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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朱子钰 李梦馨

数千年的历史为中国这片土地创造了悠
久的民俗文化，华夏文明也因此得名，所
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
谓之华。”

自古以来，许多民间习俗具有浓厚的性
别色彩，如农历五月初五女儿归宁，七月初
七女子“乞巧”等。此类民俗对于古代性别
角色进行了塑造、强化，而随着传承，民俗
对于现代性别角色塑造也具有一定影响。

梁丽霞，济南大学教授、博士，政法学
院院长、硕士生导师，山东省社会科学学科
新秀、山东省理论人才百人工程成员。近
期，梁丽霞做客大众讲坛，就民俗与性别的
关系作出精彩阐释。

在同类仪式中

面对的不同“待遇”

古时候，人生礼仪已深深融入每个家庭
的生活中，每个人从出生到离去，在一生之
中的不同阶段，都会或多或少地经历、感受
各种礼仪或仪式，例如诞生礼、成年礼、毕
业典礼、婚礼乃至葬礼等。一次次仪式的经
历意味着人生阶段与社会地位的一次次转
变，而古代男女在同类仪式中面对的不同
“待遇”不仅体现了古人男女有别的思想，
在不经意间对于古代性别角色的塑造发挥了
决定性作用。

人生礼仪有助于古代性别身份的构建。
以诞生礼为例，作为多数人在出生后最早经
历的一项民俗仪式，古时候男孩和女孩所经
历的仪式内容往往是不同的。在抓周的环节
中，男孩子身边往往放的都是笔墨纸砚等文
具，女孩子身边则会放置梳妆用品等。尽管
在此时，孩子对于性别的差异尚没有清晰认
知，但家庭则通过环境的不同，协助下一代
构建不同的性别认知，进而在二元化性别体
系下塑造不同的性别角色。

人生礼仪暗示了古代男女社会地位与社
会分工的不同。《诗经》中记载：“乃生男
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
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
瓦。”我国古代当家族中诞生男孩时，家人
便会为其准备一种象征权力与地位的名为
“璋”的玉器，而当有女孩诞生时，家人便
会为其准备纺锤“裼”。这便暗示了在古
代，男性在社会中占据着权力与话语权，而
女性则处于辅助角色。这一点在男女的成年
礼中也得以体现。男性的成年礼冠礼，通过
为男性“加冠”戴帽，体现着男性在社会中
成为独立的主体；而女性的成年礼及笄礼，
则是通过发型与发饰的转换，指代女性正式
从女孩向妻子、母亲的身份转变。

人生礼仪对于古代社会秩序与家庭秩序
的构建。在古代，婚礼不仅是男女成
年后身份的第一次重大转变，更是社
会秩序与家庭秩序构建的重要环节，婚
礼习俗进一步强化了男女性别角色的塑
造。在我国的封建时代，婚礼习俗主
要被概括为“六礼”，即纳采、问
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从纳
采，即请媒人介绍女方开始，到询问女

方姓名、生辰八字的问名环节，到后来的男
方向女方送礼纳吉、下聘礼纳征，以及选定
婚期，再到最后的接亲，即亲迎环节，都是
以男方家庭为主导。对于婚礼的亲迎环节，
《礼记》中记载：“男子亲迎，男先於女，
刚柔之义也。”这体现了男性作为一家之
主，女性从属于男性的特点。通过一系列的
婚俗仪式，固化着古代女性主内的性别角色
与家庭地位。

民间观念

针对不同性别角色的严格禁忌

除了人生礼仪外，民间观念对古代性别
角色的塑造也发挥了一定补充作用。人生礼
仪在人的一生中相对较少，虽对性别角色的
塑造影响显著，却往往只作用于特定时间
点。而民间观念则作用于人们在进行人生仪
式外的大部分时间，对于古代性别角色的塑
造“润物无声”地施加着影响力。

这里所指的民间观念，特指在民间社会
自发产生、约定俗成的相关意识，此类意识
往往与生活禁忌紧密相连。一般包括两方面
内容，其一是围绕着节日、仪式，如正月期
间忌迁居、剃头，七月十五忌夜行等；另一
方面则是对于性别方面的部分禁忌，对于古
代性别角色的塑造作用主要体现于第二方面
内容之中。

在古时的民间观念中，有部分针对不同
性别角色的严格禁忌，在日常生活中对男女
进行约束。如男性在行走时，当昂首挺胸，
坐下时，当正襟危坐。而对于女性而言，行
不露足、足不出户、笑不露齿等民间观念成
为古代女性的“行为规范”。

尽管在学界探究许多民间观念的起源
时，难以在历史中追溯到其诞生的具体原
因，然而正是这种一代代口口相传的“约定
俗成”，为民间观念增添了神秘感与权威
性，进而对古代性别角色形成了无形的塑造
力。与此同时，这一塑造力随着民间观念的
不断传承，在现代社会中持续对性别角色塑
造发挥着重要影响。

