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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族度戒仪式新探
——广西贺州威竹村个案研究

张泽洪

度戒是瑶族社会传承久远、至今沿用的仪式#基于广西贺州威竹村的实地调查，本文指出，度

戒仪式并非学界一般认为的瑶族社会为青年男子取得成年社会地位及宗教法事参与权而举行的

“成人礼”或“入社礼％而是给受度师男传授道法的传度仪式#师男受戒之后，社会地位提高，被公
认为本族群的真正后代，可获得担任村寨头人（瑶老）和师公、道公的资格#瑶族度戒仪式是道教

在南岭走廊广泛传播及其深刻影响瑶族社会生活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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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泽洪，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教授#地址：成都市，邮编610064#

一、问题的提出
度戒是瑶族社会传承久远、至今沿用的仪式#瑶族勉语①称度戒为“抖筛％tou22si3）,也
就是“度师度戒”是学界长期沿用的习称#史籍和民族志资料中称之为度身、度法、过法、
斋刀、打幡、打道箓等#民国《乐昌县志》卷3《徭俗》载'徭甲死前，必以方术授其人，谓之渡

身#②根据民族志资料和碑刻族谱资料，瑶族度戒至迟在元末明初已经形成#度戒仪式中经

历度戒者要取法名，因此法名是判断度戒出现的重要依据#瑶族学者张有隽调查了广西十万
大山盘姓瑶族，指出这些瑶族每代都取有法名 ，以每代二十五年计，说明盘姓瑶人至迟在明代
已度戒取法名。③在广东连南南岗发现的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和崇祯十三年（1640）的墓碑
中，墓主署法名为“唐法宽公一郎％唐法松公 ％根据墓碑所记生卒年庚推算，最迟到明嘉靖

（1522-1566 ）时，连南瑶族开始度戒取法名。④根据连南南岗一份盘姓族谱记录 ，盘姓瑶族在

*本文系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 “道教与西南少数民族宗教比较研究％项目编号：Skqy201765）和
2015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瑶族宗教经书与道教科仪经书文化内涵比较研究％项目编号'5AZJ006）的阶段性研

究成果，受到四川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与中华文化全球传播学科群建设专项经费资助。感谢参加调查的研究生马志伟、张继
驰、高彩虹。对匿名评审专家和《民族研究》编辑部刘海涛的修改意见特致谢忱#
①

勉语是瑶族中自称“勉”或“优勉”的人使用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瑶语支 #使用人口约100万#

②

刘运锋修、陈宗瀛纂：《乐昌县志）1931年铅印本#

③

参见张有隽：《十万大山瑶族的道教信仰.《民族研究集刊）1986年第2期#

④

参见《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广东省编辑组:《连南瑶族自治县瑶族社会历史调查.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7年版，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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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岗定居已24代，其一世祖法名为“先师八郎”，二世祖法名“法灵四郎”，24代人中每一世祖

都有法名。①按每代25年计，他们已有500年历史，说明约在元末明初之际 ，南岗盘姓瑶族就

度戒取法名。②时至今日，在广西贺州、昭平、金秀大瑶山、十万大山，湖南江华、蓝山，贵州荔

波，云南文山、红河、就腊等地的盘瑶、蓝靛瑶社会中，度戒仪式依然有很好的传承#
度戒仪式历来是瑶学研究中关注的热点#中外学者对其内涵和文化意义，已有不同维度
的解读和研究#民国时期庞新民《两广徭山调查》就注意到度戒在瑶族社会中的重要性：“'度
身'为徭人一种极大典礼 ，或称之曰'大登科'意谓'度身'之人，其知识本领皆因之增进 ，能为村

人所重视，为村长者亦皆必曾'度身③关于瑶族度戒的性质，学界主要有如下观点：
其一，“入社式”说。杨成志《广东北江瑶人的文化现象与体质型》谈到瑶族的度身，认为

“是一种原始社会的入社式'Initiation，的遗俗”。④梁钊韬《阳山县上0同瑶民社会》指出上0同瑶

民之度身，“即所谓'入社式'，瑶民至成年即可邀集亲友举行 ，其目的乃为取得社会地位与宗教
法事之参与权”。⑤张有隽《泰国瑶族的宗教信仰》沿袭入社式说并融入宗教概念，指出：“根据

瑶族的教理教义，挂七星灯是比挂三台灯高一级的入社宗教仪式。”⑥其二，“成年礼”说。20世
纪80年代以来，瑶学研究逐渐成为国际性学科 ，度戒为瑶人成年礼之说颇为盛行 ”徐祖祥认
为“度戒和挂三台灯仪式在历史上曾有男子成年礼的意义”。⑦其三，“功德修成”说”日本学
者竹村卓二从度戒者社会地位提升的角度 ，称瑶族挂灯为功德修成仪式 ：“作为瑶族的族籍只

限于通过了包括成人仪式的最初阶段的功德修成仪式叫做'修道'（flu too）”； “瑶族男子12、
13岁时，被赐与成人名，同时要通过兼带成人式的最初的功德修成仪式 ，取得作为瑶族社会正
式成员的资格本身就是仪式的原则”。⑧他所谓功德修成仪式包括成人仪式或兼带成人式 ，其
实仍隐含成年礼的定性 。除了上述三种代表性观点之外，也有少数学者，如云南瑶族学者黄贵

权等认为：“瑶族度戒是瑶族道教的入道仪式，只在某些地方某些支系带有作为极次要意义的
男性成年礼意义。”⑨
受学界的“成人礼”之说的影响，目前出版的有关瑶族文化的各类书籍、报刊、新编地方志，

甚至文学作品，盛行“成年礼”之说”《灿烂中华文明•民族卷》中说:“大多数瑶族人家的男孩 ，

长到十二三岁时，行成人礼，都要领受一次瑶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教育—
—'度戒'”*2009年
8月7日《湖南日报》以《中日学者研讨瑶族“成人礼”》为题对“2009年湖南瑶族传统文化研讨
会”进行报道，称“'度戒'是瑶族男子一生中最重要、最隆重的成人传统礼”。⑫新编《绿春县
志》说:“瑶族男子8〜16岁要举行成人礼的'度戒，活动。”⑫当代作家王青伟的小说《度戒》，描
①

参见张有隽'瑶族传统文化变迁论》，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18页”

②

参见奉恒高主编'瑶族文化变迁》，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第317页”

③

参见庞新民'两广猫山调査》，中华书局有限公司1935年版，第39 — 40页”

④

参见杨成志'杨成志人类学民族学文集》，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 — 262页”

⑤

参见梁钊韬'梁钊韬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4年版，第9页”

⑥

参见张有隽'张有隽人类学民族学文集》（上册），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第353页”

⑦

徐祖祥'瑶族的宗教与社会一一瑶族道教及其与云南瑶族关系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2页”

⑧

［日］竹村卓二著，金少萍、朱桂昌译'瑶族的历史和文化 ：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3年版，第144,147页” “赐与成人名”之说不确切，赐予受度师男的是法名”
⑨

黄贵权、李清毅'瑶族度戒初探》，广西瑶学会编'瑶学研究》第三辑，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第398页”

⑩

柳斌杰主编'灿烂中华文明/民族卷》，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2页”

⑪

朱永华'中日学者研讨瑶族"成人礼”》,《湖南日报»2009年8月7日”

