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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江南村妇的日常空间

小 田

摘 要: 在近代农家生活中，为了满足生计和信仰，以及探访、休闲等生活诉求，妇女们需要与一定地

域内的诸多经济结点( 主要是市镇) 和某些圣址( 主要是祠庙) 保持着经常性联系，家庭与边缘点之间构成

相应的生计半径和信仰半径; 村妇的日常空间就生成于这经常性的关联中，显现出日常空间的“理想类

型”: 以村妇家庭为中心的十里辐射范围及其常态。考虑到相关时地因素，近代江南村妇日常空间的实态

当比理想类型更为具体而生动。日常空间关乎村妇生活的有效范围，先行的共同体和“× × 圈”理论有可

供汲取的养分，但我们沿着以村妇为主体的思路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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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乡村妇女生活共同体，①日常空间意味着一种常态的生活范围，在此范围内人们通过比较密

切的互动而彼此熟识; 它由以家庭为中心的多种生活半径而延展。
以俗民大众为中心的人类学，特别关注作为日常空间的社区，理由很简单: 以全盘社会结构作为

研究对象，这对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空间，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

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这就是社区; 而“社区分析的初步工作是在一定时空坐落中去描画出一地

方人民所赖以生活的社会结构”; 费孝通先生认为，“如果历史材料充分的话，任何时代的社区都同样

可作分析对象”。②

事实上，不少中外学者早已注意到传统中国的日常空间，并进行了更具历史本位的界定，而有

“集市社会”、“市场共同体”、“豪族共同体”、“自治的小单位”云云。③ 应该说，学界关于祭祀圈(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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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在“共同体”概念的发明者斐迪南·滕尼斯( Ferdinand Tonnies) 那里，共同体是存在弹性的: 可以是一个家庭、一
个望族、一个部族，也可以是一个邻里、一个村庄、一个市镇。这里的“市镇”，译文用的是“城市”:“从外表上看，
它无非是一个大的村庄、众多相邻的村庄或者由一个围墙环绕的村庄”。参见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
会》，林荣远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75—76 页。
费孝通:《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年，第 92 页。
相关理论如美国学者施坚雅的著名模式，参见施坚雅: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年。关于费正清的“集市社会”，参见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7
年。关于西达·斯波科尔的“市场共同体”，参见黄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 中华书局，1986
年。关于日本学者谷川道雄的“豪族共同体”，参见谷川道雄: 《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北京: 中华书
局，2002 年。关于蒋梦麟的“自治的小单位”，参见蒋梦麟:《现代世界中的中国———蒋梦麟社会文谈》，上海: 学林
出版社，19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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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圈或庙界) 和婚姻圈( 婚姻半径) 等①问题的讨论也与村妇日常空间的论题相关。社会史当然不能

满足于这些泛化的模型建构，而应该赋予相应的日常空间以更加具体的历史内涵。毕竟，这一空间里

“总是存在着进行日常生活的人。正是他的日常生活结合着他的空间”; ②特定时代特定群体的实际

生活经历，界定着他们的日常空间。近代江南村妇的日常空间状态，主要通过生计和信仰追求得以

呈现。

一、农家生计半径

在近代农家生计活动中，妇女们需要与一定地域内的诸多经济结点保持着经常性联系，家庭与结

点之间构成农家生计半径; 村妇的日常空间就生成于这经常性的经济联系之中。
依傍村市的简单商品交换是村妇们最经常的行为。③ 晚清苏州光福山中，山农与渔民生计不同，

但都离不开村市:“卖花挑菜踏歌连，村女邻娃袂共牵”; ④“渔家生计太湖边，网得鲜鲜趁市廛”。⑤ 民

国前期，来自上海枫泾的著名画家丁悚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幅写生: 在“水流人外”的村落，一位少妇

薄暮从村市转归，诗云:“沽酒摘花归去早，省教老父出柴门。”⑥江阴青阳村妇们常常将家庭日用品的

购买安排在雨日: 趁得空闲上街去，买点农具买点盐。⑦ 事实上，简单商品交换普遍存在于前近代乡

土中国———小农家庭无法完全自给自足，而必须以商品交换进行周济。这样的交换在明清江南乡村

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并催生出大量的专业性市镇。日本学者滨岛敦俊注意到，“农民们与流通过

程经常接触，必然引起其生活空间的扩大”———超越了聚落或“社”的层次，并向以市镇为中心的领域

扩展。⑧

1850 年代以降，伴随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渗透，江南乡村日益商业化，农家生计更深地依赖

