺。復旦鞋，就開始門他，定

的罪是現行反革命，就單備弄死他﹒後束，有個人找了梁馬

里，說把他弄死，剩下的妻兒就沒法活了，就成了村上的負

搶了，就沒弄死他。

申老太太插話道 梁眉立人車是頭兒，翻身英雄，五區

到處是宣傳他，人車說弄死誰，就弄死誰;叫誰活，誰就活。

申老先生的女兒插話道:我可是記得鬥我爺爺，在大隊

的舞台院上，揪住他頭，按下搗起車，按下搗超車，按他那

個人就是當時只有十車載的以x. (筆者注 申老先生的女

兒出生在一九六三年，很顯然她且可記憶中的批鬥她爺爺的時

間應該費生在一九六0年代末到一九七0年代初期。)

申老先生 門的時候，我媽領上我和我弟弟跑到了馬廠

(筆者注:距離辛村溝的三公里) ，她膽小，就辦死了，我

那個弟弟想媽媽想死了，一直叫媽媽、媽媽，甚也不吃了，

抽風抽死了。

女兒聽到這兒，開始掉淚，抽泣著說:聽著真個惶、真

可憐。

對於這類彌漫於季村溝村落中的記憶和講述，我們的

問題是在被中共解放和統治下的區域內，天主教村落與

其他村落都經歷過各種運動和鬥爭，也有對地富反右壤的

鬥事，但是為甚麼被大家記憶和講述的多是作為天主教的

苦難，而其他被批鬥者的故事為何被忽視或邊緣化為個體

性的呢喃?

在對集體記憶的研究中，哈布瓦童車指出，人們對過去

的記4億存在看一個所謂的集體記憶和記憶的集體框架，記

億需要他者的存在，需要依賴自我和他者的互動而成的社

會框架。離開這個社會框架，人們的記憶將難以保存，或

279 



間飛飛

者只是呈現為碎片化、時斷時績的沒有聽眾的個體性的呢

喃、直至最終的消逝。一個故事要能夠被講述並被社會成

員接受必須具備某種共同感，個體化的苦難只有融入集體

中才有被記憶和講述的可能。這種可講述的共同感依賴一

個社會支配性的意識形態、文化規範和社會習慣，人們對

於過去的記億反映了其當下所處的社會境況，總之， I我

們關於過去的概念，是受我們用來解決現在問題的心智意

向影響的，因此，集體記憶在本質上是立足現在而對過去

的一種重構J 0 32 

從這點出發，我們可以理解為甚麼在李村溝這樣一個

天主教佔主體的村落中，被大家記憶和講述的多是過去的

天主教的苦難，而其他被批鬥者的故事卻被忽視或進綠化

為個體性的呢喃。因為隨著國家的改革開放，有兩個同時

發生的變化:一個是階級鬥爭話語和實錢被否定和拋棄，

另一個是宗教政策的落實和村莊宗教生活的復興。這兩種

變化，使得過去由國家外在強加於村落的階級話語很快消

失，而源於村落內部傳統的宗教話語迅速佔據主導地位。

人們開始使用宗教話語來重新評價和記憶過去由國家主導

的對教會的鬥箏，在我們的訪談中，聽到這樣一個被大家

接受的「故事J : I 以前門爭教會中的積極份子村輸安主

任，在死的時候，身上長滿了姐，滿院飛的是長了翅膀的

重輩子，大家都見過啊! J 33人們正是基於復興的宗教感情來
篩選事實和記憶，以使之符合當下的宗教感情。在村落中，

32 晴布瓦都薯，單線、郭童車擇， (論集體記幢> '頁呵。

33 沈芷蟬(由甜甜aH血ison) 在對山西會另一個很有名的主主教村曹 洞見溝村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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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人常有，惡人善終的事例也不少，但是被人們津律樂道、