节日民俗通过禁忌

实现对性别角色的规范

节日民俗是民俗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一部
分内容，往往与时序节令的转移有关，但带
有强烈的人为因素，文化色彩浓厚。在人为
的节日民俗中，人们对于性别角色的认同得
以建立和固化。

节日民俗如何对性别角色进行规范？一
方面是通过禁忌实现。在一些重大节日，以
及祭祖、祭灶等重要的活动中，女性都要回
避。有一首诗讲到这种情形，
“时届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
言事，酒糟涂灶醉司命，男儿
酌献女儿避。”过小年的

时候，要祭灶王爷，这时候男人出来祭祀，
女人则要避开。

类似的节日仪式，对女性的言行举止有
很多规范和限制，这种规范与限制在内化
后，就形成了自身的性别角色特征。旧时，
北京等地，正月初一到初五，女人是不能串
门的；在天津，除夕这一天，房间摆好供品
之后，妇女不得进入，女孩子不能吃祭祀用
的糖瓜。在春节回娘家这一习俗上，也有多
种限制，有的说大年初一到初三不能回，有
的地方初八之前不能回。

当然，在中国传统节日中，也有一些以
女性为主角的节日，如元宵节、七夕、中秋
节等。这些节日与月亮有关，被认为阴性元
素活跃，这时候，围绕女性的活动就多了起
来，女性在其中也能得到暂时的放松。

有些地方有正月十五请紫姑的习俗，紫
姑是厕神。传说，紫姑生前是一个官员的小
妾，因受到正妻的嫉恨，被杀死在厕所中，
上天神灵怜悯她的身世，就让她升为厕神。
正月十五这一天，月圆之夜，很多女子就拿
着簸箕，向紫姑问心事，类似一种占卜活
动。正月十六的走百病、摸门钉也是专属于
女性的活动，在这一天，女子可以结伴上
街。摸门钉有两种含义，一是祛除百病，二
意味着人丁兴旺，祈求多子多福。

七夕，现在被称为中国的情人节，在传
统社会中，这个节日更多地跟女性相关。七
夕中有一项活动是蛛丝乞巧，女孩子选一只
小型蜘蛛放在一个容器内，盖上盖子，第
二天来看一下，谁的蜘蛛能结一张又圆
又完整的网，谁就“得巧”了。还有穿
针比巧，女子比试谁更心灵手巧。
通过这些活动，强
化了女性在家庭中
的角色。

尽管以节日为由，女性能暂得自由和娱
乐，但渗透在节俗中的“乞婚嫁”“乞生
育”思想，更加深入地将女性和家庭联系在
一起，将女性和妻子、母亲等身份绑定起
来。

建构性别平等的民俗文化

民俗对性别角色的塑造，是对现实生活
中两性关系的反映，经由民俗活动，以男性为
中心的性别秩序得以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

而今，随着时代的发展，男女性别角色
地位已经有较大程度的改善，民俗中的性别
文化也渐趋平等，但建构性别平等的民俗文
化仍是重要议题。

从政府层面而言，要建立性别平等的民
俗文化，改革歧视女性的民俗观念，辨识传
统民俗的性别观，落实两性平等的政策方
向。这是一个长期而系统的工程，民间团体
也可参与到形成性别平等共识的过程中。具
体到个人，每个从民俗文化的濡染中成长起
来的人，都会或多或少地从中获得关于性别
角色的切身体验，在意识到其中存在的性别
差异后，能够自觉纠偏，也会汇聚成挑战传
统的力量。只有每个个体能够不受任何前置
条件的限制，我们才能在与民俗的共处中形
成一种更加包容的关系。

□ 王文珏

看国产动画片《青蛇劫起》的时候，脑海
里很容易浮现出许多女性艺术形象，尤三姐，
战斗天使洛丽塔……她们和青蛇基本是一个派
别的，拥有类似的成长模式：愤怒让人反抗，
反抗让人成长，一直抗到天涯尽头。

如果梳理浩如烟海的中国神话形象，最适
合进行现代化改编的几乎都有这样的特征。哪
吒、悟空、杨戬、白蛇与青蛇，反抗冷硬铁板
的桎梏，追求自由与独立，追光动画近几年下
手改造的都是这样充满故事性、情绪感的人
物。相比《白蛇：缘起》，青蛇的形象势必更
加反骨、孤勇，诸多文学二次创作里，青蛇都
因为她更近妖，斜睨人间的形象，叛逆得更加
彻底，也更灵动鲜明。徐克的电影创作，片名
干脆就改成了《青蛇》，而不是人们温暖熟稔
的《白蛇传》。