乡村市场的枢纽。清末时女子的“裹脚布”都可以在乡下市场买到了: “包脚布，的四方，买来好包脚

一双”，有人觉得奇怪:“如何( 宁波) 脚带竟出名，四乡八镇销场远”? 晚清洋货毛巾取代了“揩面布”，

“乡妇近来思想新，也能机上织毛巾，携来一并街头卖”。⑨ 诸多的家庭消费需求无法自给，村妇为此

频繁奔波于庭院与市镇之间。这些日常需求在村市就可以基本得到满足。在这里，庭院与村市构成

村妇们的基本生活半径: 庭院是日常空间的中心，村市是边缘点。
然而，市镇在村妇日常空间中的意义绝不止于简单商品交换; 作为江南村妇最重要、最基本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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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林美容:《由祭祀圈到信仰圈———台湾民间社会的地域构成与发展》，见张炎宪编:《中国海洋发展史论文集》
第 3 辑，台北: 中研院三民主义研究所，1988 年; 王健:《利害相关: 明清以来江南苏松地区民间信仰研究》，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年; 张宏明:《民间祭祀中的义务性和自愿性———祭祀圈与信仰圈辨析》，《民俗研究》2002
年第 1 期。
阿格妮丝·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1990 年，第 255 页。
樊树志根据居民户数对江南市镇进行过一个粗略的划分: 数十家者为村市，千户以上市镇称为大镇，介于两者之
间的市镇为大多数，一般在 100 至 300 家者之间。以此我们将江南市镇层次简单概括为: 大镇—中型镇—村市。
参见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 99 页。费孝通描述了江南市镇的实际情
形: 开弦弓村市是“消费者直接购买货物的初级市场”，“村庄所依托的城镇，就是航船每天去的镇，叫震泽，在村
庄以南约 4 英里的地方。其实，这个镇没有垄断这个村庄的全部贸易活动。在北面，还有一个镇，叫大庙港，离村
庄约 1． 5 英里，在太湖边上”。大体上，开弦弓村—大庙港—震泽对应于村市—中型镇—大镇。参见费孝通:《江
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181—183 页。
汪芑:《光福竹枝词》，见王利器、王慎之、王子今辑:《历代竹枝词》( 四)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3036 页。
何广生:《光福后竹枝词》，见王利器、王慎之、王子今辑:《历代竹枝词》( 四) ，第 3084 页。
丁悚:《民国风情百美图》，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年，第 98 页。
参见江阴市青阳镇委、镇政府:《青阳镇志》，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461 页。
参见滨岛敦俊:《明清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朱海滨译，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177 页。
《图画日报·营业写真》，见王稼句编纂:《三百六十行图集》下册，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2002 年，第 379、345 页。



计，近代性女红①首先必须依赖市镇的周转而实现价值。以常熟为例，近代棉织女红需要的布机常常

由工场主提供，俗称“放机”: 商人或工场主事先置备原料和工具，之后回收制成品。②花边出产程序

与此类似: 商人将已经印好花样的原料如竹或麻布、花线等分发给村妇，村妇逐日编织，完工后交花边

商，领取工资。③从中不难发现，工场主或商业家在支配女红生产的同时，也导向着村妇的行踪。千年

滨江古镇福山，向为防务要冲，也是鱼盐集散港市，同时满足着周边村落的日常生计所需。当地农家

大多自备土纺土织工具，妇女们自种棉花，加工成絮棉，自纺自织; 贫困之家少量自用，大部分销售给

镇上商行“纱布庄”。从清末民初开始，镇西及西南各村妇女为棉织工场主所控制，盛行所谓“织交

布”。福山镇规模最大的纱布庄是“吴大隆”，稍后继起者有永丰、永盛、赵章记、谢宝泰、慎余、慎和、
慎昌、洽和、曹芳记等。交还土布的村妇为此常常往返于村落与福山镇之间。福山南部村落的农妇则

将花边刺绣就近交于王市镇，这里有代理花边商。④看起来，只有周边村落的花边刺绣达到一定数量，

花边商才会在某一市镇设点收发; 当然，花边商也可能先在市镇设点以鼓励村妇从事该项劳作。1917
年，以浒浦村姑季根仙为先导，从上海学得的花边刺绣技艺迅速普及于常熟乡村，许多商人通过各自

的关系与上海花边商联系，在市镇代发花边。⑤据 1921 年的资料统计，邻近浒浦的白宕桥、西周、碧溪

和周泾等 4 市镇，花边商达 20 多家。1922 年由王式金、王兴山为首集资 2 000 银元，成立“茂源花边

公司”。⑥于是，花边女不得不经常与镇上花边商打交道，《担花边》谣:

中华民国十三年，条条巷埭做花边。头发梳得蛮光鲜，士林布旗袍罩外头，长统丝袜吊起点，

鸭舌头鞋子丝沿边。扯歪扯歪担花边，一担担到花边店。俚块花边做末做得蛮光鲜，可惜摸勒黑

则点! 先生先生铜钿有处少额( 扣) 点? 一额额则二、三千，转去客煞、浮尸骂则三日三夜天。⑦

生计所系，尽管艾怨纠结，村妇们却不会轻言放弃。

① 参见小田:《论近代性江南村落女红》，《中国经济史研究》2010 年第 3 期。按，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江南乡村，
传统和新兴的女红与近代工业形式发生了重要联系，“变成了工厂、制造厂、或货栈的厂外部分”，从而具有了资本
主义性质。参见马克思: 《资本论》第 1 卷( 上) ，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302 页。

② 参见《常熟之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 214 期，1927 年 6 月 4 日。
③ 参见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 未刊稿) ，1952 年 12 月，第 408 页。
④⑤⑥ 参见福山镇人民政府:《福山镇志》，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1992 年，第 197—198 页。“交布”亦称“还娘布”，

即“放机布”。
⑦ 参见殷业成主编:《碧溪镇志》，上海: 百家出版社，1995 年，第 191、50、360 页。按，歌谣中某些字词的解释如下:

担: 交，送; 光鲜: 好; 扯歪: 走路声; 有处: 能否; 克煞、浮尸: 骂男人的贬语。
⑧ 参见殷业成主编:《碧溪镇志》，第 47—68 页。
⑨ 参见罗浑:《江阴华墅的劳动妇女》，《申报》1935 年 6 月 2 日。

与简单商品交换不同，市镇在此集散着( 手) 工业品。出于集聚效益的考虑，女红支配者一般以

大中型市镇作为村妇交付点。在上述驻留花边商的 5 个市镇中，王市和碧溪当属大镇，而白宕桥、西
周和周泾等则为中型镇。白宕桥位于碧溪镇域之西 4 里，辐射 10 个自然村; 西周位于碧溪镇域之北