進入人們的集體記憶中的卻是「某個」參與迫害教會的惡

人暴死的事件，因為這個事件最能說明教會的神聖性和不

可褻潰性。

同時，在天主教村落中，人們之所以總是願意講述教

會過去遭受的苦難，有其現實基礎。走進天主教村落，會

很容易地發現一種有趣的現象:即「熱鬧的天主教堂」和

「冷清的大隊(即村委會) J '天主教堂是閥門迎客，而

「大隊」卻是閉門運作，這種現實使得人們更熱衷於參與

教會事物，而疏遠村政事物，教會活動成為人們日常生活

中的主導性的公共事務，教會對村民日常生活的介入程度

遠高於「大隊J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更關心教會的事物。

與此同時，在當前村落中的天主教宗教生活，國家的宗教

政策依然在某種程度上延續著過去的限制和干預，國家有

關部門會時常介入和干涉村莊中的宗教生活。這兩種情

說，使得人們更加強化了村民/教徒認為國家在壓制教會

生活的觀念。基於此，人們更顧意將國家現在對教會生活

的壓制與過去國家對教會的門事聯緊起來，形成「教會一

宜生活在苦難中」、「教會只有遭受苦難，才能夠維持信

仰的堅定和教會的廣皇島J (我們在訪談中多次聽到人們類

似的言論)

在教友的記憶講述中，我們可以發現，天主教村落的

集體記憶與主漢生、劉亞秋研究的知青群體的集體記億呈

現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走向，知青對知青生活的回憶是對苦

難原因的選擇性遺忘，呈現出「記憶的黑洞現象」。在知

青回憶中，他(她)們並沒有多麼痛恨建設生活，他們的

苦難邏輯的終點是「無悔」、是「劫後輝煌」式的重生，

知青們的記憶是要將過去和現在的經歷結合起來最入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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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大的社會結構中進行定位。34而天主教村落的集體記憶則

不是要嚴入宏大的社會結構中，相反，它在某種意羲上是

與主流社會結構的脫離。作為天主教徒的村民與知青群體

不同，天主教徒在中國大陸是處於邊緣地位的少數群體。

知青們則不同，他們有表達的能力和機會，有各種途徑來

回憶和建構記億。他們曾經被迫捲入那個荒謬的時代，但

是，現在卻有看安逸的生活。作為現在的勝剩者或生活的

順利者，才會發出「青春無悔」的記憶。生活的順境會抹

平過去的苦難，賦予苦難以積極的意義。但是，那些一直

陷於苦難泥潭中的人，對於苦難的理解，卻只有苦澀，他

們沒有知青們的「劫後輝煌」的經歷。村落中的天主教徒

在對集體記憶的建構過程中，會出於對現實境況的體認，

而呈現出對國家話語的疏離感，他們的集體記憶是從國家

宏大話語和社會結構中「脫般」出來，而將之重新最入到

天主教歷史的大傳統中。

布克哈特 (J臨的 Burck:h訂dt) 曾指出: I或許在所有

宗教當中，基督教，通過對其信徒和殉教者的崇拜，最鮮

活地保留了關於自身發展的記憶。 J 3S天主教村落中人們對

苦難的講述，不僅是對現實境況的回應，而且有其神聖根

源。苦難的講述，是天主教保存自身信仰的傳統。在天主

教的傳統中，苦難本身有其神聖價值，通過苦難，人才能

相似基督。講述苦難，事實上也是在宣示信仰。在訪談中，

我們聽到教友們給我們講述「耶穌就是受鞭打、戴夜冠、

最後被釘在十字架上J ' I宗徒們(耶穌的十三門徒)都

是要麼被砍頭、要麼被釘死J ' I羅馬人那個時候把教友

們燒死、釘死、喂了獅子吃、用油鍋炸死」。新以，對苦

34 劉亞秋. (r青春無悔J ) .頁 65-74 0

3S 布克哈特薯，劉北成﹒劉研蟬.(歷史轉摘) (北京生活讀書新蚵三聯書店 .2腳) • 

買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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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的講述的理解，還應放在人與基督的關係的神聖之維度