⑪

绿春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绿春县志（1978〜2005）》，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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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主人公盘丙的人生梦想就是尽早完成瑶族人的成人礼度戒 。①
一般而言，历史上的瑶民度戒有着严格的斋戒传统 ，通常是十六七岁的青年人才能承受长

达30天的斋戒。其间要对受度师男进行伦理道德教育 ，告诫师男度戒后要承担社会责任#通

过度戒的瑶人，在世俗社会和神灵世界的地位将获得提高 ，获取担任村寨头人和师公 、道公的
资格。但度戒仪式能否说就是“成年礼”，有必要基于实地考察进行辨析#

2016年11月底，贺州学院一位青年老师告诉笔者,2016年岁末广西贺州八步区大平瑶族
乡威竹村要举行一次大型的瑶族度戒仪式# 2016年12月28日下午，由笔者组织的考察组一
行几人到达大平瑶族乡威竹村 。2016年12月28日至2017年1月1日，考察组全程参与观察

了这次四天三夜的度戒仪式#在仪式坛场,分别访谈了参加度戒的师公、师男，以及从广西金

秀，云南文山、金平来观摩度戒的十多位瑶族人 。文中凡未明确注明出处的材料，均来自上述
田野调查#在征得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 ，行文中直接以真实的本名、法名相称#
广西贺州八步区大平瑶族乡 ，位于贺州市西南部，距市中心64公里，辖大平、宗文、威竹、
里头、古那、龙槽6个行政村，其中3个是瑶族村。威竹村是一个典型的瑶族村落。目前，威竹

村村民都住进了三四层的砖瓦楼房，经济生活条件有了明显改善，显示出改革开放40年来民
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这里地处南岭走廊腹地，民风笃厚，瑶族传统文化保留较多，民

间仪式活动频繁。这也是近几年贺州瑶族大型度戒仪式在此举行的重要原因。不可否认，瑶
族度戒仪式,存在地区差异 ，随着时代的发展其表现形式和内涵也会有一定的变化 。但总体而

言，这些仪式大多是大同小异 ，来自瑶族传统文化浓厚地区的威竹瑶族度戒仪式可以折射出瑶
族度戒仪式的一般特点 。

二、度戒仪式的人员组成与坛场布置
威竹瑶族度戒人员分受度师男和传度法师 。参加这次度戒仪式的受度师男有38人#张

挂在坛场的《传度请圣黄榜》详细开列了参加度戒的41名师男的姓名、籍贯及所属天界的星

位。黄榜第37名是来自湖南江华两岔河乡的师男，黄榜文书这样写明：“圣慈鉴照第三十七名
授度小师赵法情，自称愿命生于丁卯年八月初九日辰时，建生上属中天南斗第四位文曲星君，
注照行庚三十岁#将命推算，立命在辰宫，自从父赵登旺同妻所生第一男，在落两岔河乡生身

出世,此今授职之会。”文书在仪式前业已写成 。临近度戒时，有人因故未能参加，但《传度请圣

黄榜》上仍列有41名度戒师男的名字 #
度戒坛场设在威竹小学背后坡脚下的一块空地，坛场边有一条山间小溪自北朝南流过 ，体

现了南岭走廊瑶族度戒在溪水边建坛的传统#度戒的《四府赎关》文书称，“平安威竹村岭脚坪

建立醮坛”，为此设度戒醮坛所在的地名叫岭脚坪 #进入岭脚坪坛场的山坡两侧插满彩旗 ，至
坛场二十余米处的彩门上书一副“大道对”，上联是“民族风情千秋在”，下联是“宗教文明万代
扬”，横批是“道教兴隆”。穿过彩门再下十余米，见两条横幅标语挂在坡路的正上方，分别写着

“大平瑶族乡威竹村瑶族度戒仪式”，以及“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 #

度戒坛场设在溪边一间房屋里，这座废弃的房屋四面都没有砖墙，其中三面用旧木板围

挡。醮坛正面用竹蔑扎成九个拱形门，称为九帝宫门，上面贴有红纸黑字的十副对联，多是宣

①参见王青伟'度戒》，《长篇小说选刊.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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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度戒要旨之语#如其正中对联为“香火完灯传祖教，安坛兴旺保千秋”，横批“传度大吉”。醮

坛香案前张挂神像画，上端书写“承宗接祖茅楼传度良筵会”。瑶族由多个村寨、多个姓氏师男
一起度戒的是“茅楼传度％而同一姓氏、同一祖先分支的师男度戒，由同姓氏师公主持的度戒
为“同祖度”。香案右侧的“家宗宫”，是请家先（家中祖先）见证子孙授度的神位，香案左侧的

“孤魂殿”，是祭祀孤魂野鬼的神位。房屋左侧用木板搭建用于“渡水槽”的南台，在大棚外小溪

边用竹木搭起约2.5米高的云台，当地瑶族人称为龙楼。云台右侧就是七级刀梯 ，是用砍山的
大勾刀交叉扎成，刀梯用大红色绸布遮住#在醮坛正面九帝宫门外，有座竹木搭建的大厂棚，
是供参加仪式者吃饭休息的地方。

2016年12月29日至2017年1月1日的这个度戒时间是师公根据《大同书》选定的#此
次度戒中参加传度的法师 ，勉语称为“筛翁”（sai31。#3）,也就是汉语的“师公”。在西南各地瑶

族度戒中，法师有十二明师、十八明师甚至二十四游师之说，贺州瑶族度戒沿用十八明师的传
统。十二明师与十八明师度戒师公人数多少不同，他们各司其职共同完成师男的传度法事#
参加威竹瑶族丙申年度戒的十八明师 ，文书上写明是：正度师邓法银，书表师邓法银，开教师李

法情,保诵师赵法兴，加职师赵法兴,证盟师赵法通 ，一引度赵法兴,二引度邓法真 ，三引度邓法
灵，大明师邓法灵，同行师赵法保 ，保举师赵法贵，祭坛师赵法会,诵经师赵法应，装坛师赵法
真,纸缘师赵法良，设醮师赵法应，执香师赵法行，另外有茶主师盘法军，鼓锣师、吹笛师赵法

添。这次主持度戒的师公实际是十五人 ，因现在瑶区凑齐十八个法师不易，因此有些师职只能
由师公兼任。师公中年长者已83岁，最年轻的仅27岁。

主持度戒的正度师邓法银69岁，瑶族，威竹村人。其他师公多是他的弟子#在坛场神案
前供奉的法师职位名单中 ，写明他的职衔是：“奉行太上老君门下封敕闾梅师道二教三戒弟子 ,

职位升在北京道永平府 ，正任一品当朝天官天下除邪斩鬼伏魔事，臣为任三戒弟子邓法银 ，令

正为号。”正度师是经过“度三戒”并加职的高级师公才能充任 ，邓法银在坛场使用度戒文书《传

度过兵游仙书》一卷,封面经书持有人题写“邓银二郎”。带“郎”的法名表明，他在邓家排行老
二， 加职
大
的 公#

三、度戒仪式的过程
（一）请圣到坛开坛法事仪程
仪式开始于请圣到坛 。请神灵降临坛场，待众圣齐临之后，师公才可以做开坛的一系列
法#

1. 起事”度戒仪式的起事也叫起马，此法事在正度师邓法银家中举行” 29日早晨8点,

师公先后来到威竹村邓法银家中聚齐 ”邓法银先在堂屋神案前上香请神，报告家先应何人之

请将去何处做法事，请求神灵赐予兵马。起马仪式结束之后，众师公带上神像画、上元棍出发

去坛场。神像画要挂在度戒坛场香案上方，神像画中有度戒行法的千军万马 ”上元棍具有领
兵驱鬼的法力，棍身绘有两条栩栩如生的威龙 ，棍的上端刻有“驱邪辅正”四字，棍的下端削尖
的铁马脚便于插在地上”证明传度的证盟师赵法通对笔者说 ：