约 8 里，辐射 10 多个自然村; 周泾位于碧溪镇域之南 6 里，辐射 2 里左右，包括 9 个自然村。⑧散布于

这些村落中的妇女，视女红为太平生计，纷纷趋附于大中型市镇。在这里，庭院与大中型市镇构成村

妇们的重要生计半径: 庭院是日常空间的中心，大中型市镇是边缘点。
一部分乡村女工在市镇上班。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开始，一些江南市镇出现近代工( 场) 厂，

以棉织企业居多，多集中于上海、常熟、江阴、平湖等棉产地，一部分乡村妇女成为其间的雇佣劳动者。
江阴华墅一个织袜机的老板有一百多架织袜机，一般都只留着 20 多架机子，雇佣工人来工作，其余机

子则全部发给一般家庭劳动妇女，听任她们织成袜子。⑨1930 年代，苏州震泽震丰缫丝厂开工，竟使

全镇男女比例失调，“妇女之所以超过男子者，盖附近乡村妇女，多至该镇丝厂做工，故妇女人数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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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增矣”。①近代乡村企业多设立于大镇，②因此，庭院与大镇就构成乡村女工们的主要生计半径。
需要注意到，为了家庭生计，村妇也会选择市镇以外的出行方向。近代经营性农场由于产业的性

质显然不可能设于市镇，但它与丝棉工( 场) 厂一样，吸引着周边村落的妇女们。1936 年 5 月 21 日，

是邻近松江的经营性农场播种的第三天，周边“差不多四五里之内的妇女们，都成群结队的一黑早就

奔往那里去……在农场附近的，到场里有工做的时候，如播种呀，拔秧呀，稻田拔草呀，耘田呀……等，

她们都停了摇袜，裸了腿奔集拢来了! 因为每天的工资是大洋四角”。③客观地说，经营性农场数量和

规模有限，能够容纳的村妇也不会很多，就如松江农场，“因为每天工作的需要额是有一定的，自然不

能无限制的来者不拒，因此，以工作的速度和熟练为标准，在上一天放工时预先选定额数，各给与‘下

田证’一纸，备第二天凭票下田工作。但是没有‘下田证’的，往往也是奔来，希望侥幸获得工作”。④

在这里，村妇们在市镇之外找到了生计半径的特殊边缘点。

① 《江苏省吴江县震泽镇经济概况》，《中央日报》1934 年 4 月 23 日。
② 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比如，著名蚕丝业专家费达生在苏州震泽开弦弓村( 江村) 进行蚕丝业改革，开办了“合作工

厂”，部分女青年进厂。关于“租厂搞改革”部分，参见费孝通: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 余广彤《蚕
魂———费达生传》，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2002 年。

③④ 更生:《这一日在省农场》，见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上海: 生活书店，1936 年，第 4·61 页。
⑤ 朱维明:《苏州天平山下的抬轿妇女》，《申报》1934 年 8 月 11 日。
⑥ 王洁人、朱孟乐编:《善人桥的真面目》，吴县善人桥农村改进委员会印行( 内部资料) ，1935 年，第 4 页。
⑦ 《小越神会之热闹》，《上虞声》，1928 年 11 月 30 日。
⑧ 参见童闻整理:《乌镇香市》，见桐乡县文化馆编:《茅盾故乡的传说》( 未刊稿) ，1983 年，第 67—68 页。
⑨ 所不同者，祠庙是“农村短期市场”。参见冯和法编: 《中国农村经济资料》( 续编) ，上海: 黎明书局，1935 年，第

916 页。
⑩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第 81 页。

更特殊的生计半径边缘点出现在苏州乡村。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凡是游过苏州西部山水的人，

如天平山、灵岩山等，大都会对他处所不易看到的轿妇留下深刻的印象。她们来自邻近村落，一俟

“游客上山，都抢着来抬轿子”。⑤这里的“女子完全天足，除在家刺绣外，下田涉水，兼抬山轿，其耐劳

苦甚于男子”。⑥从下文的论述可见，这种生计边缘点的出现，其实跟特定地方的生态环境和文化传统

关系颇大。
祠庙也是经营生计的村妇们经常光顾的地方，特别是在庙会期间。从经济交换关系上说，庙会也

称为“庙市”。庙会期间，祠庙周边哄为市集。1920 年代，绍兴上虞北乡的小越神会热闹异常，“自百

官、马家堰、上塘、谢家塘来越之船纷集，船户利市三倍，缸甏摊设于上街九如堂门口，买者甚众。此外

洋广货，衣服、鞋帽、笔墨、农器，无不齐备。本镇京货业如成丰泰、采生、采彰，泰生各号，顾客猬集，昼

夜不绝”。⑦村妇们不但是购买者，同时也可能是出卖者。她们借庙会之机，出售农副产品，购入生产

和生活用品。比如，嘉兴乌镇香市期间，四乡农民成群结伴，乘了航船或摇着“赤膊船”去赶香市。他

们或背黄布香袋，或拎竹编香篮，顺便捎带自己编制的竹器、芦帚以及各种农产品，去庙中烧香后，便

出售自己带来的产品，选购急需的用品。⑧在这种情况下，祠庙失去了神圣性，对村妇而言，它是与市

镇同样的商品交换场所。⑨从日常空间看，庭院与祠庙构成村妇们的又一生计半径，不过，祠庙这一边

缘点的出现，根本上并不源自生计，而是缘于民间信仰; 民间信仰在生发边缘点( 祠庙) 时依循着自身

的理路。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村庄与村庄之间经济交流很少，换句话说，即他村难以生发为村妇的边缘点。

据费孝通先生的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在太湖流域的乡村里，尽管村庄以大中市镇为经济生活的中心，

