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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化与村落传统文化
──以天津市北辰区刘家园祥音法鼓会为例──

赵

彦民

前⾔
七十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产业结构、
职业与人口、土地及地域空间发生了极大改变。在这一过程中，大量农村人
口不断涌向城市，城市不断地向外延伸与扩张，城镇化是这一社会转型时期
连结传统社会向工业化、近代化社会过渡的表象。城镇化进程虽然改变了农
村社会结构、生产生活方式、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但同时也给村落传统
文化带来了巨大冲击。在此背景下，乡土传统文化的承载者、即村落生活主
体，面临的问题是乡土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断裂、延续或重构。与此相关的讨
论大多集中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乡愁在城镇化过程中对传统文化发挥
的作用、传统文化的保护机制与策略、国外城市化的经验与启示等方面（1），
但对于地方传统文化的承载者们如何通过能动地改变自身的传承模式，迎合
时代要求、摆脱各种束缚谋求发展的主体者经验的考察并未给予足够关注。
在此，本文以天津市北辰区刘园法鼓会为例，考察刘家园村在城镇化进程中，
如何有效地掌控传统文化的发展与改造这一问题。
刘家园村位于天津市区北部，是北辰区北仓镇所辖十三个自然村之一，
过去曾是天津市近郊的农村，但随着近年城市空间的扩大与延伸，被纳入城
市，在城市化改造进程中从传统村落蜕变成为城市社区。清末道光年间，刘
（1） 例如，赵君香：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文化传承》，
《山东大学学报》2014 年第４期；吕德文：
《撕裂中的再造》
，《民俗研究》2014 年第１期；张士闪：
《“顺水推舟”：当代中国新型城镇化建
设不应忘却乡土本位》，
《民俗研究》2014 年第１期；刘晓春：
《日本、台湾的 “社区营造”：对
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非遗保护的启示》
，《民俗研究》2014 年第５期；彭兆荣：
《我国的城镇
化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
，
《西北民族研究》2014 年第４期；潘莉：
《城镇化进程中民俗
传承保护的路径》，
《中国国情国力》2014年第１期；李文亮：
《城镇化进程中要重视乡土传统
的传承与创新》
，
《民俗研究》2014 年第１期；胡行岗：
《城镇化背景下 “留左吹打乐” 的文化
传承与保护》
，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2013 年第３期；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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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村便成立了为娘娘（妈祖）出巡时随驾的法鼓会，作为村落传统的标志
性文化，传承至今。2014 年３月20日，笔者一行来到了刘家园村，与刘家
园祥音法鼓会的传承人们进行了访谈调查，了解了祥音法鼓的历史、传承、
组织与表演形式等，旨在把握传统村落社会解体后，生活主体者们是如何延
续传统文化与重构传统文化的问题。

⼀、刘家园祥⾳法⿎会的历史
原刘家园村座落于北运河西岸，是一个人口较少、规模较小的自然村落，
村民们多以农业、种植蔬菜为生。村中的祥音法鼓会，是在清道光年间传入
并扎根本村所形成的民间花会组织。法鼓是如何传入本村，关于祥音法鼓的
起源，刘家园村法鼓会的沈鸿林老人给笔者做了如下讲述：
沈：
在北京寺院里来了两位和尚，
（…前略…）就是在清朝道光年间，
（来）到刘家园。
赵：咱们这里是来了两个和尚，到刘家园之后……
沈：欸，从北京来的。就说是天津的锦衣桥法鼓和杨家庄法鼓同出
一门。当时为了丰富村里的文化生活，使村民更加团结友爱，也希望通
过学法鼓，能给百姓带来一份祥和与平安。因为这是佛教的东西，老百
姓比较信这个。过去的人比较穷，比较困难，都盼着通过这个能带来一
份祥和与平安。由村里比较有威望的长辈组织，村民自愿捐款捐物，就
把法鼓会建立起来了。就靠大家的力量，大家捐款捐物。那时候，喜欢
法鼓的后生们，经过师父的耐心传授，逐步掌握了法鼓的技艺，渐渐使
法鼓兴旺起来了。因法鼓的演奏发出吉祥雅韵之声，代表百姓的祥和与
平安，会里的老前辈，根据自己法（鼓）会的特点就起了祥音法鼓这个
（2）
名字。