这条上元％就是马，神像里有兵”我可2不背神像来，拿那条％来，那个神力全部在里面，兵就跟着

你来了 ”
2. 拦路。众师公在威竹村口集合完毕 ，跟随正度师邓法银进入坛场 。走到度戒坛场彩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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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师男已全部跪在彩门边地上迎接师公 ，这一仪式俗称为“拦码头”。按照瑶族经书的说法，
在醮筵三朝门外拦路迎师 。师公在彩门边念诵经文,并用竹@打卦占卜，直到打到阳卦之后才

进入坛场。

3. 安途落马和起兵。师公进入坛场后做安途落马仪式，将请出的神灵和兵马安放在法坛
之中，并请醮坛主神出来迎客，祈求神灵保佑仪式顺利举行#上午11点半师公开始做起兵仪

式，即请家先神灵保护师公及受戒弟子。这时坛场的鞭炮声响彻山谷 #在度戒仪式进行的过
程中，间或要燃放鞭炮，放一挂鞭炮意味着一个新仪式的开始 。

4. 奏申明表#中午1点，师公给师男和师嫂每人发一条红布仙头带#大家相互在头帕上

系上仙头带，个个面露喜悦之色。师男、师嫂向家先神灵所在的聚宗宫上香，随后将一只公鸡
杀死，供奉在猪牲背上，并在猪牲旁放五个酒杯，呈上酒以敬献神灵。这时师公开始念诵申明
表文，同时敲击竹@，烧纸钱，再次吹响牛角号，请神灵和祖师降临坛场 #

5. 砍幡和奏表。下午2点，负责师男传度学法的引度师邓法真带领众师男出发，到小溪对

面山上砍幡竹#吹奏器乐以娱神灵的锣鼓师和吹笛师敲锣打鼓随同上山。这次要砍三根竹子
用来挂幡，具体砍哪根竹子由引度师决定#选择的幡竹要求完整光滑 ，中间不能有断头，竹身
不能有伤痕结疤#选定幡竹后将一根红线系在竹子上 #邓法真在竹子脚下插上一炷香，并念
咒语，向竹子根部砍第一刀，然后由师男接着砍幡竹#砍断的幡竹不能倒在地上，师男要接住

快砍断的竹子，然后用柴刀将竹身枝丫剔除 ，只留下竹尖的部分枝叶。抬幡竹下山时要将大头
朝前，将幡竹运到坛场龙楼旁边 。下午3点，师公开始做奏表仪式。先是在神案前念经喃神，

告诉祖先已砍来幡竹，并汇报这次度戒弟子人数 #陪同师男习经学法的同行师赵法保与证盟
师赵法通、引度师邓法真、邓法灵等烧纸马钱给祖先#
6. 张贴神榜和书写幡文。下午5点15分开始张贴神榜，首先张贴白纸黑字的传度请圣白
榜,其次是午供榜。神榜张贴在天棚横拉的一根根竹条上，挂在坛场香案前面上空# 5点半喝

“起落脚酒”，即全部师公围坐于长桌吃酒，其中一师公喃唱度戒仪式过程，其余师公唱和#再

接着挂甘露榜、香榜、酒榜、茶榜等宣示建醮旨意的吊榜文#如香榜的榜文书写：“北极驱邪院
传度法坛给出香榜一阶 #右伏以：九转丹诚欲碧烟，香梵呈篆色新鲜，神通显色朝三界,奉送鸾

车返九天。金瓶流海传王母，三郎奉献众神仙#天真领纳榜者。皇上公元二零一六年丙申岁
十二月初一日给 。”同时，负责抄写度戒文书的书表师邓法银则在桌子上书写幡文 ，他逐一在

红、白、蓝色的小方形纸上写字 ，再将字按幡文内容粘贴在幡布上 ，这样第二天早晨挂幡的准备

工作都已完成。
7. 上香请圣和请奏开天门 #晚上9点，引度师邓法真、邓法灵率全体师男上香请圣#上香

是师男的入学礼，包括烧香礼拜、饮宫门酒、拜四角天堂和拜九帝宫门 。师公将带来的“大堂神
像”和“行司神像”悬挂在坛场上。以上仪式过程经书中概称为：“安坛落马，驻扎兵头，封立斋
门，敷立华坛，扬幡挂榜，张挂圣像真容。”此时正度师邓法银在象征天门的大拱门前 ，向玉帝请

奏开天门。他昂首吹响牛角号，唱《开天门歌》道：“一声鸣角去连连，拜请祖本二师下案前。拜

请祖本二师下案位，护郎弟子去求天。”瑶族人认为天门有神兵把守 ，必须开天门与天界神灵沟

通，仪式才能顺利进行 。然后打卦验证天门是否开启 ，如果打卦四次，其中有一次阳卦，则说明
天门已开”今天的度戒仪式很顺利 ，师公打卦后便显示已成功开启天门 ”

&升幡” 12月30日上午8点半开始升幡。师公带师男到龙楼前昨天砍下的幡竹尖挂上
经幡，师公念经作法之后，将经幡竖立在坛场边上”靠近龙楼的白幡是孤魂幡，用于昭告未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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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而死去的孤魂。另一个白幡象征度二戒、三戒，幡文是：“一心奉请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
体道金关九帝，云言万道无为昊天通明大殿，三十三天金阙玉皇大帝御下。”用于加职度四戒的
是蓝幡，因幡文字数较少而升得相对低一些。度戒的幡是清醮道场的标志 ，飘扬的灵幡用以昭

告神灵。
9. 请圣和请家先。9点师公摇铃念经请圣，敬献纸马，请道教神仙降临坛场护法 。请圣的

科仪要重复三遍，表示三次恭请神灵 。接着是请家先，开列的家先都要逐一请到。神案上供奉
用毛笔书写的受戒弟子家先单 ，有盘、赵、邓、冯、李、黄、陈等姓氏家先79人的法名。祭拜家先

时须用瑶族勉语念诵。

10. 上光和收兵。9点半开始做上光仪式。这次度戒按经书共有九章，九个主题，所以要

开坛上光九次。10点17分师公开始跳神兵舞，四位师公在醮坛前相对跳罡步转圈出兵 。师
公先手持上元棍跳完后，将其插到大拱门前的祭台边，上元棍表示兵头，因此要先持上元棍出
兵。接着先后持法刀、法剑、斧头、旗头跳，象征出刀兵、剑兵、斧头兵、旗头兵。出兵舞是将兵

