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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查阅江西 40 余县、府志，结合民俗体育的相关史料，运用体育史学、社会学对江西民俗体育

形成的宗教文化进行探讨。结果表明，江西民俗体育中的舞龙、赛龙舟和傩舞与图腾崇拜有密切关系，中秋迎

龙神求雨，秋醮演地戏、重阳登高与道教又有丝连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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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自古人杰地灵，物产丰富。从历史角度看，赣文化

在漫长而艰难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立的文化模式和

个性。在传统民俗体育方面，江西的民俗体育在博采外来文

化的同时，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色，并随其传承、变异、积淀

与发展。江西民俗体育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宗教观

念早在西周时期就深深植根于这块沃土中，并不断影响江西

地域居民的心理、宗教信仰。在江西民俗体育的内容上随处

可见宗教文化的痕迹。其中图腾、祭神等宗教观念影响最

深。从历史上看，江西民俗体育的宗教文化与浙江（即古越）

风俗十分相近。从文献记载看，江西民俗体育宗教文化形成

于宋代，盛行于明清。据江西明清刻本县、府志中记载来看，

江西民俗体育中的舞龙、竞龙舟和傩舞都在明代形成，并受

宗教文化的很大影响。如明万历《建昌府志》载：“戏舞，小儿

辈带面具戏舞于市，似古傩礼”［1］。又《天一阁明代方志选

刊》载：建昌府“端午⋯⋯小儿系百索，咸谓能辟邪⋯⋯观竞

渡，好事家持酒肉牢之，谓之‘赏标’”［2］。（建昌，在清代辖境

相当今江西南城、资溪、南丰、黎川、广昌等县）又明《万历志》

说永新县“清明⋯⋯杀牲祭墓，插柳踏青为戏”［3］。从傩礼、

竞龙舟辟邪、踏青杀牲祭墓等不难看出，明代江西民俗体育

宗教迷信的思想已经形成。当时民俗体育宗教迷信思想严

重也是有历史原因的。因为明朝第一位皇帝朱元璋推翻了

元朝，在当时看来就是光复了汉人的国土河山，一时间朝野

上下兴起复古之风，尽数找回过去的传统文化，民间风俗主

要寻迹唐宋两朝。因此，明朝的民俗体育丝毫不比唐宋逊

色。从以下讨论中就不难看出这样的踪迹。

1 图腾崇拜与江西民俗体育的形成

图腾信仰是占有支配地位的思想意识，或者说是一种图

腾世界观。一般认为，中国统一的图腾是龙凤和龙虎，中国

人自称是龙的传人，神话传说，华胥踏巨人迹而生伏羲，女登

与神龙接触而生炎帝，附宝见大蛇饶北斗而生黄帝，庆都感

赤龙而生尧。这些虽是统治者的附会，但这些传说中就有许

多龙图腾信仰的真实记录。

江西古属越地，并与古楚相接壤。据考古发现，“现在江

西境内，也曾是东周时期越国和楚国先后控制区域，所以在

江西境内也保留有越国与楚国的文化遗址，如临川县罗家寨

东周遗址、新干县界埠动周粮仓遗址、江西清江牛头山东周

墓和贵溪的墓等”［1］。自古越人“信鬼神，好淫祀”［2］。尤其

祭龙之风最为盛行。早在战国时，吴越就有为祭龙而竞舟的

风俗。由于风俗接壤相侵，“拜祭龙神”也成了江西各地普遍

的风俗。据清同治《沿山县志》载：“遇旱。城内外居民蜂屯

蚁聚，头戴柳圈，手擂大鼓群旨石井庵龙潭及观音岩等处求

雨，诸邑候出拜龙神。”［3］这种迎神祭龙的风俗在江西民俗体

育中得到充分表现。

1.1 迎龙神，求吉利的舞龙

江西舞龙在种类上有板凳龙、草龙、纸龙、竹龙等。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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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称“迎火龙”；长板龙，又称“长桥灯”。在赣东北地区，舞龙