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村中法鼓会形成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村民处于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与祈愿。另一方面，天津这一地域性特征也是花会形成的一个
主要因素。在天津，以皇会、老会等相称的花会组织遍布城乡各地。刘家园
村的上属行政辖区北仓镇在清朝是皇粮漕运的集运地，当地建有娘娘庙，过
（2） 资料源于2014年３月 20 日对刘家园祥音法鼓会的采访调查；调查地点：祥音法鼓会会所；
访谈人：赵彦民、樱井龙彦；被访谈人：沈鸿林，男，79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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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的船只都会前来朝拜祈福，在每年正月的迎请娘娘的仪式中，都有几十道
当地花会参加。在民国十年（1921）东顶圣母娘娘出巡散福会的仪式上，有
四十三道花会参加（3），刘家园村的法鼓会便是其中一道。
刘家园村的法鼓会建立后，并非一帆风顺。鸦片战争后，天津作为对外
门户，屡遭西方列强入侵，近代以后战争对传统村落的冲击，也使地方花会
组织活动起起伏伏。这一时期，刘家园祥音法鼓会也曾衰落，但在解甲归田
的官绅曹克忠的资助下（4），祥音法鼓会的活动得以延续与传承。关于当时祥
音法鼓会的情况，沈鸿林老人做了如下介绍：
沈：
（…前略…）村里住着一位叫曹克忠的曹大帅。
赵：曹克忠？
沈：欸，他最早是刘家园村的人。后来啊被慈禧太后认作干儿子。
他 1885年从甘肃辗转来到天津，以后那些年下榻在他三姨太的公馆里
边，住在这个村。他看会里的一些器具实在是破旧，无法使用，就出资
为法鼓会置办些会具。还有村里一些买卖人和百姓的资助，以及全体会
（5）
员的努力，才使法鼓会又逐渐的恢复起来。

清末民国时期，刘家园祥音法鼓会在村内官绅的资助下，发展比较稳定。
但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刘家园祥音法鼓会再次遭遇传承危机，法鼓会的重要
器具之一的老鼓被侵入村庄的日军破坏。关于这架鼓的来龙去脉，沈鸿林老
人这样讲述：
（3） 根据在刘家园村法鼓会的记录，1921 年正月的娘娘会有四十三道会参加，即北仓前街精忠
说岳灯棚、北仓后街三国演义灯棚、北仓净街老会、北仓门幡老会、北仓阎庄宝善中幡、北仓
公议随驾狮子、北仓敬香香斗老会、北仓公议杆箱、阎街村群英少练、北仓凌云高跷、北仓凌
云小车会、北仓公议十步闲、王庄村顺和高跷、王蓁庄众婴少练、王蓁庄同议高跷、周家庄同
乐十步闲、上蒲口同乐高跷、北仓庆兴齐大乐、南仓童韵花鼓、王秦庄长春雅音会、李家嘴同
和高跷、柳滩德音法鼓、北仓趴蜡庙小车会、北仓趴蜡庙高跷、韩家墅上善道乐、韩家墅权乐
高跷、北仓同乐花鼓、北仓同乐高跷、桃花寺同善道乐、北仓鹤翎会、屈家店博善道乐、刘家
园祥音法鼓、北仓白马圣会、北仓驾前苇盖宝伞、北仓驾前銮驾、北仓紫银灯亭、霍家嘴平音
法鼓、三霄娘娘宝座、北仓怡和大乐、东顶圣母娘娘宝座、北仓天兴齐大乐、周家庄荣音法鼓、
北仓团术馆少练老会。
（4） 曹克忠（1826‒1896），字荩臣，北仓镇刘园村人，人称 “曹大帅”，晚清著名将领之一。光
绪十一年（1885）年十一月，年近60 岁的曹克忠以病开缺。慈禧命赏食全奉，并赐福寿字及
上方珍物。在家乡修河堤、修关帝庙，办花会。凡乡民有求，皆出面调理，得乡民尊戴。详见
天津北辰区档案局 http://www.bcda.gov.cn/Detail.asp?id=745（2015 年２月３日）
（5） 资料源于2014年３月 20 日对刘家园祥音法鼓会的采访调查；调查地点：祥音法鼓会会所；
访谈人：赵彦民、樱井龙彦；被访谈人：沈鸿林，男，79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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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会里有一面老鼓，是早年间在上海买的，纯江豚皮面，红面，
两人一共去了20多天，经过在不同层面的选择，测试并用两臂连续做
伸展运动的次数考量鼓的放音时间，结果选中了这面，放音时间16 次，
这面鼓里有两套簧片，击鼓的时候呢，通过声音的震动簧片发出共鸣，
声音特别好听。因为日本人好奇，就派人砸开了鼓皮，想看看里面有什
么东西，这么好听，能发出共鸣的。他就走了，老百姓就特别可气，挺
好的鼓好不容易买来的就毁了。后来就把这些会具就藏在哪了呢？原来
我们村口有个庙，叫五仙庙，藏在小庙的仙人洞里了，仙人洞其实就是
（6）
就是一个地洞。藏在那里头，怕他们来了再来破坏。