但村庄“彼此之间都是独立的。这些村子，做的是相同的工作，生产同样的产品，互相之间很少需要

进行贸易往来”。⑩这说明，在农家生计的意义上，庭院与他村无法构成村妇的生计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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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间信仰及相关活动半径

对于江南乡村妇女来说，与外部环境更必要的联系在于民间信仰。民间信仰常常与某个圣址

有关。①

主要圣址是祠庙。村妇大致在两种场合赴庙: 或者例祭，或者会汛。江南淫祀由来已久，乡村妇

女佞神尤笃。苏州盛泽镇祠庙极多，东西两社庙外，有东城隍庙、西城隍庙、二老太庙、关帝庙、东岳

庙、地藏庙，此外如刘王庙、路头堂、观音堂、圣堂等指不胜屈; 婚姻疾病皆往祈祷。每届朔望，“烧十

庙香”的村妇络绎于道，所谓“女流百事与神谋，十庙香烧心愿酬”; ②正月十二日，是青浦金泽镇庙宇

里的“阴官”开印之日，各庙大门上贴着“某某年正月二十日，开印大吉”的红纸，善男信女们至各庙烧

“开印香”。③ 例行故事，此为例祭。更受村妇重视的是庙会，“三春无事，疑神疑鬼”，形如汛情，是为

“会汛”。期间，“观者如堵，妇女焉得不出”?④ 余姚芦城庙会期间，乡村各个年龄段的妇女都激动

异常:

二月十九芦城庙，黄花闺女都赶到。光棍老倌双脚跳，勤力媳妇饭勿烧。若有一个勿赶到，

头痛痨发脚筋吊。
二月十九芦城庙，礼拜社头真热闹。年轻老妊兴致高，胭脂花粉打扮俏。东约姑娘西约嫂，

又借罗衫又借袄。庙前庙后都赶到，一世为人难得到。⑤

至近代，劳动讲究张弛有节，庙会的现实价值受到一部分人的肯定，对于农民而言，“终年辛劳，

并无一正当娱乐，调剂精神，尤以女子为甚。故于农闲时，则做戏，出会，一方面固为求神保佑，一方面

则为农家乐事”。⑥ 从休闲的角度说，这乐事无宁是旅游。春日融融，“春游更是一种适合人性的要

求，这类的情兴结合了宗教的信仰，就成了春天的进香，所以南方有‘借佛游春’一句谚语”。⑦ 这样，

家庭与祠庙之间构成村妇信仰半径，日常空间就成长于表达和实践信仰的持续活动之中。
村妇信仰半径与圣址覆盖面相关。祠庙覆盖面称“庙脚”，宁波奉化人的俚俗解释颇为形象: 当

地神庙的神，是各村信徒的保护神; 村民们都认为自己是某神脚下的弟子，神能保障他们风调雨顺、五
谷丰登，能为自己脚下的弟子排难消灾，永保太平。⑧ 庙神常常是在庙会中被唤醒的，⑨所以，“庙脚”
也不妨称之为“会脚”，即庙会的覆盖面。很明显，会脚的大小限定了与会村妇的信仰半径。

最小祠庙的庙脚可能仅及一自然村。湖州乡村每每建有社庙( 土地庙) ，一村之公共机关而已，

“平日庙中无甚大事。逢神佛诞日，乡村妇女，多往礼拜，不啻妇女之社交场所”。瑏瑠 此地东乡郑家汇，

相传九月二十五日是土地公公的诞辰，组织者“每雇名优试演各剧，藉答神庥……居民扶老携幼，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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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民间信仰总是伴随着某种传说，而“传说的核心，必有纪念物。无论是楼台庙宇，寺社庵观，也无论是陵丘墓冢，宅
门户院，总有个灵光的圣址，信仰的靶的”。参见柳田国南: 《传说论》，连湘译，北京: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
年，第 26 页。
沈云:《盛湖竹枝词》，苏州大学图书馆藏。
潘明朝主编:《金泽志》( 未刊稿) ，上海，2003 年，第 500 页。
钱泳:《履园丛话》，张伟校点，北京: 中华书局，1979 年，第 579 页。
按，民谣中，“痨发”，“发烧”意。“老妊”，“少妇”意，参见余姚市政协文史编委会:《姚江风情》，北京: 中华书局，
2001 年，第 217 页。
王洁人、朱孟乐编:《善人桥的真面目》，第 41 页。
顾颉刚编:《妙峰山》( 影印本)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年，第 11 页。
参见尹树民:《从戏子拜庙说起》，《中国民间文化》第 18 辑，上海: 学林出版社，1995 年。
参见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452—453 页。
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上海: 文瑞印书馆，1939 年，第 131 页。



聚蜂屯，图饱眼福”。① 建德三都的“二月半庙会”，执事者率一村青年男子参加，规模甚小。② 镇海县

的祈雨节，也是以每一村落为单位，“公推大佃户主其事”。③ 因为祠庙就位于本村，村妇的信仰半径

不过一二里。
绝大多数祠庙的庙脚在 10 里左右。这样的祠庙最普遍地存在于江南大中型市镇上，④它们的庙

脚触及周边 10 里左右的村落妇女。著名作家徐迟的故乡南浔镇，“虽然不大，却有庙宇一百多座”。⑤

这些祠庙的实际影响力当然是有差别的，经常出会的祠庙，对村妇的影响应该更大。在上海金泽古

镇，宋元以来共建有 42 座祠庙，平日不少村妇前去例祭，但周边村妇津津乐道的庙会也就两个: 三月

“念八汛”和九月“重阳汛”。⑥ 从中可以看出两者的区别: 庙脚不同于会脚; 会脚是动态的，在会汛中

运动，显然，运动着的会脚对村妇更具影响力。既然祠庙的会脚在 10 里左右，那么，村妇的信仰半径

一般也在 10 里以内。在常熟支塘镇，正月十三日谓之杨公忌，是夜各庙试灯，“侠少舁花爆至庙场赌

放，村女络绎来观十余里”。⑦

具有特殊影响力的一些祠庙庙脚远远超过 10 里。苏州唯亭之龙墩山，山中某庙于三月二十八、
二十九两日演戏，“四围百里内各村妪佥赴会集，都十万众，舰舟千数百艘，河面为蔽”。⑧ 无锡甘露镇