來理解。人們講述苦難，並不是要申訴自己受了多少苦，

並不是要追責、尋求迫害者或報復，而是要透過講述苦難，

表明苦難的神聖性，表明基督的勝利，教會的勝利。苦難

講述，本身成了人們信仰實踐的一部分。

總之，在天主教村落中集體記憶的保存，既有其現實

基礎:因為脫離了現實生活世界的事情，是不可能被集體

記憶的，身邊的苦難，強化了對過去苦難的回憶和喚起，

在現在和過去的苦難中，產生一種綿延和連續的苦難感;

又與天主教大傳統中的「神聖的苦難傳統」相連﹒將本地

現實的苦難與天主教會歷史大傳統中的苦難相連，更延伸

了本地苦難的綿延性和連續s性，也更能證明教會的不變本

質，以及苦難的神聖價值。

五、保存集體記值的投術:對支配式權力觀的反思

天主教村落的集體記憶得以保存和延續的社會框架是

基於對當下體驗到的現實的磨難和神聖的天主教苦難傳

統，但是，這種社會框架並不能讓我們更細緻地了解集體

記憶是如何在實踐中生產和再生產的。康納頓指出，哈布

瓦赫的集體記憶的社會框架的概念雖然能夠解釋為何不同

群體會有不同的記憶，但是卻無法解釋社會記憶的持續性

問題.即這些集體記憶在同一個群體中是如何代代相傳

的。康納頓在哈布瓦赫的基礎上，進一步研究集體記憶是

通過何種方式保存下來的，他認為集體記4億是通過儀式、

價習和體化實錢而得以保存和傳承。「過去的意向和對過

去的記憶知識，是(或多或少)由儀式操演來傅建和維持

的 J 36儀式是重複性的，它明確指涉過去的原型人物和事

36 同上，賈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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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而重複性意昧著對過去的延續。通過不斷的儀式重潰，

使之在人們日常生活中不由自主地重複，最終成為沉澱在身

體上的習慣記憶，以此種方式，過去得以很好地保存下來。

在李村講這樣一個天主教村落里，有多種保存和延續

集體記憶的技術。就天主教自身的大傳統而言，同別的地

方一樣，李村溝的宗教生活每年圍繞著聖誕膽禮、復活瞻

禮、聖神降臨瞻禮、聖母升天瞻禮遣回大膽禮展闕，四大

膽禮成為人們分割時間和標記時間的公共時間坐標。我們

在訪談中發現，當人們回憶某件事情發生的時間時，通常

會說「那年的聖誕膽禮前後」、「快過復活膽禮的時候」

「那年聖神降臨瞻禮時候下的大雨」等話語。在以四大膽

禮為「年輪」標記時間的同時，天主教還會在每天舉行彌

撒，每個周日又是禮拜天，禮拜天被認為是「小復活瞻禮」。

按照天主教的解釋，新調彌撒是「祭獻性的紀念一一在它

內延續十字架的祭獻J ， 37它是天主教紀念耶穌受難犧牲和

復活的宗教儀式。天主教會通過每年的禮儀年和每目的彌

撒，既為天主教村民提供了標記時間和回憶事件的公共時

間坐標，而且通過在每日和每遍的彌撒儀式中不斷重獲紀

念耶穌的受難和復活。道過不斷的儀式重潰，天主教會提

醒作為教友的村民不斷體認耶穌的受難和復活，使之成為

「沉澱在身體上的習慣記憶」

除了每目的彌撒儀式之外，李村溝天主教會還開展了

多種形式的活動以保證教友在日常生活中對天主教教義的

踐行。據李神父向我們介紹: I李村溝堂區現在主要做三

方面事情:一、為老年人提供服務，現有團隊:老年人(若

瑟善會)三十人，老年腰鼓團體二十人;二、以中青年人

為對象，主要關注婚姻家庭，現有團隊﹒義工團體三十人，

37. (天主教數理) (香港企敦煌行社，扭曲) ，頁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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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威風鑼鼓團體四十人，青年管弦樂團體二十五人，唱