建国后，法鼓作为农民艺术和鼓舞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工具，重新被民
众组织起来。在全国农村实施人民公社运动中，1956 年，刘家园祥音法鼓
参加了天津市第一届农民业余艺术会演大会，初次登上了北郊区的大舞台，
展演了 “民间艺术法鼓”，并获得了天津市文化局与天津市青年团委员会颁
发的奖励奖（参看照片１）
。
照片１

刘家园法鼓获奖证书

1966年，“文化大革命” 开始后，作为 “民间艺术” 的法鼓被视为 “四旧”，
成为破除与改造的对象。在 “文革” 中，村民为了保护法鼓会的器具，把器
（6） 资料源于2014年３月 20 日对刘家园祥音法鼓会的采访调查；调查地点：祥音法鼓会会所；
访谈人：赵彦民、樱井龙彦；被访谈人：沈鸿林，男，79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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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分散保存到有威望、责任心强的村民家，使得法鼓会器具能够保留下来。
当时情景，马鸿林老人做了如下回忆：
沈：
（…前略…）到了文革呢，法鼓这项民间艺术被当做四旧遭到
冲击。
赵：哦，四旧。
沈：为了保护会具呢，大家化整为零的藏在百姓家里，都是比较有
威望的百姓家里，才免遭冲击洗劫。当时法鼓会的响器就是这五种乐器：
鼓、钵、铙、铛铛、镲咯，这叫响器。全部都藏在老魏家，有的人知道
这个事了，就想去砸会具，被老魏，魏彭祥大斥一顿：“你们要砸，就
砸我，就从我身上过去，我绝对不会让你们砸。
” 结果没有被（破坏），
保护了会具……（7）
“文革” 期间，村民用自己的行动保护了法鼓会的器具。为改革开放后，
祥音法鼓会的再次复出创造了条件。进入八十年代，国家放宽了宗教信仰政
策；九十年代，在全球化趋势下政府提高了对 “地方文化” 的重视；此外生
活主体者自身对恢复传统文化的信念与精神层面的需求，这些都给民间花会
组织的重建提供了契机。祥音法鼓会正是在这样的大社会背景下，80 年代，
在时任村党支部书记张振贵的带领下，召集了村里的老艺人，修缮了表演器
具，完善与整理了曲谱，恢复了村内法鼓会组织活动。刘家园村法鼓会重新
组建后，表演活动遍及村内外。
组织的法鼓会活动，由于领导支持呢，百姓关心会员的积极性又高，
法鼓会越办越好。那些年法鼓会演出十分的火爆兴旺。得到了广大人民
群众的赞扬和政各级府的支持，文明和谐的社会使这个花会有了广泛的
用武之地。天津市体育馆、二宫、武清、葛沽、西双塘、古文化街、娘
（8）
娘宫等很多地方都留有他们（我们）比赛和表演的痕迹。

2007年，刘家园村开始旧村拆迁改造，村民们分散居住，法鼓会的会
所也被拆除，给法鼓会的传承带来各种困难。但在村领导及村民的协助下，
租用临时会所，使法鼓会的活动未曾中断。2007年，刘家园祥音法鼓会被
（7） 资料源于2014年３月 20 日对刘家园祥音法鼓会的采访调查；调查地点：祥音法鼓会会所；
访谈人：赵彦民、樱井龙彦；被访谈人：沈鸿林，男，79 岁。
（8） 资料源于2014 年３月20 日对刘家园祥音法鼓会的采访调查；调查地点：祥音法鼓会会所；
访谈人：赵彦民、樱井龙彦；被访谈人：沈鸿林，男，79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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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为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年被国务院与文化部批准为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9年，祥音法鼓会得到了天津大学冯骥才教授的关
注与资助，使处于拆迁改造中的刘家园祥音法鼓的保存与传承得以顺利进行。
2010年，法鼓会迁入新社区会所（参看照片２）
，会员们为法鼓的传承做着
各种努力。
照片２