的烈帝庙“管到十八图地盘的香烟”; ⑨余姚陆埠永观东岳会有 162 个自然村落参与赛会。瑏瑠 西湖灵

隐寺的庙脚踩踏整个江南，村妇们总盼着去那里朝山进香。1940 年代后期，丰子恺先生住在西湖的

时候，每届春秋农闲，成批的村妇经过门口，很入画，便写生一幅漫画《不是急来抱佛脚，为乘农隙去

烧香》; 瑏瑡1950 年代初，丹麦画家比茨特鲁普还速写过杭州庙内“村妇虔诚地拜佛”的情形。瑏瑢 这种场

合，村妇的信仰半径依村妇所在地距祠庙的远近而各自不同。
庙脚的大小跟祠庙所在的聚落性质没有必然的关联。村落祠庙的庙脚未必只有一个村落那么

大，它可以达到一个市镇祠庙会脚的规模。城司是苏州芦墟镇最大的自然村，村中城隍爷在四乡八邻

中影响很大。瑏瑣 更大会脚的村落祠庙在湖州石冢村，是个村市，有庙曰南堂殿。四乡男女奔走若狂，

每年七至九月，烧香船麕集湖滨，日数十艘。瑏瑤 其中就包括数 10 里外的盛泽村妇。
民间信仰半径所标示的不仅仅是空间距离，更重要的是活跃于其间的社会关系，而只有社会关系

的演绎才能实际营造出村妇的日常空间。主要包括: 一是人神关系的沟通。上海金泽村妇每逢灾难

病伤，就至寺庙求签拜佛，祈求神祇指点迷津，冀望逢凶化吉。瑏瑥 庙会时节通常的戏文搬演，也在神的

·17·

小 田: 近代江南村妇的日常空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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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友如 等绘:《点石斋画报》第 12 册，上海: 上海画报出版社，2001 年，第 313 页。
参见程策荣:《建德三都二月半庙会》，《浙江民俗》( 未刊稿) 第 2 期，1987 年 4 月。
基隆客:《祈雨和稻花会》，《宁波同乡》( 台北) 第 41 期，1969 年; 田仲一成: 《中国的宗教与戏剧》，钱杭、任余白
译，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第 313 页。
寺与镇的成长常常相辅相成: 或者因寺成镇，或者寺借镇盛。参见小田:《在神圣与凡俗之间: 江南庙会论考》，北
京: 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190 页。
徐迟:《江南小镇》，北京: 作家出版社，1993 年，第 45 页。
潘明朝主编:《金泽志》( 未刊稿) ，第 533—535 页。
姚文起:《支川竹枝词》，见赵明 等编著:《江苏竹枝词》，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 761 页。
怀冰:《三二八之龙墩山》，《申报》1931 年 5 月 25 日。
十郎:《菩萨上了身》，见茅盾主编:《中国的一日》，第 4·31 页。
参见邹松寿:《余姚庙会调查》，《中国民间文化》第 5 期，上海: 学林出版社，1992 年。
参见丰陈宝、丰一吟:《爸爸的画》第 2 集，丰子恺绘，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第 144—1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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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之下进行:“乡间各庙，多有酬神之举，而观戏之风各乡若狂。”①二是隶属关系的折射。庙会仪式