马从醮坛带出去，师公念经后千万兵马会附身在法器上 ，把法器从醮坛拿出去的科仪就象征出
兵。上午11点半吃完午饭后，正度师邓法银与众师公领师男绕九帝宫门一圈。之后在坛场挂
幡处跳捉龟舞，象征性表演找龟、摸龟、扎龟、背龟、扛龟、杀龟、洗龟、破龟、砍龟、煮龟、盛龟等
仪式动作。瑶族勉语“龟”与“道”谐音，故此仪式称为“走道”，有象征瑶族先民皈依道教之意

蕴。中午12点做开坛仪式。师公念完经后，把粽子供奉在神案上。中午1点26分开始上光
仪式，师公念经吹牛角号开天门。度戒的发功曹、开天门、度水槽、上刀梯等环节，师公都要吹

响牛角号。下午3点55分开始跳收兵舞。其程序和出兵舞相反，先收斧头和刀，再收上元棍，
最后收三角旗，将全部法器放回神案前以象征“收兵归位”。收兵后上光，上光的第一个步骤是
合兵合将。师公手持上元棍、驱鬼棍、刀、斧头、三角旗，跳兵步舞。

（二）度二戒、三戒、大罗灯的法事仪程
瑶族度戒分为挂三台灯、七星灯和大罗灯三种级别由低到高的仪式。分别称为“初教二戒
弟子”“初教三戒弟子”“升度一戒弟子”。挂三台灯者可以拥有三十六个阴兵，挂七星灯者拥有

七十二个阴兵，挂十二盏大罗灯者可以有一百二十个阴兵 ，挂大罗灯加职的师男可取得“郎”的
称号。师男保护神的多少显示地位提升的等次 。
1. 奏刀山表和开光。晚上6点半开始度二戒。先是奏刀山表仪式，师公申明这个刀山是
真刀。主持度戒程序的开教师李法情和同行师赵法保各背两把砍山刀 ，手持法剑，在香案前念

经喃神、跳罡步。晚上6点50分为神像开光。笔者问及神像画的作用，负责择度戒吉日吉时

的大明师邓法灵简洁地形容说“千军万马都在里面”。开光是赋予纸制神像以神圣性，神像画
开光
法
有灵 #
2. 刀#晚上8

半开始度二

的

刀仪式#

责上香的

香

赵法行将刀梯

场，搭在神堂的大梁上。刀梯呈60度的倾斜度，上面交错绑三级刀梯。主度师邓法银先在刀
梯前念经施法，打@三次，然后赤脚先上刀梯，他每上一步就停顿唱《刀梯歌》,直至爬上三级刀

梯，然后再下到地面。接着引度师上下刀梯，引导师男一个个上刀梯。师男光脚上刀梯时，踩

在刀锋上的力其实很小，大家都顺利通过了试刀仪式。晚上8点50分开始授孝海幡。全体师
男在经幡处跪下，引度师赵法兴、邓法真、邓法灵将约二三十厘米长、五厘米宽的白色孝海幡布
条授给师男。相传海幡是瑶族宗教的启教祖师 ，将象征首代师公的孝海幡缝在师男法衣后背
正中，表示师公祖先会保佑受度师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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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光#晚上9点10分师娘带师嫂又一次上香 。已婚师男携妻子一起参加度戒，瑶族人
称为“结印％ 9点15分引度师邓法真上到南楼开始奏表，向玉皇大帝、太上老君禀告各师公

的具体职务及师男的情况#晚上10点，神案前师公手持铜铃和法简做开坛上光仪式#

4. 出兵#晚上9点半师公跳出兵舞，进行开路、砍草、推路、送神兵等仪式动作#三位师公
在竹台上吹牛角号请神 。仪式在度水槽的竹台上进行 ，师公一边念经，一边燃烧纸马。师公在
三个大簸箕里装满米 ，然后在米上烧纸钱 #最后，师公的帮手端着簸箕,将里面的纸灰抖干净 ，

然后将米收起来。这些米经过施法后就是兵粮米，象征师男能够领有的兵马 ，稍后的拨兵仪式
就要分发兵粮米#
5. 拨兵#出兵仪式结束之后，晚上11点10分开始拨兵仪式#度戒师男都换上新法衣 ，分
四排坐在小凳上，双腿间用围裙兜住 。执香师赵法行和同行师赵法保分发兵粮 ，他们从师男面

前走过时,从米袋中抓一把米撒到师男围裙里 。“手把白米打一撒，抛兵下降小童身”，师公一

边唱经一边给师男拨兵，每一颗米象征一个兵马。师公告诫说这是以后领兵马的兵粮，回家后
要用红布包好，放在家里的香炉旁保存，如果弄丢就不能带兵了。

6. 除邪。挂灯前师公先进行除邪仪式。执香师赵法行一边念“天财财地财财，太上老君送

衣送帽来”，一边帮坐在凳子上的师男戴法帽 #三位师公在醮坛前念经，另外三位师公穿行在

弟子中间，逐一在师男头上掐法诀除邪#
7. 挂灯。晚上11点15分开始度二戒挂三台灯。全体师男在香案前分四排坐在小椅子

上，师公将竹制七星灯架发给师男，这是长约六七尺的粗竹竿，上端凿七个孔，分层插上形如漏

斗的竹器，竹器内放酒杯以盛油点灯。在竹竿顶端的一盏灯称为本命灯，两端各置一盏灯称为
开教灯和保证灯。师公在最上端的三个竹筒酒杯里放山楂子油和当地山上野生龙树草的草芯

晒干而成的灯芯 。待全部师男的三盏灯点燃后，在夜幕映衬下的度戒坛场，场面显得格外壮

观，灯光映照下的师男脸上都洋溢着喜气。燃灯约10分钟，师公吹灭灯火，挂三台灯仪式宣告
结束，时间已是翌日凌晨1点左右# 12月31日上午11点半开始度三戒挂七星灯和度四戒挂

大罗灯。挂七星灯的师男穿戴新法衣 、法帽，坐在醮坛的椅子上 ，每人手握七星灯架 ，参加结印
的师嫂则坐在最后一排椅子上。师公依次点燃灯架上七个灯盏的蜡烛。挂完七星灯后，就直

接开始挂大罗灯。大罗灯是十二盏,但坛场的灯架上只有七盏灯。师公在两个簸箕中分别放
五个白瓷酒杯，放入白蜡烛并点燃，引度师赵法兴、盘法军端着簸箕在师男头顶上过三次，象征
完成挂十二盏大罗灯的仪式。挂完七星灯、大罗灯后，师男继续坐在小凳上 。师公开始跳捉龟

舞。师公赵法保拿大钱，邓法真、赵法行、邓法灵拿小镣#四位师公依次出发，几乎同时到达坛

场的四个角开跳#捉龟舞是为参加度戒的师男祈福，四位师公有节奏地拍打手中法器，舞蹈步
伐古朴生动，为仪式坛场增添了欢乐气氛。跳完捉龟舞后开始传授法冠 ，邓法银将法冠分发给
师男，法冠上有三清、玉皇、圣祖、金童玉女七个神像。这时，师公两人一组拿两根上元棍 ，一边

念诵“天财财地财财，抬起师男送上来”，一边将两根上元棍放在师男腰部两侧，模拟将师男往

上抬。这象征师男拥有师公的资格 ，可以跟随师公学习法术 ，以后也可以外出做法事#
&喝豆腐酒#中午12点34分挂灯结束，开始做喝豆腐酒的仪式。师男向师公进献的豆

腐酒，是在半碗米酒中放入一块油炸豆腐泡 ，每碗豆腐酒上面都有一个红包，豆腐酒师公、师母
都有份，此仪式表示让师公吃好喝好#
9.学法。吃完午饭，下午1点40分师公开始教师男学法 ，传授做师公的各种法术。师男