这一版国产动画的改编，青蛇基本脱胎于
徐克的电影：对许仙的蔑视，对白蛇人间之爱
的不解，对不公不义以牙还牙的狠戾。影片也
创作出自己独立的故事体系——— 修罗城，所有
因“执念”而不肯轮回、不生不死的人及妖魔
都被打入此城，弱肉强食互相折磨，直到有人
看不到未来，彻底弃念死心跳入“无池”，彻
底忘却原本蚀骨入魂的执念。这是一个用痛苦

折磨欲望、放弃欲望的过程。
青蛇对修罗城的逻辑嗤之以鼻，她定要靠

腔子里的一口气，打出这个嗜血世界，掀翻雷
峰塔，救出相依为命的白蛇。她的执念就是报
仇，杀法海救姐姐。在这个光怪陆离，充满废
土庞克、摩托装甲的战斗之城，青蛇打足120
分钟，马达轰鸣枪炮震天，泪花与血花齐飞。

“所爱之物，终有散时”是一种人生观，
“我执故我在”是另一种人生观。青蛇被打入
修罗城，要的就是让她放手，但就像传统故事
里青蛇执剑救姐一样，青蛇要证明的是后者，
是我不放手我们就能不放手的深执。而越执
拗，她遭遇的背叛、绞杀、历劫就更多，影片
一直不断催升情感的浓度，越凝越强，属于青
蛇的战斗不断刷新人们对于情感极限的体验。

最终属于她的胜利，似乎给了一个证明——— 世
间那些至坚至美至纯的情感是存在的，执念能
出奇迹。

无成长不故事。青蛇这样的孤念之魂，还
能如何成长？一次次历劫中，青蛇原本对姐姐
凡间爱情的不解，渐渐演变为理解。她原本的
逻辑是，要个不如自己的男人有什么用？我只
会爱一个强大的、能保护我的。遭遇貌似强大
的司马生死一瞬背弃后，青蛇从“我可以依赖
他”，转变为“原来我必须靠自己”。而结识
功力一般的小白，相伴的熟悉温暖，数次紧要
关头的舍生相依，让小青渐渐明白，重要的不
是强大不强大，而是灵魂的“我爱”，以及由
此萌生的勇敢与牺牲。修罗城的凶狠没有做到
的，爱的浩瀚温柔却做到了，青蛇重新组合了

对爱的理解。
有人说青蛇是现代大女主，标签是“仇男”。

结论过于僵硬了。青蛇早已在口口相传、文本发
展中，进化出乖张肆意、激烈反叛的做派。而认
为“男人靠不住”不能完全代表青蛇的成长———
她的成长是自我意识的更加彪悍：如果我足够
强，姐姐就不会被压在塔下，如果我足够强，整
个修罗城根本困不住我，如果我足够强，牛头马
面又算老几？这样的自问，已经超越了男女的概
念，救姐的执念也多了条实现路径——— 要强大，
所有的失败都是因为不够强大。

最后时刻的成长进化，近乎爱与恨的声嘶
力竭，青蛇竭力而往的孤勇，不断推动情感高
潮一次次席卷而来。追光动画的制作也在不断
进步，除了驾轻就熟的废土画风、机械庞克，
小青的战斗一直在复杂乖张的线条颜色与清淡
节约的水墨间剧烈切换——— 切换得很妙。与法
海最激烈的生死之战，呈现的竟是水墨旖旎的
洇散，天地玄黄间，灵魂之杀被赋予写实派动
画不具备的灵意。谁能画出一缕魂魄呢？中国
水墨是可以的。追光动画很准地抓住了这一
点，显示出艺术的技术能力。

缺点一如此前的《哪吒重生》。追光动画
的故事过于依赖一股亢奋之气，这种亢奋可以
很顺滑快速地推动故事、宣泄情绪，也很容易
让人物动机过于单向，缺乏被诠释、解析，连
累艺术形象过于简单粗暴。古老大IP，所谓的
“封神宇宙”慢慢显山露水，但如果以后所有
作品都还是靠亢奋一冲到底，那么这个系列是
不是可以改名为“我不我就不”系列。

《青蛇劫起》：我执故我在

中国许多民间习俗具有浓厚的性别色彩，对古今性别角色塑造产生一定影响

民俗中的男女有别 观众为什么

看出了“剧怒症”

据解放日报，网友发明了一个新词“剧怒
症”，即在观看某些国产电视剧时，发现剧情严重
不符合现实、漏洞太多，导致观众看不下去而出现
的愤怒情绪。

相关报道列举了诸多荧屏上引发网友“剧怒”
的国产电视剧桥段。其中网友吐槽最多的，是一些
电视剧对于普通人并不普通的生活描述。例如，
“不管人物是什么家庭背景和职业，一律住着干净
明亮的大房子，衣着光鲜，妆容漂亮，还要加上厚
得看不见毛孔的滤镜”。