刘家园祥音法鼓会社区会所

⼆、刘家园祥⾳法⿎的表演形式与器具、曲牌
刘家园祥音法鼓会的表演器具与天津其他地区的法鼓会大致相同，主要
是鼓、钹、铙、铛铛、镲铬儿五种打击乐器。鼓通常是用木材与动物外皮制
成，其他四种乐器都是铜制。在表演时除这些乐器外，还有随架摆设装饰器
具（9），用以突出法鼓会整体的气魄、神圣与庄严。

（9） 刘家园祥音法鼓会在表演时，除五种打击乐器外，需要的随驾器具如下：１、香袋，２、引
锣（头锣、二锣或腰锣，2‒3 面）
，３、门旗，４、高照（四个），５、小软对（二个），６、
大软对（二个）
，７、小硬对（二个）
，８、大硬对（二个），９、小灯牌（四面），10、大灯牌
（四面九）
，11、园笼（一副），12、八方盒子（一副）
，13、软衣箱（一副），14、硬衣箱（一副），
15、软茶稍（一副）
，16、硬茶稍（一副）
，17、软样稍（一副），18、硬样稍（一副），19、软
茶炊子（一副）
，20、硬茶炊子（一副）
，21、气死风灯（两个），22、大纛旗（白日用），23、
九莲灯（夜晚用）
，24、手旗（白天10‒40 面）
，25、手灯（夜晚 10‒40 个），26、木凳（10‒40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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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表演形式与器具
祥音法鼓会的表演形式有两种，一种是 “静态表演”，即在固定的场所
设摆表演；另一种是 “动态表演”，即边行进边演奏，也称为行会。“静态表
演” 时（参看图１）
，作为主要乐器的鼓置于前排居中，其他乐器在鼓的两
侧排开，通常左侧是4‒8人手持铛铛，右侧是4‒8人手持镲铬儿，钹与铙根
据表演场所的大小，多则 8‒10对，少则 4‒6对，分别排列在鼓前方两侧，或
对面平行排开，或 “八” 字形排开，鼓以外其他乐器都是成双对称演奏。大
纛或九莲灯置于鼓正中位置，手旗或手挑用于区划表演场所和照明，夜晚表
演时通常设置两个 “气死风灯” 用于全场照明。另外，在表演列队中央摆设
两副茶炊子，鼓乐结束后绕场表演。“静态表演” 一般是站姿，只有在表演
（10）
长曲牌 “歌一” 时，钹与铙的演奏者会有间歇坐姿。

图１

设摆表演示意图

图２

行会示意图

“动态表演” 即行会时，演奏 “常行点儿”。队列分为 “前场” 与 “乐队”
两部部分。“前场” 和 “乐队” 又分别称为 “文场” 与 “武场”。行进时，前
（10） 刘家园祥音法鼓会编：
《祥音和谐・法鼓名扬》
（手写私家版），2004 年，第 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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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 “引锣”（又称 “头锣”）与武场间的 “二锣”（又称 “腰锣”）遥相呼应，
起引领与指挥整体队列的作用。过去前场是娘娘出巡时警示人们回避和携带
随身用品的编队，现今是引锣置前引领队列前行，持香袋者紧随引锣，遇其
他花会时从香袋拿出会贴相互交换。其后顺次是两面会旗、气死风灯两个、
高照四个、大小软硬对各两幅、软硬灯牌各四个、元笼一副、八角盒子一副、
软硬衣箱各一副、软硬茶稍各一副、软硬样稍各一副、约 20 面手旗或手挑
在队伍两侧护拥，最后是乐队。乐队左侧是铙手，右侧是钹手，中间是鼓箱
与鼓手，鼓箱左右侧分别是铛铛手与镲铬儿手，鼓后是大纛（白日）或九莲
灯（夜晚），队列最后是持木凳的服务人员（参看图２）
。出全会时，约需会
员一百多人，气势庞大。夜间行会时，各种彩灯装饰使队列更加壮观，能吸
（11）
引更多的观客驻足欣赏。

上述器具很多是清末民国时期保留下来的，几乎都是木雕工艺制品。器
具上雕刻有水果、花草、鸟兽等吉祥物，寓意多子、多孙、长寿、平安与祥
和等。过去，这些器具的维护与更换都是由个人资助完成，八十年代祥音法
鼓会重建后，得到了村政府的鼎力支持。这些表演器具平时都存放在会所，
由会员们打理。