以铅山紫溪和婺源县最有特色。明清时期，江西舞龙主要表

现出祭龙、消灾的文化心理。据清印本《婺源县志》载：“（婺

源）俗重社祭，里团结为会，社之日击鼓迎神，祭而舞（龙）以

乐之，至秋而祭亦如之”［4］。迎龙神，目的是祭龙求雨，祈求

五谷丰登。新中国成立以后，婺源县的舞龙风俗一直保留下

来，一般在八月中秋出演，大的村庄于晚上举行盛大的迎火

龙表演，“用稻草扎成长龙，并用竹片和色纸糊成龙首龙尾

灯，全身插满香火，敲锣打鼓迎舞”［5］。改革开放以来，特别

是近年婺源县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农村”而成为旅游县之后，

婺源县政府投入很多资金对民俗文化进行挖掘整理，与此同

时，舞龙这项婺源最有特色的民俗体育受到很大重视，各乡

各村都组织了舞龙队，而且打破了过去只在两社（春社、秋

社）表演的传统，每遇节日或盛大庆典，都能看到这种古朴、

热烈的传统民间艺术。在婺源近年举办的旅游文化节上，舞

龙更是唱主角，当夜幕降临，华灯高照时，满街长短不一的火

龙翻腾起舞，龙身闪光耀彩，在夜色中更显得神秘奇幻。数

十个舞龙者上身赤膊，按规定的各种步法，扭动壮实的身体，

个个精神抖擞，如醉如痴。整座山城锣声、鼓声、观众的呼声

响彻云霄，场面非常壮观。

江西的板凳龙以铅山县和赣北地区的南昌周围四乡最

有特色。一般在板凳龙的两端都有雕刻讲究的龙头和龙尾，

表现出浓厚的祭龙民俗特性。据清同治《铅山县志》载：“其

龙错彩镂金，颇极华丽”。该县紫溪镇的板龙是以木板为底，

板上插有腊烛，龙头和龙尾是另用竹辟成的篾丝扎成，舞时

以蟠绕、上下起伏、钻跑动作为主。赣北的南昌及四周地区

板龙与赣东北的板龙略有不同，南昌县的板龙设置的灯少，

而南昌市的板龙设置灯较多。见《南昌县志》载：“元夕，乡间

崇板灯⋯⋯长者数十板共一灯”。数十板共一灯，照明程度

很差。再看《南昌府志》载：“元夕，乡间设板灯，其制，像龙

头、龙尾贯于板，板置灯数笼，节节相承，共成一板”。笼灯的

多少与祭龙没有直接关系，大概是靠近市区的乡民较为富

裕，故其板龙比偏僻地区要讲究些，体育与资金向来就是有

直接的关系。由于大片山林的毁坏，木头越来越少，因此，现

代赣北的城市居民已很少制做板龙，而多以竹龙、纸龙替代。

竹龙主要用竹篾为材料，外蒙花纸，节数多为 7 节，龙头与龙

身以及每节之间用活动钉或绳索相接（板龙多用插销），由于

竹龙质料轻薄，所以动作以大幅度的腾空、翻滚、摇摆为主，

使竹龙舞起来更加生动活泼，突出表现了龙上天入地、布云

戏水的特性。

1.2 体现祭龙神的赛龙舟

古代，科学很落后，人们对风与气候以及动植物的超自

然力量不可理解，产生了戒惧，于是就有了乞灵于鬼神、祖灵

的宗教。宗教有对于重要物体取得联系并加以控制的欲望，

这种动植物就成了该氏族的“图腾敬仰”对象。

早在 50 多年前，闻一多先生经考证后指出，竞龙舟是吴

越人民图腾祭的活动。古属越境的江西，祭龙的宗教文化在

赛龙舟活动中表现得很明显。据江西九江《湖口县志》载：

“五月，竞龙舟于江中⋯⋯然犹有以小舟相角逐者，十八日为

旱船五，巨制龙文，装戏游市中，备极巧丽”。这里“旱船”指

陆地划舟，在龙舟上雕绘龙文与战国越人纹身是同样的心

理，即把自己装扮成龙子龙孙，祈求龙神保佑。又据《中华全

国风俗志》记载，萍乡赛龙舟之日“船之人咸集龙王庙，焚香

燃烛，祭祷龙王后，披红巾于龙王首上，然后将龙首龙尾，迎

下小舟”［6］。很明显，这是龙图腾的遗风，其目的是祭龙求

雨，给龙王披红巾更加具有宗教迷信的色彩，含有祈求龙王

保佑赛舟取胜的心理。

江西竞龙舟，兴于清代，至今长盛不衰。清代江西赛龙

舟多有戏剧配合，还有在龙舟上载神像的特点。清乾隆《袁

州府志》载：“五月端午⋯⋯竞渡，惟万载戏舟于城内。”如清

道光《金溪县志》载：“端午⋯⋯近水者亦或竞渡，城中则作船

形，妆杂戏于上，负之以趋。”这说明清代江西的赛龙舟已从

娱神向娱人的方向发展。虽然，龙舟戏剧将杂戏搬上龙舟，

扮演者要化妆，需要道具，甚至请戏班要花钱，这种伴歌载

舞、表演逗乐的赛舟形式有很强的观赏性和趣味性，给观众

带来乐趣，也使戏班挣了钱。总之，封建社会，江西赛龙舟反

映了祭龙求雨和求龙神保佑的迷信思想是十分明显的。