观众对电视剧的人物、内容、情节的不满情绪
指向了当下国产剧的通病——— 悬浮，乃至流行于荧
屏上的“悬浮剧”。所谓“悬浮”或“悬浮剧”，
是指某些现实生活题材剧中的事件、情感，没有生
活根基，脱离中国实际，尤其是混乱的情感逻辑与
叙事方式备受观众诟病。

电视剧创作当然是有其内在艺术规律乃至审美
规则的，但在商业利益面前，它们可能被市场逻辑
取代和侵占。这使得一些创作者从艺术创作应该遵
循的由心而发，变成了为钱发声。随着文化的力
量、文化的需求和文化的属性被消解，电视剧集就
会只剩下生活现实的“悬浮”、思想内容的浅
俗……

用动漫激活传统文化

据广州日报，第十四届中国国际漫画节开幕式
暨第18届中国动漫金龙奖颁奖大会日前在广州举
行。从本届大赛获奖名单可以看出，挖掘和利用传
统文化精髓，让传统文化在与现代潮流文化的碰撞
中产生火花、焕发新生，已然成为如今动漫界的共
识。

怎样才能让传统与现代碰撞出更为耀眼的火花
呢？不妨学学老一辈动画人。这并非让今天的动画
人将昔日的动画题材、创作手法等照搬过来，需要
学习的乃是匠心。匠心，首先体现在对传统文化内
核的把握上。对于传统文化要保持敬畏之心、严谨
态度，全面而深入地把握其内涵，力求“原汁原
味”，讲好中国故事。其次，体现在精益求精上。
如今，技术的突飞猛进和产业的日益完善，为动漫
创作带来了更多底气。但要提升艺术水准，还需拿
出当年《大闹天宫》创作的精益求精，在人物形象
设计、美术风格等细节上不断打磨，创造出富有东
方韵味的作品。最后，还体现在不断创新上。中国
动漫在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的同时，必须不断摸
索、力求创新，找寻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连接
点，在深入理解当代观众接受心理、审美需求的基
础上挖掘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以更为鲜活、更能
为当代人接受的方式展现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真
正“活起来”。

去“独家”后，

音乐平台怎样发展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终于可以‘一站式’听
歌了吗？”“版权争夺战要结束了？”近日，腾讯
音乐、网易云音乐先后开启去“独家”行动，引发
网友热议。业内专家指出，独家音乐版权时代的结
束，对平台、用户和行业都具有利好作用。长远来
看，网络音乐平台去“独家”是第一步，还须回归
服务初心，关切用户体验，积极参与良性市场竞
争。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指出，独家版权完全
解除后，对版权公平而言无疑是重大利好，版权价
格也有望逐步回归，但具体执行情况和进度仍需要
继续观察。“从全行业视角来看，当前线上音乐市
场存在的问题是几家头部音乐平台几乎没有竞争
者，这对一个健康的市场来说并非好事。”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目前虽然腾讯声明放弃了
独家版权，但如果上游版权方仍不将这些作品在其
他平台上线，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垄断的破除。

在青年剧作家、导演向凯看来，建立公共版
权、推动音乐版权共享，是去“独家”之后的应有
之义。“后版权时代，线上音乐平台的竞争将逐渐
转变为产品、服务、内容等多个维度的竞争。平台
应主动提高创新服务水平，提升用户体验，为更多
音乐人提供展示才华的空间，推动音乐行业包容性
发展。”

莫让网络直播

成为低俗文化温床

据光明日报，早期的网络直播以才艺表演、游
戏直播、生活类直播为主，而进入现在的直播间，
夸张的滤镜、奇异的妆容、扭捏作态的表演、无聊
低俗的语言，不断冲击着人们的审美认知。不少主
播用突破常规的低俗方式博眼球、博出位，“丑、
怪、假、俗”渐成趋势。而在直播间之外，对流量
的追逐也产生了极坏影响。

而让人震惊的是，直播间的大批粉丝却正为这
些低俗的直播埋单，不但打赏供养着这些主播，甚
至将这些低俗主播捧为明星。当某个劣迹主播被封
禁，还有大批粉丝为其鸣不平。可见，这种传播低
俗文化的直播，已严重污染了网络环境和网络文
化。

网络直播本身具备一定的娱乐性，这一点无可
厚非，但网络直播不能成为低俗文化的温床，任其
野蛮生长。鉴于网络直播的庞大受众和影响力，网
络直播本该成为弘扬主旋律、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平台；网络主播本应是传播真善美和正能量
的媒介，如果放任网络直播低俗化，势必会让网络
直播最终变成携带有害价值观的毒瘤。

（□记者 刘一颖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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