（二）曲牌
过去，刘家园祥音法鼓会有鼓谱和十套曲谱，但现今只保留下来鼓谱和
五套曲谱。鼓谱是口传心授代代流传至今，
都是依靠传承人的记忆保存下来，
没有具体曲谱。鼓谱主要分为十个小节，
即“垛子钹”“反鼓”“紧扣”“搓鼓”“六
角儿钹” “前三垛儿” “后三垛儿” “刹轮子” “叫三点儿” “刹鼓”。五套曲谱
有 “叫门儿” “对联” “绣球” “拨动子” “凤凰单展翅”（参看照片３）
。在演
奏时有五种组合，一、只演奏鼓谱叫 “首品” 又称 “小家伙儿上擂”，演奏
时间最短；二、既演奏鼓谱又演奏任何一套曲谱叫 “紧中品”，通常与 “叫
门儿” 组合演奏时候较多，又称 “打教门” 上擂；三、鼓谱与三套曲谱组合
（通常是 “叫门儿” “对联儿” “绣球”）称为 “慢三品”，俗称 “老三套”；四、
鼓谱与五套曲谱组合演奏称为 “一品”；五、鼓谱与五套曲谱组合并且与五
种乐器有分有合的演奏称为 “歌一”，又称 “二品”，即全套之意。在 “歌一”
（11） 刘家园祥音法鼓会编：
《祥音和谐・法鼓名扬》
（手写私家版），2004 年，第 8‒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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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中，五种乐器轮流领奏，顺次

照片３

刘家园祥音法鼓会曲谱

是鼓、钹、铙、镲铬儿、铛铛，“歌
一” 演奏时间最长，钹、铙演奏者
（12）
有间歇坐姿。

演奏时，鼓是整场的 “灵魂”，
它与 “头钹” “头铙” 相互配合演
奏不同的曲牌（参看照片４）
。演
奏什么曲牌根据表演时间、场所，
由会长决定。“叫门儿” “绣球” “凤
凰单展翅” “钹动子” 由 “头钹”
开始，只有 “对联” 是 “头铙” 开
始。“头钹” “头铙” 在开始时，都
要有意识的把两臂伸出去，动作幅
度要大，以便告知其他演奏者要演
奏哪一套曲牌。
照片４

会所内法鼓练习场景

（12） 刘家园祥音法鼓会编：
《祥音和谐・法鼓名扬》
（手写私家版），2004 年，第 1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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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刘家园祥⾳法⿎会的组织、传承与信仰
（一）组织与传承
刘家园法鼓会传承至今约有二百年的历史，历经五代。关于各代传承人
的基本状况，沈鸿林老人给我们做了如下介绍（参看表１）
：
刘家园村的祥音法鼓，200来
年历尽沧桑，从道光年间开始到现

表１：刘家园法鼓会五代传承人谱系

在不到 200年，是几代人坚持不懈

第一代

王有林

1829‒1924年

的努力和爱心传承，才延续至今。

第二代

丰 奎
赵晓峰

1874‒1970年
1875‒1961年

第三代

丰振贵
魏祥云
丰振富

1924‒2010年
1924年‒至今
1930‒1993年

第四代

田文起
王子才

1947年‒至今
1955年‒至今

第五代

刘玉新
王 旭

1971年‒至今
1983年‒至今

目前他们已经传承到第六代，也就
是署名的有五代了，正在培养第六
代。第一代传人是一个人，叫王友
林， 他 是1829年 到1924 年。 第 二
代 传 人 丰 奎，1874年 到1970年，
还有第二位，第二代有两位，一个

叫赵晓峰的赵大爷，他是1875 年到1961年。第三代传承人有三位，有
丰振贵、1924 年到2010年，还有一位是魏祥云，1924 年到今天，已经
90岁，还在，还有丰振福，1930 年到1993 年。这个第四代传承人呢，
有那么三位，一位是坐我跟前的，田文起同志，1947 至今，还有王子才，
现在是鼓手，他曾获得过京门鼓王称呼。王子才 1955 年至今，第五代
传承人是刘玉新，现在是会长，1971年至今，他是天津市国家级传承
（13）
人当中年龄最小的。