多表现神明的种种进对揖让，其所折射的无宁是现实社会的权力关系。江南庙会中常有的土地公向

东岳帝解饷的仪式，正折射了其中的隶属关系。沪北江湾镇，乡人每至秋收丰稔，辄由好事之徒刷刊

完饷单，挨户给发，每 3 年解天饷一次，用箔糊之大元宝、黄阡，共舁各乡土地，解至“东岳庙”焚化; 又

舁土地神像出游各村庄，哄动男女，闹热非常。② 嘉善县西塘镇的金七老爷庙会，活动虽然都在镇上，

但通过另一种方式表明了村庄对市镇的隶属性。庙会时，沿街搭有 42 个“社棚”，七老爷以盛大的排

场巡行这些社棚，并在各社棚前停驻，鼓乐齐鸣。③ 这里的“社棚”之“社”当指“村社”;“社棚”之类，

是为安置从村社来镇参诣的社神而临时搭建的小屋。众多“社棚”浓缩了西塘东岳庙的会脚。三是

亲属关系的粘洽。时逢庙会，四面八方的亲友，“从外祖母起一直到自己的女儿，女儿的小姑，几世不

走动了的亲戚，因此也走动起来”，④为尽地主之谊，自当款待，所谓“留戏饭”。1936 年，一位去太仓

璜泾采访猛将会的记者，“踱出庙门，至亲戚家里去吃饭，知道此地的居户，几乎有十分之八，都在当

‘招待亲友’的差使”。⑤ 苏州东郊的胜浦人相信，请了“留戏饭”可以避邪驱恶，祈福禳灾，保佑全村

太平无事。⑥ 久而形成俗例: 农历三月二十八日，凡新嫁娘，“均须偕新郎归宁，赴母家宴，以陪桌愈多

为愈有面子，同时新夫妇由亲友辈伴乘快船，开赴龙墩山观剧。若新婚礼中之度蜜月然，视为紧要之

礼节”。⑦ 余姚梁弄九姥山庙会前几日，家家忙着接亲戚，外嫁的女儿必须请回，故俗有“梁弄的囡女

看一世”。⑧ 亲属关系就在“一世看会”中粘合得很紧密。
生计和信仰半径只是生活半径之荦荦大者，另外可能对村妇日常空间的营造产生一定影响的生

活半径还有两类应当提到: 探访和休闲; 此两者常常与会汛重合。
探访的主要方向是村妇的娘家———村庄偶或镇上，⑨至娘家的距离即婚姻半径，大约 10 里。丰

子恺先生有个妹妹雪雪，嫁在离镇四五里的南沈浜村。瑏瑠 这是水乡的情况。江南山村里的情况，在一

本地方志书《龙井春秋》里记载: 皖南绩溪宅坦村人受到社会环境和经济水平的制约，宋明以来，通婚

半径局限在 20 里范围内。瑏瑡 从胡适叙述母亲的故事里我们知道，宅坦的近邻上庄村，通婚半径 10 里

开外: 母亲家在 10 里外的中屯，她有个姑妈嫁在上庄; 14 岁时，那是 1880 年代，“轮着上庄做会，故她

的姑丈家接她姊弟来看会”。这是皖南“秋天最热闹的神会”，“在上庄过了会场，她姑丈送她姊弟回

中屯去。七月里天气热，日子又长，他们到日头快落山时才起身，走了十里路，到家时天还没全黑”。瑏瑢

山村山高水长，婚姻半径即探访半径略长于 10 里。著名越剧演员王文娟的故乡在浙江山村———嵊县

黄泽镇坑边村，母亲的娘家在距坑边村 15 里的后山镇。瑏瑣 可见，浙江山村与皖南山村的婚姻半径大

致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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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多趋邻近镇村。元宵观灯是村妇休闲的好机会。正月十四日夜，宁波嵊县“各社庙悬灯，妇

女结队同游，谓之‘游十四’”，①灯会与庙会合一。村妇游春未必在庙会汛期，出游多向山野。松江

“男女游山率以三四月，村家居多”，有竹枝词云:“姊妹同登放鸭船，柏枝棚下记山前。村妆不羡衔珠

凤，只买荆钗数布钱”。②

探访和休闲，或者纯粹的，或者与会汛重叠的，在营造日常空间的意义上与会汛大致相同。

三、影响村妇生活半径的因素

基于以上基本生活半径的梳理，可以对近代江南村妇的日常空间做出初步结论: 以村妇家庭为中

心的 10 里辐射范围及其常态。这个辐射距离跟几个因素相关:

其一，市镇布局。江南核心区的大镇间距平均为 24 里，因而对于四乡农家来说，到达邻近市镇的

距离最远大致为 12 里。③ 而许多中型市镇就能满足村妇的基本生活愿望了，在这一意义上说，村妇

的生活半径当在 10 里以内。
其二，交通工具。江南核心区的交通工具多为小木船。水网地带，“柳陌菱塘，板桥茆店……三

里五里之往还，必藉扁舟以从事，否则近在咫尺，鸡鸣犬吠相闻，而带水差违，一如避秦桃源，可望而不

可即。故生长于此者，不独丈夫能操舟，妇女亦能之”。④ 村妇平日到他方的可能距离，1930 年刘大

钧对太湖乡村航船制度的描述可作参考: 湖州市镇各有定班航船，直通附近各村。⑤ 船系木制，一二

搬橹，可坐十余人，“大约每晨由各乡村开船来镇，中午由镇返乡……惟距镇市较远之乡村，开船赴

镇，费时甚久”。⑥ 这是镇乡间的固定线路，倘若趋于另外的生活半径指向，则常常自驾而往。南浔乡

下姑娘至苏州震泽，虽已越省，亦不过十里左右的航程。南浔谣吟:“乡下姑娘春气发，未到清明游震

泽。细钢钿，掐一百; 冷粽子，塞两只。摇船无人摇，叫声东边三大伯。”⑦如果不是航行，而靠腿力，村

妇更可能参加的活动一般在十里以内。1933 年出生的吴新雷先生的幼年经历给我们这一判断提供

了参考: 当时家乡江阴流行地方戏“滩簧”，逢年过节或者农闲时碰上庙会，往往有草台班不收票的野

台唱戏，便和村里的少儿们闻风而动，“只要在十里范围之内，都会结伴而行”。⑧ 十里也应该是村妇

考虑参加类似活动的基本尺度。
其三，共同体关系。生活半径远远超过 10 里的活动不能独立构成常态行为，但加强了 10 里内的

日常行为。远行的村妇大抵是去参加长途庙会的，⑨她们总会结伴而行，无论是路途聚首的，还是在

庙会时交往的，大都为熟人，即在生活半径 10 里内空间中经常互动的人，处于同一共同体之中。清末

四月的一天，余姚姜家渡姜家妇人到百里外的镇海寺灵峰朝山进香，在“烧香船”中遇到了与姜家渡

一水之隔的邵家渡何家妇人，“在香船里( 两个) 老婆子说来说去总不脱各人的儿女事，于是，慢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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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到姜何两家的对亲来了，中间自然有不少的同伴吹嘘着……姻缘天定，一说就成”。① 看起来出