手持法铃、笏板，跟着师公上香、唱经、摇法铃、跳罡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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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度水槽和上刀山过火海法事仪程
度水槽是象征师男去梅山洞学法的仪式 ，师男在朦胧中仿佛进入昏睡状，灵魂回到梅山洞
在老君九郎门下学法 。师男上刀山、过火海，是经历刀山法、火海法的法术考验#

1.度水槽。下午3点）0分开始度水槽仪式。受戒弟子要经过度水槽的考验，灵魂才能
与水府神灵沟通。师公和受戒弟子全着师公服 ，拿法铃、法剑、牛角、上元棍，分四排列队站立

在南楼竹台前。正度师邓法银带领师公手持法剑在空中比画，念经喃神，并打@三次，他们说
这叫“拜帅”。引度师不停念经喃神 ，吹响牛角号，他们说这叫“鸣角拜天”。三位引度师将三炷

香插在竹台前的三根竹架上，用竹@不断敲击牛角，念诵经文。锣鼓师在竹台旁不断敲击锣
鼓，鼓点节奏特别快，声音震耳欲聋。随着锣鼓声和师公念经声，开始有师男晕倒，此时旁边
“把槽”的助手，将晕倒师男抬到醮坛中央铺好的竹席上睡好，师公说是“引度师哥前往老君九
郎门下投师学法”（当地人习称“师男”为“师哥”）。度水槽仪式中共有11人晕过去，其中包括

年纪最小的7岁师男。事后，我们询问来自湖南江华两岔河乡的师男赵某 （51岁），他是度水

槽时第一个晕倒下去的。他说：
我2前从来不信鬼神，但是这次亲I体验了，心里确实有不一样的感觉#度水槽时，站在YZ上之后，牛

角号一吹，就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然后师公在前面一念经，就不知不觉晕倒了，感觉似乎有一种力量让晕
过去#
瑶族宗教认为晕倒的人能掌控阴兵 ，没有晕倒的人则只能掌控阳兵 #而谁是否晕倒不是

师公决定，而是由玉皇大帝决定的。晕倒的师男如果以后成为师公，可以做问鬼之类的法事，
没有晕倒的师男则不可以 #

2.5刀山。师公将师男召集到刀梯下 ，脱鞋围坐在铺好的席子上。正度师邓法银和三位
引度师和证明师赵法通一起念诵经文,并告知师男注意事项 。这个仪式俗称为施法变刀变脚#
师公在师男脚上和刀山上施法 ，将刀变得不那么锋利，将脚变得比较厚实不易受伤 。师公通过
意念存想的方法变刀变脚 ，这种变神法术来自道教。晚上8点开始上刀山#检视依科传度的

保举师赵法贵在龙楼八仙桌前念经作法 ，正度师邓法银坐在刀梯下小凳上 ，右手拿法剑，开始

《奏刀山表》。师公解开包在刀梯上的红布 ，这时锣鼓喷呐响起，正度师在上刀山之前吹一声牛

角号，第一个踩着刀刃上的符纸上刀山 ，每登一步刀梯要停下吹一声牛角号 ，以号角声告知天
界的玉皇#第一引度师、第二引度师、第三引度师接着上去 。正度师、引度师上每一步刀梯都

要唱《刀梯歌》,其中第七步唱道：“踏上刀梯第七步，一拜天门十五官。师男专心下地拜，后来

师男命有缘。”证明师赵法通在刀梯上喷符水，挥舞法剑念咒语护法，38位师男都赤足逐一登

上刀山。
3.结印。晚上9点50分开始结印。执香师赵法行将用红布包好的法印递给龙楼上的第

一引度师邓法真#邓法真口中念道:“一个印子四四方，经师道宝在中央#今日当天抛给你，到
来下界印文章。”然后抛下法印，师男拉起法衣衣角翘首而接#最后是给师嫂传授法印 ，邓法真
念道：“一个印子四四方，太上王姥在中央”今日当天抛给你，拥护家堂兵马昌。”然后将法印抛

给台下的师嫂”晚上10点半仪式结束”
）.游仙入0同” 2017年1月1日凌晨0点20分，在醮坛外的棚子下举行游仙入0同仪式”

师公赵法保男扮女装，头戴瑶族传统特色的帽子，手拿小扇子扮演美女。师公赵法行、赵法通
身穿法服扮演书生，围绕桌子一边摇铃一边念经，逆时针绕桌子前行”扮美女的赵法保跟在两

师公身后，不断干扰、挑逗、勾引书生，引得观众哈哈大笑。游仙入0同象征师公带领师男去到祖
75

《民族研究))2019年第5期

先居住的梅山0同中游玩，传说梅山0同景色美丽，让人流连忘返#
5. 过火海#上刀山仪式结束之后，有人在龙楼旁的空地点燃柴火#火堆里摆放七块象征

北斗七星的砖头，这就是度戒过火海的路。这堆火烧了两个小时后 ，用竹竿把砖头上发红的火

星和柴灰扒到两边，就露出七块烧得通红的砖头#接着，师公对烧红的砖头施法 ，请四海龙王、

雪山祖师降水、降雪、降温。师公念诵请雪请冰的咒语 ，用法剑指着火海画符，以法术降低砖头
温度。师公往砖头上贴符，前两次纸符一贴上去就燃烧起来 ，可见砖头的温度确实很高。凌晨

2点开始过火海仪式，过火海之前要先封脚 。这时在云台下面已铺上竹席，师男分成几队围坐
成几个圆圈，脚一律朝向圆圈中心#证明师赵法通先请神叩师 ，然后用法剑封脚，师公一边念

封脚咒语，一边对着师男脚底画符#念咒画符后象征已获神力保护 ，过火海时不会被烫伤 #约
5分钟后，加职师赵法兴飞快地在烧红的第一、第三和第五块砖上贴上字符，然后第一个从火

砖上赤脚走过#接着引度师邓法真过火海。然后师男开始过火海，有的师男由于害怕，过火海
时几乎是跳着过去#赵法兴鼓励后上的师男 ：“慢点踩，慢点踩,稳点踩0”师男赤脚从烧红的砖

头上走过，象征接受了火海的严峻考验。
6. 度勒床。凌晨2点40分开始度勒床仪式。师公挑选的5名受戒弟子，在神案前一字

排开躺在草席上。师公李法情将一根半米长的带刺荆棘放在弟子腰间，然后一手持法铃，一手
持笏板念经作法。受戒弟子经过度勒床的考验 ，灵魂才能与阳府神灵沟通。历史上瑶族先民

迁徙游耕，度勒床旨在不忘披荆斩棘的艰苦岁月 ，让师男切身感悟体验先祖的辛劳。
学法
(四)