现今，刘家园法鼓会由第五代传承人负责，会员都是由村内出身者组成，
登记在册者有47人，但在实际出会时，有时多则一百人，少则七十几人，
还有一些不固定、为法鼓会服务的人员未登记在册。在年龄层次上，六十岁
以上的老人约占31％，40‒60岁的会员占 19 ％左右，18‒40 岁的会员约占
37 ％，18岁以下的儿童少年13 ％。从这个年龄结构上可以看出，老年人与
中壮年层在法鼓会中是中坚力量，他们通过 “传” “帮” “带”，培养年轻人、
儿童少年作为今后法鼓会传承的后备力量。关于后备传承人的培养，沈鸿林
（13） 资料源于2014年３月 20 日对刘家园祥音法鼓会的采访调查；调查地点：祥音法鼓会会所；
访谈人：赵彦民、樱井龙彦；被访谈人：沈鸿林，男，79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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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给笔者做了如下介绍：
沈：
（…前略…）第五代传承人是刘玉新，现在是会长，1971 年至今，
他是天津市国家级传承人当中年龄最小的。
赵：40来岁。
沈：欸，43吧。当时（初任会长时）才 36岁。还有王旭，1983年
到现在，现在是副会长，虚岁30岁。当时当会长是20几岁，他是文物
全才，鼓也会敲，多面手，钵子铙子都会打。还有第六代传人，正在培
养，这些小孩子吧，上小学的，四五岁的、六七岁的，培养他们成为小
（14）
明星，影响带动其他的少年儿童，这样呢为老会筹备后备力量。

如上，刘家园法鼓会在培养后备力量的问题上，倾注了各种努力。2006
年，由村里出资，法鼓会承办，集中一个月时间，培训了 “八○后” 和 “九
○后” 学员二十多名，为今后法鼓会的传承培养了后续人员。另外，祥音法
鼓会每年利用农历腊月的晚上，培训新人，为正月出会练习和提高会员自身
的表演技艺。近年，法鼓会还利用周六、日晚上等业余时间，让孩子们接触
法鼓，培养孩子们的兴趣，以此来为老会的传承储备力量。
就是嘛，有事的时候，学生放寒假了，晚上开始讲，培养新训，就
是这个意思。还一个就是一群上岁数的开始培养新学员儿。等放暑假有
时间，在外边敲锣打鼓地敲敲，对不？培养新学员儿，得会背这个谱，
（15）
没有谱子他背不下去啊，敲不了啊，是这个意思。

祥音法鼓会在注意传承和提高会员自身技艺的同时，也与村外的花会组
织河东善音法鼓、葛沽雅音法鼓建立了友好关系。通过相互的交流与切磋，
来完善自身的技艺。在今后的传承问题上，祥音法鼓会制定了六条原则：一、
制定会规的传承，二、做好鼓谱与曲谱的传承，三、做好表演技艺的传承，四、
做好舞蹈动作的传承，五、做好会具的传承，六、做好文字、录音、录像及
照片等整理工作、存档传承。他们正不懈的努力，目标是登上 “春晚” 的舞
台，能使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民间文化艺术。

（14） 资料源于2014年３月 20 日对刘家园祥音法鼓会的采访调查；调查地点：祥音法鼓会会所；
访谈人：赵彦民、樱井龙彦；被访谈人：沈鸿林，男，79 岁。
（15） 资料源于2014 年３月 20 日对刘家园祥音法鼓会的采访调查；调查地点：祥音法鼓会会所；
访谈人：赵彦民、樱井龙彦；被访谈人：田文起：男，68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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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鼓会的运营
刘家园法鼓会是民间自发的花会组织，每年出会所需费用都是自筹。过
去，会的运营与活动通常都是村内大户人家出资捐助，一般村民出力为法鼓
会服务。
赵：那咱们过去的生活和法鼓会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沈：就是说老百姓有钱有力，有钱出钱，有物出物，没钱出力，给
花鼓会尽力做事。就是不在村里的也有，就是做小买卖的。买卖好点儿
的，只要是会里有困难，就会给帮忙添置点会具啊，买点什么，添置点
儿东西。收入低的呢，经营少的呢，就几个人，几家人凑。能力大的就
一户添一件会具或者添两件，就这个情况。
赵：就是村里比较生活富裕的人，可能就多出一些。
田：家庭富裕的，比如说这个会啊，要出会了，来通知了要出会了，
从户里到街坊里、穷人啊，那些比较困难的就出力，扛点儿嘛弄点儿嘛
的。有钱的啊，
这个会长啊，
他们这些做买卖的，
地多的，

照片５

2011年春节活动经费支出

家里有牲口的，
能弄活钱的，
他们给化缘去。拜拜年，会
里要出会了给赞助点儿，就
给俩钱儿，这么来的。所以
说这会里一出一大堆的得吃
饭不能饿肚子，
就拿这些钱，
都 是 他 们 富 裕户的捐进来
的。哪里坏了，
得修的，
他们
给修理都是拿这些钱。现在
（16）
不要，现在就不需要了。