經班三十人，夫妻團體十九對三十八人，夫妻讀經班十二

人。三、關注青少年的健康成長，現有大學生團體十人、

初中生團體四十人、小學生團體五十人，為學生團體在暑

期舉辦暑假夏令營，培訓大學生、高中生、初中生、小學

生，每期一星期時間，約有三百人左右參加，現已開展五

期。針對以上所有團體，每星期四、五、六、日定期給各

團隊進行培訓。同時，在每年的冬月到農曆新年前夕，每

星期一、三、四以聖經分享的芳式為三百人左右培訓鄰里

和睦。」李村溝的天主教會通過頻繁的教會活動，努力爭

取使每位教友參與到其中一個教會團體，使教會能夠進入

教友的日常生活，並成為其日常生活的主要部分。

天主教會通過各種方式使教友「捲入」以教會為核心

的儀式和團體活動中，這既保證了天主教神聖傳統的延

續，也維持和提升了教會在教友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擴太

了教會對教友日常生活的影響，使得教會成為人們日常生

活和交往中的一個焦點，圍繞著教會的話語也成為天主教

村落中主導性的話語。這一系列的儀式和團體活動構成了

一個以教會為焦點的話語、交往和實踐的場域，它們共同

構成了天主教集體記憶得以保存和延續的技術，也即我們

所謂的「集體記憶保存的技術」。正是教會通過這些「保

存集體記憶的技術J '才使得教會苦難和光榮的歷史和傳

統不斷地被喚醒和反覆提及，才使得人們得以保存和延續

有關教會的集體記憶。

在我們的調研中還發現，李神父早在幾年前已經開始

有意識地組織本地的青年學生對李村溝的老年人(尤其是

七八九十歲以上的老人)進行訪談，讓他們講述他們知道

的該村教會的歷史細節。他的願望是試圖趁這些老人還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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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時候，抓緊對這些老人進行訪談，以期整理出一個李

村溝的教會史。很顯然，對李村溝教會歷史的重新整理，

也屬於我們這襄所說的保存集體記憶的一種技術。那麼，

我們應該如何看待諸種保存集體記憶的技術?我們如何看

待天主教會這一過程中神父、教會精英和普通教徒之間的

關保?