、授阴阳牒、结筵法事仪程

学法即学如何招兵、跳罡步的法术。阴阳牒是受度师男入教的凭证 #结筵是仪式结束前

的清理坛场仪式。
1.学法和授阴阳牒#中午12点在神案旁开始招兵仪式 ，师男和师嫂整齐列队，师公端着

装有大米的簸箕，一把一把抓米给师男和师嫂。他们说这米就是兵，要用红布包好带回家去放

在神龛里，以后就会有阴兵、阳兵护身#中午12点15分开始封官挂职#在神像画上粘贴许多
封官的令纸条，其中一张令纸条写着传度职位 ：“奉行太上老君门下敕封闾梅师道二教三戒弟

子，职位升在湖广长沙二府正任二品 ，在朝天官主管天下除斩精伏魔事，臣为任三戒弟子李法

观，法正为号。”师男李法观至此取得法名 ，标志他已是太上老君门下弟子#中午12点20分师
公教师男做起兵和收兵法事 。执香师赵法行挑选3名师男教起兵法事，师公和师男分别拿上

元棍、令旗、斧头、刀剑等法器舞了一遍 ，接着保举师赵法贵又教收兵法事，起兵和收兵法事的
舞步就是师公行法的罡步 #中午12点30分授阴阳牒。由负责书写传度文书的书表师签同画

押，书表师邓法银将醮坛桌子旁度戒的疏 、词、表文对比一致后，在三份文书中间写上“合同”二
字，再在“合同”上盖老君印。亲临坛场观看的瑶族老人邓元东①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度了戒2后根据上边这个，阴阳牒合一起盖印# 一个印盖在这边，一个印盖在那边，要阴阳两个合一起

对得上才算的#

阴牒交还给引度师邓法真，阳牒由师男保存#度戒文书《传度二戒白榜意》说：“上奏昊天

金阙玉皇上帝御前，投进阴牒一道，随表上奏#阳牒一道，当天抛给新承小师某生身收贮为

凭。”授阴阳牒后传授戒律,是师男要遵守的十戒#

①

邓元东，大平乡瑶族人，曾担任贺县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1994年4月，曾陪同法国瑶族学者雅克•勒穆瓦纳

(Jacques Lemoine)博士在广西及湘南桂阳、道县等地考察瑶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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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筵。下午3点10分开始破坛，这是仪式结束前清理坛场的活动#几位师公一边摇法

铃，一边唱经，跟在后面的师男则手持上元棍 ，将悬挂的榜文和花牌打下，与神龛、祭台一起堆
在小溪龙楼边准备焚烧 。下午3点半，正度师邓法银背着装阴牒的纸箱，左手握上元棍，右手

持法剑，在神案前念经,将受戒弟子的阴牒火化申呈给三清、玉皇诸神。下午）点20分开始送
孤魂仪式。师公经过一番仪式将孤魂殿撤掉，送孤魂仪式结束后开始倒幡 ，即将坛场边升起的
灵幡放倒。师公赵法通和赵法兴念经 ，禀告神灵仪式结束 ，念完后砍倒三根竹幡 。下午5点半
开始烧幡，将破坛后的幡旗、吊榜、剪纸、神龛、祭台、孤魂殿等点火焚烧。下午6点，厨房已在

准备“老君斋饭”,将一份豆腐和一份米饭放在簸箕里。“老君斋饭”被送到醮坛，再由师公分发
给度戒的师男、师嫂。师男、师嫂在醮坛一起吃饭，意味着夫妻同吃一锅饭 ，结印夫妻能够白头

偕老。这时师公念《传度戒文书》，告诫师男、师嫂要学会为人处事，要孝敬父母、尊敬长辈，遵
守戒律。吃完老君斋饭,师公行送圣回乡科仪，晚上8点散筵，标志度戒仪式圆满结束 #

四、当地瑶族人对度戒仪式的认识与瑶族经书对度戒仪式的解读
（一）当地瑶族人对度戒仪式的认识
有关瑶族度戒是“成年礼”的说法，当地人并不赞同#仪式的头一天，瑶族老人邓元东曾对
笔者说：
盘瑶度戒是神的职位的提升。三台灯、七星灯、度二戒、度三戒、加职四戒，它就是每一个职位的提升#很

多专家学者不同意这个看法。他们认为，瑶族度戒是成人礼，不是什么传道仪式，很多文章也是这样写#

在他看来，度戒不是成年礼，只是神职地位提高的过程 ，上到六七十岁，下到还在母亲肚子
里的孩子都可以度戒 。参加威竹瑶族度戒的 38名师男，来自广西贺州、恭城和湖南江华，其中

年龄最大的67岁，最小的才7岁，其中有6个是加职度四戒，接印的有十七八个，多是已婚的
30多岁的男女。他们参加的这场度戒仪式显然不是成人礼。
瑶族度戒的斋戒规定也显示出度戒仪式不是成年礼 。参加此次度戒的师男，从广西贺州

和恭城，以及湖南江华等地，汇聚到威竹。师男在度戒期间要严守斋戒 ，已婚者至少要提前一
个星期就不能与妻子同房 。来自广西恭城三江乡的师公盘某 （50岁），这次送30岁的儿子来

参加度戒。他在谈到度戒的规矩时说 ：
度戒的时候有老婆，也不能和老婆睡#

这种严格的斋戒传统在瑶族社会长期传承 ，成为度戒师男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 #度戒这
种针对已婚者禁止同房的斋戒古规，显然不适合参加成年礼的未婚青年 。度戒通过一系列的
仪式规范和约束性的戒律 ，将普通的“白衣人”塑模为族群合格的成员 ；它的仪式和法术传统将

瑶族人成功过渡，或提升其社会地位或吸纳为承继瑶族宗教的法师#
笔者实地访谈到的瑶族人都不认为度戒是“成年礼”，他们说来度戒是按照祖辈传下来的
规矩行事。来自广西恭城三江乡的师公盘某 ，在回答笔者“度戒是不是一种成人礼”问题时说:
度戒就是进行祖传的仪式#也是瑶族才要做的，不是瑶族就不做的#我是瑶族的，姓盘，要继承盘王流

传下来的#

广西贺州八步区贺街镇榕树村有5个师男来度三戒，说村里上辈中没有郎和娘这一级 ，他
们只能度三戒，不能度四戒。一位邻村来威竹观摩度戒的师公李法寿 （50岁），早在9岁时就
已度了三戒#我们采访了 52岁的执香师赵法行，他是威竹村执钱小组村民，21岁时直接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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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戒，已做了 30年师公。他的父亲是度戒坛场83岁的师公，1）岁的孙子是参加度戒的师男,

但儿子却没有度戒。他说：
我这代人度戒了，儿子辈可2度也可2不度，但孙子辈必须度戒#这样才能传宗接代传承下去#最多只
能隔一代人，必须度上去#

这里传宗接代的含义，在家族就是要代代继承盘王的香火，在瑶族社会就是要承继师公传
统，因为瑶族社会师公系统的递代传承，主要依靠度戒仪式所建立的师徒关系#
瑶族度戒具有整合地方社会的功能 。一人度戒，全村亲戚都会给予物质帮助 ，村寨邻里都

会前往观看仪式#通过这种宗教信仰行为模式的展演，瑶族社会的群体关系亦因此得以强化 #
师男的社会地位通过度戒得到提高，而瑶人的婚姻家庭亦通过度戒得到巩固。一位嫁到威竹

村的汉族媳妇李某，这次和瑶族丈夫一起参加结印。她说：
我/两人来参加度戒是因为瑶族人有一种说法，认为参加度戒仪式能够使夫妻同心，感情更好，永远不
会分离#
而另一位嫁到威竹村的汉族媳妇说 ：