了远路，但交往者还是日常空间中人。
应该指出的是，以上所谓日常空间其实只是一种理想类型( ideal type) ，近代江南村妇日常空间

的实态还应该在共同体之外，从整个地域范围考虑时地因素，以纠正可能的偏差。
首先是生态环境因素。作为整体的地域生态系统，江南地貌呈环状梯级分布: 核心低地，中夹高

地，外缘山丘。② 不同类型的生态环境，适宜于种植不同作物。比如，棉、桑在水乡、高地和山村皆有

生长，但很明显，棉花基本在滨江( 湾) 高地，而蚕桑主要在水乡。不同的作物布局，决定了不同地方

村妇的女红类型，从而影响她们的生计半径，进而间接地作用于日常空间。平湖称为水乡，盛产稻谷，

水稻区内只在零星高地种植棉花，不敷自给，“妇女燃脂夜作，纺织所成或纱或布，侵晨入市，易棉花

以归”。③

处于不同生态环境中的村落，交通条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迥异，历史传统各具特色，遂渐渐铸就

村妇的特定生活模式。这样，在不同类型的村落，妇女的日常空间状态呈现不小的差异，虽说同处江

南。上文所涉，苏州西部村落出现的轿妇生计边缘点，便与生态环境相关:“据云附近因为多山，土地

生产力薄弱，山田是不值钱的，山上又没有出产。男子无所事事，整天都坐在茶馆里谈天”，④“家中的

开门七件事，不用说得，是完全由妻子们维持着的”。⑤ 人文生态加强了自然生态，共同作用于村妇日

常空间。
信仰以及相应的休闲所构建的日常空间，在江南各处的差异也很显著。苏州盛泽与余姚梁弄，前

者是典型的水乡，塘浦纵横，丝绸之都; 后者是典型的山村，层峦叠嶂，竹茶满坡。村妇参与镇域庙会

的频率、庙会活动内容、庙会类型、社会关系的演绎过程等等，两者不可同日而语。⑥

其次是历时性因素。宋元以来，随着江南市镇的勃兴，乡村妇女的日常空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并逐渐定型; 笔者在“近代”共时性的前提下进行观察。事实上，村妇的日常空间在近代期内亦不

是一成不变的，而以 20 世纪前后的变化更为明显，尤其在受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势力渗透比较深的上

海周边地区。如青浦盘龙镇，俗务纺织，晚清同( 治) 光( 绪) 年间，“里妪抱布入市，易木棉以归，明旦

复然”。⑦ 在这同时，洋纱洋布逐渐盛行，女红被夺，村妇与市镇的联系被另一种纽带所取代。1930
年代中叶后，嘉定近城一带如东门外、澄桥、徐行等处更有新兴之毛巾工业，农家妇女于农隙时前往工

作。⑧ 在沪西“一个聚族而居的村庄”里，没有可供选择的女红，村妇们便进了工厂，“早上绝早就起

床，工厂路远的得跑三五里，十二个钟头的劳动”。⑨ 至 1936 年，在上文所及“邻近松江的经营性农

场”、“周边四五里之内的村妇们”，便有了更多的生计选择:“平日除帮助父兄农作外，唯一的副业就

是摇洋袜，有的直接到厂里去做，有的就拿到家里来做……到场里有工做的时候”，又会去做工; 瑏瑠她

们的生计半径方向为之增多。民国末年，嘉定新泾镇西岸有毛巾厂，以达丰棉织厂为最大，妇女得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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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农村赖以挹注。① 上海乡村的有利区位和相对发达的经济水平成为江南村妇日常空间变化的

前沿指示器。
考虑到这些因素，实态的村妇日常空间应比“理想类型”更为具体而生动。

四、结 语

普通民众的日常空间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论题。先行的共同体和“× × 圈”理论叙述有一

些养分可以汲取。从村妇活动指向看，其日常空间最重要的辐射方向是邻近的市镇，因为多条生活半

径都指向市镇; 这就是“× × 圈”的实质，它着眼于某种客观事物作用的边沿。而共同体更强调关系

的互动，因此，所谓的村妇日常空间不仅是辐射范围，更指一定范围内的生活状态，是生活关系的动态

显现。我们发现，两种思路相结合，由常态生活行为作用而成的日常空间，从距离上看就是对某些生

活半径的经常性重复。
村妇日常空间的考察以不同的思路接着说。日常空间首先体现为辐射范围，也体现为社群关系

的互动。然而，注目于社群或圈子里的特定群体，我们发现，实际的社群关系总是某类人的关系，圈子

里事物的作用也只能依赖于人的互动，而以不同群体为中心产生的互动关系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地位

不同，性别不同，劳作不同，年龄不同等等，与他人的关系状态就会完全不同; 以某类群体为中心的关

系圈子，也无法以现成的“× × 圈”来概括。
我们无意于批评作为比照对象的相关理论和叙述，因为各有各的关照焦点; 焦点不同，结论自然

不同。对村妇日常空间的观照，首先源于庶民俗众的生活特点: 她们没有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只有

日常生活，而“日常生活具有边界，它是我们行动和运动的有效幅［辐］射的极限。对一个终生从未离

开他［她］的村庄的村民而言，村庄就是他的边界。它包含双重含义: 首先，他们从事的一切，都必然

以他［她］在这一范围内而不是别处所经历的东西为动机。其次，他［她］的活动的有效半径，不会拓

宽到这一边界之外”。原来，日常空间对于传统社会民众的影响是决定性的，日常空间“根本的是我

们活动的有效范围问题”。② 空间的本质恰在于此。一定时期乡村女性的生活体验、价值观念、活着

的意义，等等，都与她们的日常空间密切相关。

( 责任编辑: 王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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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ante-factum view from Hegels post-factum view． By introducing the second reversal，Karatani opens up a new possibility for reex-
amining communism，its failure and possibilities． In this paper，Karatani also introduces mode of exchange to substitute mode of

production in order to reconstruct Marx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Criticism and Causes of Wen Yiduo Criticized on the The Pre-Raphaelites Li Leping
To pursuit both theory analysis and practice which are courted a poem painting congenial，Wen Yiduo a paper about The Pre-