吳飛教授在分析洞北農莊天主教徒運用集體技術保存

集體記憶時，"是用權力的眼光來審視神父、教會精英與普

通教徒之間的關係，他認為「苦難記憶並不是簡單的共享

問題J ' I在教友們的集體記檔的形成過程中，教會權力

到我們廚調研的山西李村構和且飛教授廚調研的柯北農莊有兩點不岡需要特別指出 車

一，呵北!It.莊是一個數桂與非教桂灑居的村莊，在「毆莊的一千宰人口中，也木過有三

百事矗缸，值有七十八戶的主主書生挂在車莊明顯是一個'1 群體，而且在壘飛老師調研

的時間轟鹿莊並咀有常駐的神咒﹒而輯們所調研的李村濤則鏈乎是全部村民都可言仰基督

宗教，且天主教桂佔據組對事數﹒在季村滑天主教會是「主聶哥截1 '作吉普民間宗教的

大教則相對過偉化﹒天主教挂在村莊中昕佔的比童車間，會值得誼會在村莊中的地位、

教會的清理tï式和教桂對教會和教車身甜的幫個tï式產生一定的差異﹒單二，調研時間

的不闕，吳飛矗授對農莊的調研時間壘一九九七至一九九九年，主要集申在一九九八

年﹒自一九人0年代宗教藏東幫貫制來，中國大陸的天主教在一九、0年代至二000

年前聾的近二十年時間畫，主要的工作重心是「價值」 世值中斷了三十年左右的天主

教會，其主要精力集申在校祖中斷丁三十多年的獨撤、建教堂(柯北區莊在一九人六年

間指重建教章，誼和義們昕調研的山西李村講重幢教堂的時間基本一載。其實，中國大

陸的天主教幾乎都是在撞一時間農撞行看基本類似的工作即重童教堂﹒校組彌撤﹒彌

撒:I!Ir萃，而尤其以重建或新建設堂轟工作的重勘﹒植第一小節我們廚引用的《天主教聶

精教區簡史》對季村構的認輸中，可以明顫著出「重建數量」在懷復宗敢放黨以禮教會

工作中的地位對一九八0年到一九九八年誼會歷史的記錄，只記載了在神咒的帶領

下、撞車的共同勢力下不斷地重建和攝建教堂)、培著神職人員、進行禮儀I!Ir草{最主

要的直革是祖據覽二的精神將拉丁文彌撒直品中文彌撤) 'B時有追些在某種程度上都是

，世「外在」的﹒吳飛教授的調研時間則盧封建一戰復階獸，廚以，他才會根據當時的

調研得出造樣的前接 「他們闢ιb的只壘儷式改革的完成，而不是宗教輔神的轉壘圖 J

(吳飛， (麥芒上的聖盲> '頁 59) r現在的誼會則主要限對宗教儡式的拉爾除去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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麓的彌撒和各種里事之外，誼會很少觸E農村生活﹒ J r由請串觀賞扇挂繭的缺乏，在

撞車，倫理性的十融也只能成品擇在水面上的對暑，無輯晶晶寶貴在在的實越拉繭，祖

矗I!Ir聖戰友們的日常生活，教皇們廚遵媚的倫理，與大歡λ還是祖有根本的差別﹒天主

教能掏觸及水面凶下的，主要是宗教攝式，而且以鼻禮儀式屆主. J (同上，耳 16)

但壘，與近二十年前且飛誼授調僻的置莊相比，義們現在廚調研的李村諧的主主誼會則

通過多種形式的團體措動進入車直接的日常生活，使誼會成數友們日常生梧的一個主要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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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J 0 39他特別注意在集體記憶建構中的

分層現象 : I社會地位的不同會使人們在運用各種談資的

時候表現出微妙的差異，這種差異又塑造出村中不同的敘

事主流和話語潛流，也就是形成敘事記憶的分層現象。」岫

他注意到在有「神父參加的聊天當然以神父為話語中心，

這是形成主流敘事的重要場合，也是神職人員對普通教友

權力的鮮明體現J '同時， I (教會)精英們對散漫的敘

事與聊天常常有某種色彩鮮明的總結J '他稱之為「總結

式權力」。“總之，在權力之眼下，吳飛看到的是在保存教

會集體記憶中，神父和教會精英利用復雜的治理技術對普

通村民和村落的集體記憶進行有選擇性的篩選、塑造和支

配。此種研究取向，其實是一種「權力範式下的記憶研究」。

劉亞秋指出， I權力範式下的記憶研究業已構成當下社會

記憶研究的主流J ' I社會記憶成了政治權力的一個呈現，

而且，這種思考方式在研究者那襄有時候是無意識的」

在該範式的主導下， I在記憶研究中，很多研究者在做普

通人口述歷史的時候，往往做成了在精英權力影響下的普

通人的生活，似乎離開了精英權力，大眾就化為烏有了，

就難以自己敘事了j 。其實，權力範式下的記憶研究，實

質上是研究者帶看先入為主的支配式權力觀並且還用于中

掌握的知識權力對村落生活的分割，是「拆解個體的生活，

用學術分類話語將普通生活學術化 J 0
42 

其實，作為分析工具的支配式的權力模式應該有其邊

界，我們可以恰當地用它來分析以國家強制力為支撐的國

家記憶對天主教村落記憶的壓制，因為「國家記憶遠比其

39 且飛， (麥芒上的聖曹) ，買 144 • 

40 同上， J[ 114 • 

41 同上，頁 115.