2 道教文化与江西民俗体育

约在宋代，道教即在江西境内广为传播。宋绍兴年间，

江西各地道观、道院相继建造。至清代，江西各地道观、道院

已经成为密布的形势，每县少说都有数十个道观或道院。可

见，从宋至清代，道教文化在江西有很大的发展。许多民间

迎神为主的民俗体育活动中受道教文化的不小影响。

按旧俗，江西境内每年农历正月或三月，部分农村都要

择吉日或固定日期举行“春醮”（又称“春祈”），到九、十月农

作物收割完毕，又举行“秋醮”（又称“秋报”）。每到“春祈”、

“秋报”，各地都要请道士设道场，祈求天赐五谷丰登，六畜兴

旺，小灾避祸。每遇秋旱又要请道士迎神接仙。当时农村

“秋报”、“春祈”设道场和迎神求仙如同庙会一样热闹，实际

上春祈、秋醮与道教文化已融为一体，其内容有马戏、抬阁、

高跷等。解放后，节庆日踩高跷表演在江西各地城乡仍很流

行。踩高跷不仅是一种民间文艺，而且这种技艺能锻炼人的

手臂、腿部力量和平衡能力，所以踩高跷是一项很好的民族

传统体育。近年来，踩高跷已列入江西省民族传统体育比赛

的内容。解放前，江西不少地区，重阳登高时都要进道观烧

香拜仙，因为重阳登高与道教有关，相传东汉时，有一个名叫

桓景的人随费长房学道，一日费长房要桓景赶回家，并教徒

弟于九月九日令家人作绛囊盛茱萸，登高饮菊花酒以避祸，

此事遂相传成风。不难看出，道教也是江西民俗体育形成的

因素之一。

3 敬神信仰的“傩舞”

傩舞是一种驱逐疫病的舞蹈。据文献记载，傩舞在西周

时已出现，汉代又成为宫廷娱乐活动之一。据《后汉书·礼仪

志》记载，汉代于年终夜晚在宫中举行傩舞，舞时一人扮方相

氏，身蒙熊皮，戴金色四目的面具，元衣朱裳，一手执盾，一手

扬戈，十二人扮猛兽，十二人扮疫鬼，以方相氏带领猛兽吃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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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鬼，跳舞欢庆为结。舞蹈时，由一百十个儿童，头戴红巾，

身穿黑衣，手执大摇鼓伴奏、伴舞。仪式结束时，众人手持火

炬，游行至郊外，将火炬投入河中，表示疾病消除。江西古属

周境，据考古发现，江西省境内有西周时期的文化遗产，曾在

清江、新干、南昌、余干、萍乡、东乡、奉新等地都有一些发现。

如在“萍乡市彭高发现的西周甬钟和新干县大洋州西周墓内

出土的鼎、爵等青铜器和鬲、盆、尊、瓮、罐、网坠等陶器、硬陶

器与原始青瓷器；九江县沙河街磨盘墩遗址中，除发掘出有

西周时期的房基与灰坑等遗迹，还出土有斧、锛、铲、刀、矛、

镞、镰、杵、砺石等石器⋯⋯”［7］可见，西周时期，江西境内文

化已较为发达。因此，周礼对江西无疑是有影响的。尽管经

历了几千年的社会变迁，周代傩舞在江西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仍然十分流行。据明清许多文献记载，江西至少在都昌、瑞

昌、高安、南丰、建昌、婺源等地盛行傩舞。诸如《南丰县志》

记载：“周礼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元衣朱裳，执盾扬

戈，帅百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同治都昌县志》说：“上

元夜分，和族丁壮，鸣锣击鼓，放爆，挨家循行（谓之“逐疫”），

亦古傩之意。”清同治《瑞州府志》说正月初三早晨，用稻草束

成人形“以爆竹、锣鼓欢噪逐鬼，送至河边，曰‘送穷’，即古傩

遗意也”。又《高安县志》说高安元旦逐疫，于初三早晨“执杖

欢噪以逐鬼，即古傩之遗意也”。还有明万历《建昌府志》载：

“戏傩，小儿辈带面具戏舞与市，似古傩礼。”另外，有《婺源县

志》和《广昌县志》都有关于傩舞的记载。从这些史料足可说

明，江西傩舞分布地域广、不仅大人跳傩，而且江西儿童也有

舞傩的游戏活动，其普及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据明万历《建昌府志》说小儿带面具戏舞“似古傩礼”和