现今，维持刘家园法鼓会的
资金来源有如下几个方面，经费
的主要来源是来自村政府的补贴
与支持，村里的补助之外有政府
（16） 资料源于2014年３月 20 日对刘家园祥音法鼓会的采访调查；调查地点：祥音法鼓会会所；
访谈人：赵彦民、樱井龙彦；被访谈人：沈鸿林，男，79 岁、田文起：男，68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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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发的非遗专项用款、企事业单位的赞助、村民及来自社会成功人士的赞助
等。在经费的使用和管理上，规定钱与帐目二人分管，会上的所需开支由三
位会长签字，提倡经费节约，杜绝计划外开支。每年经费的使用与支出，都
进行记录并张榜公告（参看照片５）
。
（三）会规
刘家园法鼓会传承至今，有过去传下来不成文的老规矩，也有为了办好
老会现今制定的各种规定。刘家园法鼓会根据现今的需要，统合和修改了过
去的老规矩和现在的各种规定，其内容具体如下（17）：
一、入会，过去为了延续老会的 “正统性”，在向下一代传承的规矩是
必须为本村村民，传男不传女。现今老会员越来越少，年轻人日常工作、学
习较忙，业余时间也被现代媒体所占用，入会人员递减，会的传承面临危机。
为此，法鼓会决定女孩童可以练习敲镲铬儿，中青年妇女在人手紧缺的情况
下，担任前场执事，对于青少年学习钹、铙给适当的补贴，入会时需要填写
“会员登记表”。
二、爱会，要求会员爱护老会，不说损害老会荣誉的话。懂礼貌、守规
矩，不随便吃拿会上的东西。爱护、维护会具。鼓在五种乐器中占 “神圣”
地位不能乱摸、随便触碰。
三、学会，是指青少年入会后，可根据自己的兴趣学习某种乐器，但必
须遵守会规，尊敬会头和老会员的指导，不设拜师仪式。要熟记五套曲谱，
经过会头允许后方可上场表演。
四、拜庙，每逢出会时要先拜 “五仙庙”。拜庙时，行会的队伍要 “坐鼓”，
先由会头进香、祭拜，演奏一套 “首品” 或 “紧中品”。外出行会表演时，
遇庙宇、寺院也要上香、酬神表演。目的是期盼出会平安、顺利。
五、哨鼓，是会员集合的信号。鼓手在会头的授意下，击鼓一段，它是
老会集合或准备出会的命令。会员听到鼓声后，到会所集合，不能无故不到。
第二遍哨鼓仍未到者，将受到会首批评。会员集合后，做好出会准备。
六、请会，是请村外花会到村里来演出。由会头邀请出贴，对方回帖约
定。来村时，会头等人要去迎会，进行招待。演出前，会头带邀请方花会拜

（17） 刘家园祥音法鼓会编：
《祥音和谐・法鼓名扬》
（手写私家版），2004 年，第 25‒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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庙，为客人维护表演场地及现场秩序。表演结束后进行酬谢、礼貌送客。
七、换贴，出会时遇其他花会要进行换帖，以表示尊重对方。换贴时由
会头或手持香袋的老会员与对方进行问候，抱拳作揖，互换会贴。
八、截会，在行会时有家庭、单位或商家等在门前摆上茶水、香烟、点
心、水果并燃放鞭炮的，表示 “截会”。这种场合，一般都会演奏一段 “坐鼓”，
表演结束后钹、铙演员要把乐器举过头顶，以示谢意。如有赞助，当场要大
声报出金额表示谢意。
九、过会，与其他花会途中相遇，要停止演奏 “常行点儿”，会头要礼
让对方先行，钹、铙演员要将手中乐器举过头顶，以示问候与礼貌。待兄弟
花会过后，方可继续行会。
十、拜会，行会时，遇其他花会会所门口上方插有该会会旗，行进队伍
要停下，会头要带会贴与该花会换贴、拜会，表示礼貌。如被邀请演出，则
要接受并表演。

（四）信仰
过去，祥音法鼓在参加农历三月三的 “娘娘会”（又称 “皇会”）时，随
驾在娘娘 “宝辇” 的左右，是宝辇会的一部分，人们也称之为 “半套銮驾”，
更凸显的是法鼓作为敬神、酬神的信仰作用。
现今，法鼓会的活动大体是以春节时期庆丰收与祝安康、慰问演出、参
加镇、区、市里庆典活动为主。祥音法鼓会在敬神与酬神等信仰层面的功能
已日渐淡化，更凸显的是娱人功能。在祥音法鼓会的会所供奉有 “五仙堂”，
这与前文提及的日本侵华时期为了防止会具被毁、把会具藏于五仙庙内而得
以保存有密切关系，村民们认为有 “五仙” 庇护，才使得会具免遭劫难。
田：
（…前略…）赵老师啊，我们这些东西，我说都是在庙里的，
它有个仙洞都是在那放着。
赵：一直都在那放着？
田：一个地洞，就在那里头放着呢。
赵：嗯嗯。
田：这些（会具、器具）都是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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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赵：所以一直都留下来了。