42 劉亞秋， (種集團記官到個體記憶對社會記憶研究的→個民且) ，載《社會) 2010 

年第 5期，買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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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記憶佔據優勢，不僅排斥其他競爭者控制對國家的認

同，而且還由於其效忠國家而維持其領先地位J 0 43支配式

的權力必然會帶來反支配式的抵抗，因此，我們也可以用

它來分析天主教村落通過各種技術保存教會苦難的集體記

憶以對國家記憶進行反抗和突園，這正是弱者對強者進行

抵抗的武器(正如本文在第三節中既分析的那樣)。但是，

將支配式和對抗式的權力模式應用到村落內部的社會記憶

中卻未必與村莊和村民的生活經驗相符，在村莊苦難記憶

的講述中確實會表現出善講訴者和不善講述者，但是如果

把善講述者記億權力的支配者和不善講述者置於記億權力

的被支配的地位，卻是育過其實的。用權力模式來肢解和

分割村莊和村民的生活世界，誤讀了其實世界，背後的原

因是研究者用「權力」的「先見之明J 去搜尋資料以印證

權力理論的無往不勝。而且，在實踐中或許也有負面作用，

它通過顯性的文本刻寫實踐影響無文本的隱形實踐，使人

們質疑本來正常的講述和記憶是否確實隱含著支配關係'

是否自己被新謂的講述精英新支配，使得正常的記憶實踐

無法正常進行。它顛覆和扭曲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對普

通村民日常生活進行人為的分類、分割，破壞了普通村民

的無意識的團結感。

我們在李村濤的調研過程中，觀察到的卻並不是這種

神父和教會精英對普通村民教友的權力遊戲，相反，正如

劉亞秋所言﹒「大眾與精英記憶並非總是對立J ' r這種

集體記憶並不是堅硬的，而是一種對話協商」。料這種記憶

是天主教村里的一種集體協作，這種集體語言和集體講述

的形成並不是 A對B 的權力支配和治理技術，它是天主教

43 奧利克、最寶斯薯，周軍水編譯， (社會記情研究提「轟禮記幢」到記槍實臨的壓史

社會學) ，載〈且想戰銀} 2011 年第 3 期，頁 15 • 
44 劉亞秋， (從集體把信到個體記億) ，頁 2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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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共同體在共有經驗的基礎上的集體回憶，是在集體框