这辈子是夫妻，度戒接印后下辈子还是夫妻，夫妻要永远和睦相亲#
仪式临近结束前的“老君斋饭”，师男、师嫂在醮坛同吃一碗饭 ，这在瑶族社会是具有特定
功能的仪式行为。师男、师嫂通过度戒仪式已成为结印夫妻，在瑶族社会里没有一对结印夫妻

离婚，可见度戒使瑶人婚姻家庭更为紧密牢固#度戒师男上刀山下来后，和师嫂一起在云台下

接收师公抛下的法印 #此结印象征师男和师嫂已结为阴阳两界永远的夫妻#如此看来，度戒

具有社会控制的性质和作用 ，通过度戒仪式的宗教伦理教育 ，确有稳定家庭和社会的功能#

瑶族师男参加度戒的动机多种多样 ，很多师男声称是家中父母要求他们来度戒 。来自广

西恭城三江乡的31岁师男盘某，在谈及他来参加度戒的目的时说：
家里香火有祖传的兵马要接，不接的话香火不旺，事事不顺#这几年我做事都不顺，所2有机会就度戒，
试试看可2会改变一下运气没有#

度戒仪式期间，笔者采访了一位 20多岁的师男赵某。他是第一次来参加度戒,这样讲：
来参加度戒是家里人的意思。如果2后结婚，还是会带妻子来结印的，如果有了小孩，0会让小孩继续
度戒的#
瑶族人认为参加度戒后神灵会授予度戒者阴兵 ，这些阴兵能够保护个人平安 、家庭和睦#

度过戒的先人去世之后，他的阴兵要由下一代人继承，所以瑶族家庭每代人都要度戒，以便将
护佑家人的兵马代代传下去#度戒获得的神职位高统领的阴兵就多，师男在族群中的地位也

就相应提高。师公赵法行谈到度戒的入阴时说 ：

这个03是我/师公定，这个是玉皇大帝定Q#他可2相信你领阴兵，你就入阴了 #
度戒师男度戒后可以统领神兵，就是因为得到了玉皇大帝的封职 #
瑶族师男在度戒仪式中要接受瑶族历史的传统教育 ，自觉信守度戒中的伦理道德和宗教
戒条，承担社会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邓元东在坛场对笔者说 ：

通过度戒的这些人，3管2后是3是师父，但是有一条，为人处事、做人这个道理，他比别人理解得要深，
他3容易忘记#
瑶族社会以民风淳朴著称 ，这与历史上度戒的宗教伦理教育有关。瑶族通过度戒来灌输

瑶族的道德价值观。度戒仪式中告知师男的十戒和十问条文，是师男在生活中要恪守的宗教
伦理规范#证明师赵法通在度戒第一天对笔者说：

到时候我/会教师男Q ,教他/怎样作法，有钱要去，没钱0要去，下雨要去，下雪0要去，风雨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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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瑶民每当有宗教需求时，师公有为其服务的责任和义务 。证明师赵法通谈到度戒
的传统时说道：

这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在哪里做都是一样的#
正是度戒仪式在瑶族社会的长期传承 ，才使得师公的宗教传统沿袭不替#
度戒师男要严格遵守十戒 ，其戒条来自《老君十戒书》。证明师赵法通说：

我们会拿那本书出来念#你要戒什么，什么事不能做#要走正路，不能走邪路#
从云南金平县来观摩度戒的师公李某+ 4岁）讲：

这种仪式是一种教育，教育子孙后代不能搞破坏，破坏森林、破坏土地，打人、骂人、杀人，强奸妇女都不
能干#要做好人#

瑶族度戒宣示的《老君十戒书》十条戒律，来自早期正一道授箓的戒条而有适应瑶族社会

的变通。瑶族本土宗教与道教相互融摄形成的度戒仪式 ，可谓是道教传播影响瑶族社会的典
型例证。①瑶族人认为十戒是太上老君的传统#证明师赵法通说：

原来老君度戒的时候需要戒什么，现在我/徒弟就戒什么，要继承他的#
瑶族民间称度戒为“过法”，这个法其实就是瑶传道教之法 #
（二）瑶族经书对度戒仪式的解读

笔者多年来致力于瑶族宗教研究，已收集广西荔浦瑶族经书，广西贺州威竹瑶族经书，广

东乳源瑶族经书，湖南瑶族经书，云南红河瑶族经书，文山瑶族经书，英国牛津大学伯德雷恩
（Bodleian）图书馆藏瑶族经书等数百卷。瑶经涉及度戒的经书最为丰富。将度戒经书的相关
记载与度戒仪式的实地考察相结合，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瑶族度戒仪式 #
瑶族度戒的文书有50多种，度戒仪式是对科仪文书的演绎，师公在坛场的唱念诵经都有

科仪文书作为依据，即按科行法#度戒文书有称“太上正一茅楼传度加职”。度戒文书二戒疏
皮写有“新承传度二戒弟子”。《祖师咒》说:“奉请祖师及本师，开教传师度后师。传度流行传
世上，愿行法教不思仪。”度戒文书名称有《正传度二戒疏谕榜伸名表》《鸣扬传度疏表意》等#

这些都是度戒系瑶族宗教传度仪式的文献依据。②
瑶族度戒是宗教法术的传度”度戒文书明确宣称是太上老君度法”《四府赎关《文称“乃

当老君度法之良辰”，《传度二戒白榜意》说“乃当太上老君度法之晨”。度戒后的师男已入教成

为老君门下弟子,《传度二戒疏表书》称师男为“老君门下弟子”。威竹瑶族度戒授给师男的阴
阳牒，就是师男列入宗籍和入教的凭证 。阴阳牒书写度戒者的生辰八字、十戒条文及所授法

物，并在牒尾写明阴牒化入仙境 ，即在举行任命道职仪式时焚烧阴牒送达天界，度戒弟子保留
阳牒作为百年后与祖先相认的信物 。瑶族度戒文书《传度二戒白榜意》说：“如遇百年行乡限

满,将此阳牒一道，缴赴九郎门下功德司官案前比对，朱墨相同，即系老君门下弟子 。”③瑶族度
戒文书《传度二戒白榜意》说:“拨差金童玉女，引上上天堂之路，早登天师任位之中”从今传度

以后，伏愿弟子身体清吉，寿命延长，百年荣华。”师男死后阳牒将被放在胸口处 ，到阴间与度戒

参见张泽洪
①

：《瑶族社会中道教文化的传播与衍变—
—以广西十万大山瑶族度戒为例》，《民族研究》002年第1期”

"威竹度戒仪式现场也有"度戒是传度仪式”的一些文字依据：如度戒坛场称“传度法坛”，坛场张挂《传度请圣黄榜》
坛场标语书写“承宗接祖茅楼传度良筵会”等”
③引度师邓法灵在度戒坛场对此给出解释 《'你度了戒，你没有这些生辰八字的文书（阴阳牒），就上不了天堂”他度

戒的时候就烧了一份，等他以后老了去世了，他还要拿那份文书出来，他就可以上天堂”度过戒的有那份文书都可以上天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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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焚烧的阴牒对合 ，与度戒的阴牒对得上就能见玉皇大帝#