此后，“五仙” 作为保佑会员安全、外出表演顺利的神灵，在会规中明
确记入了出会前会头要带领全体会员拜庙酬神的规定。
这庙，我们有这几样说法，我们拜完庙以后，我们出会就没出过事，
出会就保平安，保佑我们。因为这出个会多危险哪，你说我耍钹，擦到
自己了，或钹飞了，擦到观众了，这都不合适。所以就等于我们这么多
（19）
年出会没出过那些事，就因为我们走之前拜庙。

拜庙不仅是本会要拜，其他花会受邀来本地，在表演前也要举行祭拜仪
式，祈求平安、顺利。
王：你比方说，我们请会，我们请别地方的会到我们这地方来玩儿。
他们会头头一个就问庙在哪？他还得拜庙。
赵：嗯嗯。
王：他也得拜庙，都得拜庙。我们每年，在正月里头请外边的会到
我们这表演来，得请几场，他们表演之前，到会所，我们这会所前，先
拜庙。因为踩高跷的人就在岩灰板上蹦，拜完庙嘛事都没有，随便蹦去
吧。他上完香就告诉他那，腿子都绑好了，在门口就得跳啊。一边跳着、
（20）
耍着一边拜，拜完就玩去，我没事啦。

四、结语
如上所述，本文以天津市北辰区祥音法鼓会为例，考察了近年城市开发、
城镇化进程中民间传统文化是如何生存与延续的问题。在中国社会结构转型
这一过渡时期，城市开发与建设给传统文化带来的冲击是毋庸置疑的，很多
传统文化也由此消亡、衰落或重建。本文的调查对象刘家园祥音法鼓会虽然
也遭遇种种困难，但其并未走向衰落与消亡，而是文化传承的生活者选择了
积极主动地适应转型期社会的发展与需求。
（18） 资料源于2014年３月 20 日对刘家园祥音法鼓会的采访调查；调查地点：祥音法鼓会会所；
访谈人：赵彦民、樱井龙彦；被访谈人：田文起：男，68 岁。
（19） 资料源于2014年３月 20 日对刘家园祥音法鼓会的采访调查；调查地点：祥音法鼓会会所；
访谈人：赵彦民、樱井龙彦；被访谈人：王振东，男，72 岁。
（20） 资料源于2014年３月20 日对刘家园祥音法鼓会的采访调查；调查地点：祥音法鼓会会所；
访谈人：赵彦民、樱井龙彦；被访谈人：王振东，男，72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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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主动性应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一方面是，生活者主体对
传统文化技艺传承的渴望与文化记忆的诉求。这一点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刘家
园法鼓会的历史找出答案。刘家园法鼓会从组织形成至今，遭遇数次战争、
文化大革命、当今的城市开发等问题，虽几经沉浮，但都能走出困境。例如，
上文中老人讲述日据时期、文革时期，村民为了保护会具免遭破坏，把会具
隐藏于村庙和村民家中，从这些行动中不仅能看出村民对传统文化技艺的执
着与热爱，而且也能看出这种行动作为一种文化认同在生活者主体间代代传
递，正是这种文化认同与归属感使他们面对当下转型期的各种社会问题能够
从容对应。
另一方面，体现在花会发展运营的具体操控上。刘家园祥音法鼓会虽然
是民间花会组织，但八十年代重建后，得到了村政府的大力资助，使法鼓会
能够有足够的经费参与各种表演活动、培养下一代传承人，并且村政府与法
鼓会并肩努力取得了区、市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称号，这些都为法鼓
会的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次，刘家园祥音法鼓能够不失时机抓住
各种机遇，得到社会的关注与扶持。另外，在处理传统理念上，能够与时俱
进。例如，在培养下一代传承人与出会人员使用问题上，改变了旧有的男女
观念，努力规避未来传承过程中后续不足的危机。综上所述，如何解决城镇
化与传统文化存续间的矛盾，是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本文只
是试图通过刘家园祥音法鼓会的经验，提供一个解决问题的参考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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