架下的共同建構。在這種共同建構中，同代的人和/或不

同代人交流和講述，互為講述者和傾聽者，通過彼此相互

的講述和傾聽，使得「個體把自己處於自已經歷範圈外的

事物也納入自己的感知中 J '在這種互動中， I記憶不僅

充滿了個體對自己經歷過的事情的回億，而且也包括他人

對他們自己經歷過的事情的回憶。他人對那些往往先於個

體本人經歷的事情的報道以及出自各種不同年代的文字材

料，促使個體在繪製自己『更大的自我』的國像的時候，

把那些不久或很久以前就在他本人經歷範圖以外發生的事

情也納入自己的考慮之中了 J 0 45在講述和傾聽的互動中，

人們甚至會共同對某些事件添油加醋，存在看多重渲染的

成分。但是，這些添袖加酷和多重渲染卻為大家共同接受，

融入人們的共同記憶中。它們之所以能被接受，是因為人

們的這種想象合乎天主教村落的集體道德框架。人們共同

建構和編制集體記憶的主要目的是讓「教難」的故事具有

可講述性，進而具有可流傳性。通過對教難的回憶、編織

和講述，驗證「苦難的教會」這一既具有苦澀性又具有激

勵性的教會形象;同時，也是在傳播教會戰勝苦難、超越

苦難的勝剩的教會、榮耀的教會的形象。苦難記憶的建構

木只有建構的意義，而且也還有批判性的取向，在教難的

記憶中不斷地對堅貞不屈的神職人員和教友受難形象的重

新喚醒，以此來批判對當前部分神職人員的不滿，可以說，

對「老神父」的記憶形象成為評判現在神父們的一個標準。

因此，如果說在天主教村落集體記憶的建構中存在看某種

權力開僚，那也不是A對B 的支配式的權力關係，而是一

峙，哈拉爾德韋爾聾薯，季娥﹒主立君、自蝠噩釋 ， {社會記憧歷史‘回信‘傳承> (北

直北京大學出版社，油12) ，買 12-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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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無支配的共享式的權力關係，這種權力開係是人們共同行

動的能力，是「從一塊行動的人們中間生變出的力量J 0
46 

六、結語

通過對李村講這樣一個小村莊的考察和分析，我們發

現置身於天主教村落中的教友對本村天主教歷史的記憶與

國家語言吾相契合的魯蔡的《李村溝的故事〉中記錄的天主

教形象是截然相反的。天主教村落的教友們即使在試圖全

面控制社會的全能主義體制下，依然隱秘地以各種方式保

持著自己的信仰和宗教生活，以這種集體默契的反支配的

權力的實踐方式，天主教的聖潔道德形象並未在強大的全

能主義的支配下記憶改造運動中消失，這從某種側面證明

了全能主義企圖的失敗。改革開放後，宗教政策一且落實，

人們的宗教生活迅速復興，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主要部

分。天主教村落憑藉傳統的彌撒儀式、豐富的團體活動、

有計劃地對村落天主教歷史的收集和整理，保存和延續著

天主教傳統記憶和解放以來的受難記憶。天主教村落保存

和延續的集體記憶並不是要試圖般入國家宏大的社會結構

和話語，相反，由於面對著現實中的國家對宗教生活的干

涉和限制，他們所保存的集體記憶呈現出與國家諾諾「脫

散」的趨勢，他們對教會苦難的集體記憶是要重新般入受

難的天主教神聖大傳統中去。在對天主教苦難的集體記憶

的保存中，天主教會利用了多種技術以使得人們能夠記住

且傳延教會的苦難歷史。這些保存集體記憶的技術並非像

在集體記憶研究中主導性的權力範式昕描述的在神父、教

會精英和普通教友之間存在著支配式的權力開僚，相反，

它們是一種共同協作的結果，是一種共享式的權力開係。

46 阿倫特薯，王寶庫暉， (人的境說) (上海上陣λ民出脹社， 20個) ，買 157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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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式的權力開係並不能完全解釋既有的社會現象，如果

草率地利用支配式的權力關條來偵查日常生活，則可能導

致知識權力對日常生活世界的入侵和肢解。支配式權力既

不是無所不在的，也不是無所不能的。

關鍵詢:苦難記憶集體框架技術支配式權力

共享式權力

作者電部地址: yanfeifei03@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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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efore C凶na c缸ried out reform 祖d op血 policy，

Catholics have long been ∞nsidered to be the tools of the 

irnperialis個They have been attacked and banned. This ar世cle

is a study of how the Ca也olics nowadays reme血lber 由is

history. After an 血.-depth investigation in Licungou Village, 
we found 也at 也e 也eme of the Catholic Church' s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Catholic Village is “ suffering". This collective 

企缸nework is a combination of its 間a1ity and the idea of div旭e

suffering 旭 the history of the Ca血。lic Church. Under 由is

∞llective 企amework， the Ca:血。lic Church 聞自 rih過Is，

commu且可 activities, historical collections and other 

techniques to constantly awaken the Catholic Church's 

collective 血自由旬， so that 也.e suffering and glorious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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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the Catholic Church can be preserved. Howev缸，也e

techniques of 也is collective m間lOry does not work under a 

dominant power system, but under a non-dom扭曲t

power-sharing system. 

Keywords: Su宜組ng Memory; Collective Fr阻lework;

Technology of Collective Memory; 

Dominant Power; Shared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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