Raphaelites in 1928，which was the art of Dutch act for Painting-in-poetry，and there is poetry in a painting． He stressed the paint-
ing the beauty of their own，especially criticized the artistic creation of painting thoughts，showing his reflects the extreme pursuit of
aestheticism and confrontation of utilitarian value orientation of art． At the same time，through the criticism on the confusion of The
Pre-Raphaelites about religion and moralism，he also indirectly and implicitly criticized the left-wing literature，advocated the revo-
lutionary utility to replace the orientation of literary value．

Playing with Japanese Words: Studies of Cao Yins The Joyous Japanese Songs Tang Quan
The Joy in the Time of Peace and Prosperity by Cao Yin( 1658 － 1712 ) ，is a drama of uniqueness involving foreign subject

matter． Its 8th Act，entitled Japanese Poems on Lanterns，talked about King of Japan paying tribute to Chinese emperor，and most
parts of it were written in Chinese characters carrying only sounds． Cao Yin called them woyu ( the Japanese language) ． But what
does this kind of unprecedented woyu intend to convey? And what i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behind these imaginary woyu?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terpret this work based on results from the Japanese scholars on Chinese-Japanese vocabulary，compiled in the

Ming Dynasty，studies and to research into Cao Yins knowledge about Japan through text analysis．

Country Womens Daily Space: the State of Modern Southeast China Xiao Tian
In the farmer household life of modern times，women need to keep constant contact with some economic centers in a definite re-

gion ( mainly a town ) and some holy spots to satisfy the life appeals such as livelihood and belief along with visits，leisure and so on，

forming a corresponding livelihood radius and a belief radius between the farmer household and the above-mentioned centres and spots．
The country woman daily space，which just grows through this regular contact，develops their ideal type，which takes the influence ar-

ea and its daily state of five kilometers away from country womens home as the best． Considering the correlative factors of its epoch

and region，the actual conformation of modern country womens daily life in the southeast China is more substantial and vivid tha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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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l type． Daily space concerns the virtual scope of country womens life． Many former theories about community and such-and-such
circle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but we may continue to study down the train of thought of taking country women as centre as well．

The American Academic Origin Formation of Sociological Theoretic System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Yan Shuqin

The core of the sociological theory in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is that sociological researching object is social behavior; soci-
ological studying basis is social cultural analysis． This sociological theory was advanced by the sociologists who had studied sociolo-
gy in USA，basing on synthesizing the American newborn sociological theories，such as social behavioral analysis，cultural sociolo-
gists．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ral analysis whose researching base 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advocates that sociology should inves-

tigate peoples exterior behavior． Cultural sociology whose studying center is Columbia University advocates that sociology should in-
vestigate social culture，borrowing the method of American cultural anthropology．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American academic im-
pressions in sociological theory in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the sociologists strived to improve American sociological theories so
as to form Chinese own sociological theoretic system．

A Compare of Learning Succeeding Between the Zi and Jing Li Rui
It seems like the learning of Jing and Zi are two idea resources which are not correlative each other，so that some people said

that the Zi Epoch had gone into Jing Epoch in the Han Dynasty． However，there is a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Zi and Jing． Every Zi
has its own Jing，and many schools study the Poems，books and Liyue too． We should coequally look on the Zi and Jing then．
Many idea schools succeeded Jing，which are the resul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Zi，especially in the aspect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succeeding of a school． Only to the Han Dynasty，the Jing and Zi come to have discriminations gradually after the court
mounting the Doctors of Five Jing． It looks like the schools of Ru succeed when the court mounting the Doctors of Five Jing for they
think much of the Poems，books and Liyue，but they lost to puesue the Tao as a school of Zi．

Languages and Texts: Buddhist Sūtras in Transformation and Translation Wang Bangwei
Scholars have discussed a lot on the translations of Buddhist text． For those studying in Buddhist history and literature，the

discussions mainly focus on the way and technology in which the texts being translated，or the words and terms which the translators
used．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theory of translation the discussions are somehow of macro-orientations to investigate the topic with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and literature comparison． Being different from these discussions，this paper will not focus on any translator or
text or any theory which assumed to apply in translation，but just to raise a few questions related to Buddhist languages，texts，and
try to answer them through tracing their origin，transformation and translation at various stages． By this way，a clearer picture may
be gained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lation of Buddhist texts which happened continuously in last two millenniums．

The Third Urban Aesthetics: Heterotopology or the Mirror of Cities Gao Xiaokang

Lefebvres theory on three spaces and Foucaults talking about Heterotopology are significant for researching on urban aesthet-
ics． Contemporary urban aesthetics mainly research in dualistic ways: urban construction and abstract cultural studying． The com-

mon presupposition of the dualistic researches is spatial uniformity． The third urban aesthetics come from the concept of Lefebvres
the third space has broken the traditional aesthetic idea about unified space，and led the researching of urban aesthetics to research
on Heterotopology． This study has broken the utopian imagine of cities，found the existence of backstage of cities，and help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urban spaces in modern China．

Literature，Criticism and University Cao Li
This paper，taking literature is a criticism of life as a point of departure，reviews and analyzes the British humanist tradition of

criticism as represented by Matthew Arnold and F． R． Leavis． It then illustrates the social function and cultural mission of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criticism in particular historical moments in order to reveal that criticism is bound up with not only literature but also
culture and education———it is part of modern life． The paper finally concludes the critical tradition，formulated decades ago in Brit-
ain，is of useful reference to the present course of literary criticism，cultural renewal and higher edu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 下转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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