历史上道教在南岭走廊的传播是瑶族度戒形成的关键。早期正一道授箓衍化为瑶族的度

戒，长期影响着瑶族社会的宗教传统。①度戒经书中常见的 “传度”概念，直接来源于道教经

书#道教的传度是传法度人之意 ，道教有传度斋、传度醮、传度道场、传度仪范、传度科格、开坛
传度、依科传度之说#宋代道士贾善翔撰有《太上出家传度仪》。明代道经《道法会元》卷57

《上清玉枢五雷真文》说：“凡传度，须择有道材法器刚断之士，可付之。”②《道法会元》卷133《太

乙真雷霹雳大法•传度说》指出，道法要传授给“有德至诚，言行信直之士”。③历史上龙虎山
三元传度的授箓很有名 ，史称第十四代天师张慈正“岁以三元传度诸阶秘箓 ，四方归之”。④瑶

族度戒授予师男法服、法器、法印、法名、戒律、阴阳牒，这些经过坛场行法传度的神圣之物是道

教传统的沿袭”

五、分析与讨论
从威竹度戒仪式来看，瑶族师男经历度戒仪式洗礼，其社会角色和地位发生转化，从此获
得瑶族社会认可的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力 ”度戒仪式也是师男宗教职位晋升的阶梯 ，只有受戒

者才能学习师公的法术，取得传法度人的师公资格”度戒师男死后能够名列仙籍 ，作为太上老
君门下的“新承弟子”，他的灵魂可以进入神仙世界 ，是超凡脱俗之宗教境界升华的象征 。瑶族
人认为，只有度过戒的才是盘王的子孙 ，如此看来，度戒仪式又是瑶族族群认同的重要标志”
瑶族度戒的上刀山、过火海、度勒床⑤在仪式中具有特殊的意义”上刀山、过火海、度勒床
等象征经历了道法的考验 ，师男在经受了这种危险与痛苦考验之后 ，象征他已经不再是阈限前

的自己。经历考验的师男已成为新人 ，经书中称之为“新承弟子”。这是其身份从世俗转向神
圣的关键。获得法职的师男可以主持仪式、济世度人。参加度戒的瑶族师男经历了“从一境地

到另一境地，从一个到另一个（宇宙或社会）世界之过渡仪式进程”⑥的洗礼。度戒后的师男获

得象征入道的法名，这个法名是标志师男社会地位得到提升的符号。作为“新承弟子”，他将是

瑶族宗教的新一代法师，能传宗接祖以师公身份主持宗教仪式”
总之，瑶族度戒仪式并非瑶族青年迈向成人阶段的“成年礼”，而是给受度师男传授道法的

传度仪式。师男受戒之后，社会地位提高，被公认为本族群的真正后代 ，可获得担任村寨头人

（瑶老）和师公、道公的资格。瑶族度戒仪式是道教在南岭走廊广泛传播及其深刻影响瑶族社

会生活的体现”

〔责任编辑刘海涛2

①

参见张泽洪'文化传播与仪式象征—
—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与道教祭祀仪式比较研究 》，巴蜀书社2007年版，

第 402 — 452 页”
②

（明）《道藏》第29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页”

③

（明）《道藏》第29册，第657页”

④

（明）《道藏》第5册，第210页”

⑤

与威竹度戒仪式有所不同的是，西南很多瑶族地区的度戒仪式有跳云台这个环节”从云台上坠落这种具有象征意

义的表现，表示师男已脱离凡胎成仙童从天而降”经历跳云台法术考验的师男，将以新的角色重新回到社会”参见张泽洪:

《瑶族社会中道教文化的传播与衍变一一以广西十万大山瑶族度戒为例.《民族研究》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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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竹 Village in Hezhou City , Guangxi Province .............. Zhang Zehong (68)
Abstract: As a traditional ritual of passage with long history, Dujie is a live ritual of
Yao people today. Based on the field work in Weizhu village in Hezhou City, Guangxi
Provinc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Dujie is not a coming-of-age ritual for Yao? s young men to
achievesocialstatusofadultandtheparticipationrightsofreligiousrites , whichscholars
have ever held. It is a Taoist ordination ritual for disciple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Dujie,
the disciples, with a higher social status, can obtain the qualification to be selected as chief
of village, or Shigong 0帀公,or Daogong 道公. The ritual of Dujie is a sign that Taoism has
spread widely in the corridor of Ndnling 南岭 and affected strongly on the Yao people?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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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Indicating Elements of Uighur Names from the 12th to the 14th Century
and Its Origin .......................................................................................... Fu Ma (81)
Abstract: It is widely accepted that Uighurs , like other Semurs 色目 in the Yuan
DynasIyofChina werepeople wihouIsurnames.OnIhebasisofChinesesourcesofIhe
Yuan Dynasty , the lineages of 3 Uighur families (those of Hasa Buhua , Lian , and Guan
Yunshi)inthe Yuan Dynastycanbereconstructedalong withthepersonalnamesoftheir
members. The male members had already shared elements in their personal names to imply
thefamilieswhichtheycamefrom.Thesesharedelements wereputinthelastplaceofa
personalname andpassedonfromgenerationtogeneration playingtheroleofasurnameto
some degree. The cases of the strongly Sinicized families of Lian JU and Guan Yunshi 贯云石
reveal that they kept their[amily indicating elements even a[ter they hadalreadyadopted
Chinesesurnames.Thecaseo[Lian[amilyalsoshowsthatthisnaming methodhadalready
beenadoptedby Uighursbacktopre-Mongolperiodinthe WestUighurKingdom.Uighur
manuscriptsalsoprovedtheexistenceo[thisnaming methodinthe WestUighurKingdom.
It is likely that the practice of indicating elements in the last place of personal names
originated from the cultural contact with Turkic Muslims from Central Asia. Qara Khitai?s
conquest of Central Asia in the 12th century probably encouraged this practice to be
prevalenIamong old Uighurs asIheywereincorporaIedinIoanempireandfelIIheneedIo
iden ifyIheir origin wiIhin a mulIiple eIhnic and linguisIic environmenI.
Keywords: West Uighur； personal name； family indicating elements； Lian family；
QaraKhitai.

On the Seven Yellow Fan 番 and the Leader-in-Chief of Yugur

YanTianling (94)
Abs$rac$: The Seven Yellow Fan, including Shkatok otock (Yugur language： tribe),
Jangaotock"Pajattavynotock"Neimanotock"Kurkeotock"Jag7akyotock"andKhugungut
otock"asawho7enamedastheYugurs7ate7y"gotintoshapeinear7y Qian7ong
period
of the Qing Dynasty. The7eader-in-chief of Yugur came from Kurkeotock.The Ngang-so
(the7eader-in-chief) named Kurke-Zheershun who7ed the Yugurs surrender to the Qing in
1696 wasjusttheheadofKurkeotock.The7eader-in-chief7eftKurkeotockandestabished
a new otock in the plain of Niuxin Mound 牛心墩 very soon. A head governed an otock and
the leader-in-chief administered all the inter-otock and outside affairs, which was the
characIerisIicofYugurIradiIionalsocieIy.Theleader-in-chiefsenIhisagenIIoJaglaoIock
andgovernedIheNansooIockhimself"whichembodiedhisauIhoriIyinIhewholeYugur.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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