其它县志说的“古傩遗意”等句分析，可以看出，江西傩舞起

源远远早于明朝，明万历时已在江西少部分地区兴起，而且

有向游戏娱乐发展的趋势。据《婺源县志》记载说，婺源傩舞

是由明嘉靖年间任陕西马寺卿的程文著（婺源长径村人）从

陕西引来，在长径、秋溪及附近一带流传。时至清代同治年

间，江西傩舞开始盛行。此后经历民国、新中国初期，傩舞在

江西经久不衰。特别是 1954 年，婺源县曾组织傩舞演出队

参加全省和全国民间音乐舞蹈艺术表演，受到各方面的关

注。到文革时，傩舞被视为封建迷信活动，一度被禁止。直

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傩舞这项古朴的民间艺术才

得以开展，并受到政府的重视。进入 9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

的深入和旅游业的兴起，江西的高安、南丰、婺源等地还建立

了傩舞队（即傩班），傩舞成为江西现代农村不可缺少的一种

文娱活动，并在旅游业中发挥出独特的旅游文化功能。

江西傩舞，又称舞戏、戏舞、春戏，一般在元旦、正月初三

举行，少数地区从正月初一至十六日都有傩舞表演。据南丰

石邮乡傩记载，元旦称“起傩”，起傩之后称“演傩”，正月十六

傩舞停演时称“搜傩”。江西傩舞的道具有乐器金鼓和服装

黑衣红裤、元衣朱裳或蟒袍，舞者要化妆，头戴面具，手执木

制涂漆的兵器，舞时有诗歌互唱，形式有独舞、双人舞和群

舞，每个舞步、动作都蕴含着复杂的意味。节目多为神话和

民间传说故事，如《开天劈地》、《后羿射日》、《刘海戏金蟾》

等。傩祭归根结底是一种对祖先和神的崇拜，傩祭崇拜的是

伏羲和女娲，最早发现的是商安阳西北冈殷王大墓中出土的

木雕交龙（蛇）图案。从类型学看，这些交龙（蛇）形象，似乎

与汉氏的交龙或伏羲、女娲有直接的渊源关系。所以舞傩者

代表的是个体、部落祖先和图腾三者的神秘血缘的复活和显

灵。傩舞整个表演过程是十分炽烈的，戈戟、斧钺、执盾扬

戈，房前屋后偏除驱逐，当傩队杀气腾腾从傩神庙冲出来，象

征捉住魔鬼时，观众狂呼高喊，如醉如痴，锣声、鼓声、呼叫

声、爆竹声交织在一起，震耳欲聋，声传数里。

综上所述，江西民俗体育的宗教文化因素，主要蕴涵着

以下几种文化意味：

古时候，科学落后，相信人得了病是鬼魂缠身所致，还认

为冤死的人死后，其灵魂会变成恶鬼，又称“厉鬼”，迷信者说

“厉鬼”会加害于人，为了防范厉鬼害人，因此创造了对待恶

鬼的逐鬼的宗教迷信活动，这种活动古称“傩”，或“追傩”。

江西大多地区僻处山隅，交通不便，加之江河纵横，水灾不

断，自古常受瘟疫之苦，导致赣人“疾病不求医治，惟祷于菩

萨”，或以演戏答谢神灵的风俗，足见江西傩舞的形成和发展

与地理、历史文化因素也有一定的联系。

江西舞龙、赛龙舟祭龙的根源很深，祭龙是图腾崇拜的

遗风。因江西古属越境，越人以龙为图腾早在战国已经俗

成，因此明清以来江西的舞龙、赛龙舟与浙江风俗十分想似，

这是不奇怪的。

随着历史的变迁与发展，人们的民俗文化心态随之而

变，现代社会进步、科学发达，江西传统民俗体育宗教迷信的

思想渐渐淡薄，龙的神威在活动中的主宰地位也逐渐减弱，

人的地位逐渐提高，科学完全能战胜一切瘟疫，驱鬼逐疫的

思想意识也荡然无存。娱神性已向着自娱及娱人的方向发

展，民俗体育的形式和内容更加世俗化。现在舞龙、赛龙舟

和傩舞主要目的是为娱人、逗乐，使人们在节假日放松精神，

是休闲体育不可缺少的精彩节目。当然，江西民俗体育文化

中仍有糟粕残骸。因此，在新时期，我们在传承发展江西民

俗体育中，一定要扬弃旧俗中封建迷信的东西，要注意优化，

创新与改革，使江西民俗体育与现代文化融合，跟上时代的

步伐，使民俗体育旧貌换新颜，在当今民俗旅游和全民健身

活动中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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