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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对滇南文化重镇建水县祭孔仪式多次实地考察基础上，考究该地祭孔仪

式起源、断裂与复兴等过程，考察了祭孔仪式与地方民间文化的相互影响。通过对祭孔仪式

与洞经会相互关系的分析，阐述了建水祭孔仪式传承与变迁的机制，阐明了民间宗教组织洞

经会与祭孔仪式操演的相互关系，以及洞经会在祭孔仪式复兴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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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子诞辰2556周年之际，全球首次联合祭孔活动28日在世界各地孔庙同时展开。   

…… 

活动以山东曲阜孔庙祭孔为主直播现场，上海、天津、浙江衢州、云南建水、甘肃

武威、福建泉州以及香港等地的孔庙（或文庙）为国内同祭直播点，韩国汉城、日本足

利、新加坡菜芭等地孔庙为海外同祭直播点，美国纽约、德国科隆等地为欧美祭孔现场

连线报道。1 

2005年全球联合祭孔是一次规模空前的盛会，涉及了海峡两岸和欧美等地区。这些地区

最有代表性的文庙祭孔现场都进入了直播之列，通过现代先进的媒体传播技术，孔子的声名

更加远播，再一次吸引了国人的眼球。山东曲阜孔庙作为儒学正宗成为主要祭孔点是众望所

归；浙江衢州是孔氏的第二故乡，被称作南宗，衢州孔庙进入联合祭孔之列也是名正言顺。

上海嘉定文庙“规制崇宏，甲于他邑”，是江南各县最大最完整的文庙建筑
2
，建于南宋时

期的福建泉州文庙历史悠久，是东南地区规模较大的文庙建筑群，甘肃武威文庙更是与孔氏

血脉相连，这些文庙因各自的特点而成为这些全球联合祭孔中令人瞩目的焦点。那么云南建

水文庙又有着怎样的特征而使其与山东曲阜孔庙等并列，成为全国为数不多的分祭点之一呢？

这与建水独特的文化资源和深厚的儒学底蕴密不可分。 

建水于汉代就纳入了中央版图，属益州郡。因其临近越南，自古就是通往东南亚的交通

要道和军事重镇。《元史·地理志》载：“建水州，在本路（临安路）之南，近接交趾，为

云南极边”。
3
 唐代元和年间南诏蒙氏在此建城，并得名建水。建水所处的地理位置为“云

南极边”，多种世居少数民族在此聚居，在外界看来这里便是蛮荒之地。《重修临安府庙学

碑记》曾有这样的记载：“惟云南古徼外夷地，去京师西南万里。三代以前声教之所不及，

临安属府在其西南，盖又远焉。其地杂百夷，其民椎髻编发以为饰，佩弓刀，战斗、采猎以

为生，固不知文字为何事。”
4
 

儒学在国家制度的保障下向全国推行，建水被纳入了这一进程之中，受到中央王朝的控

制与影响。元代赛典赤治滇，创建文庙等文化设施，推行儒学教化，云南“不知读书”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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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才有改观。《元史·赛典赤传》载：云南“子弟不知读书。……创建孔子庙，明伦堂，购

经史，授学田，由是文风稍兴。”
5
 张立道在元至元22年“复创庙学于建水路，书清白之训

于公廨，以警贪墨，风化大行。”
6
 建水文庙成为继昆明和大理之后云南建立的第三座文庙，

开启了建水数百年的儒学风尚。明代大规模的移民进入，改变了当地“夷多汉少”的局面。

中原移民带来的先进文化与边地少数民族文化融合形成了建水独具特色的边地文化，这为建

水儒家文化的生存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建水文庙成为滇南儒家文化传播的重地。 

建水文庙始自元代建立至今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经过历代50余次的修缮扩建，占地

面积7.6万余平方米，可谓是规模宏大，且保存状况良好。另外不仅在规模上体现其特点，

更重要的是建水本是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极边之地，在文庙建立之后，儒学教育堪与中

原媲美，足见文庙对于建水和滇南价值所在。 

一 建水祭孔仪式的起源与民俗化 

文庙作为祭祀孔子的礼制性建筑，与之相应的就是一整套的祭礼和仪式，有关建水文庙

祭孔仪式的起源可以在《建水州志·祀典卷六》上窥见一斑： 

明弘治八年（1495），副使李孟晊，知府王济创置 （礼乐诸器）。万历三十年（1603

年）教授胡金耀重造，兵燹毀失。国朝康熙二十九年知府黄明捐俸禄制造计铸铜器二百

一十件共重四千五百六十觔。雍正六年，郡人萧大成以乐器残缺自龙门任考制琴、笛、

簫、塤、箎、磬、節如数送補绦囊全。7 

在国家的制度性保障下，建水祭孔仪式具有自身的合法性。作为中央王朝地方代表的官

员也视祭孔为己任，十分重视祭孔仪式的传承，自己捐出俸禄来完善仪式所需之礼乐器具，

表达尊孔之心意。在这些力量推动下祭孔仪式的规模日益扩大，滇南文人士子把建水文庙作

为朝圣之地，表达对圣人尊崇，同时也期待在圣人灵光的庇佑下能科第扬名。在建水文庙的

杏坛立有一块《孔子弦诵图》石刻，该石刻上的孔子浮雕像额头突出，象征着孔子渊博的学

识。人们认为摸了他的额头就能沾到圣人的灵气，所以自石刻竖立起150多年里，文人学士

都要进行他们的通过仪式，以至于石像额头已经凹陷下去了，足见孔子信仰在人们心中的影

响力和对孔子灵光庇佑的期待之情。 

在封建制度崩溃，儒学已经失去了制度性的保障，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建水的祭孔仪式，

因为它已经成为地方文化传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宣统二年（1910），地方士绅捐款重建

西壁，明伦堂及二贤、名宦、乡贤、节孝等祠，并于1911年完工。民国年间，清王朝已经被

推翻，儒学虽然已经失去了其制度性的保障，但是建水文庙的地位不变，地方文人士绅对孔

子崇敬依旧。民国五年，尚有士绅“尊亲而庙祀”，
8
 因为建水祭孔仪式在官方的推动下与

民间文化相互融合，而这种融合又是一个双向性的过程。这样的结果就是祭孔仪式拥有了更

广泛的生存空间。《临安府志·典礼》载：“每岁仲春、秋月，文武官以上丁之日致祭先师

孔子。”地方文武官员于每年春、秋两季的上丁日在文庙内祭祀孔子，能够参加祭孔仪式是

地方文人学士的最高荣誉。祭孔仪式在官方推动下对建水文化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与他

们的生活需要结合，从而内化到心理和行为中。地方学者汪致敏曾对祭孔仪式对地方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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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影响作了以下总结：其一，清代文人参与的祈物丰茂仪式的结构、音乐等与祭孔仪式如

出一辙；其二，建水民间洞经音乐的形式和内容都与祭孔仪式的礼、乐要素相似。
9
 笔者认

为不仅仅是祭孔仪式融入民间文化，另一方面民间洞经音乐也进入了祭孔仪式的操演中，因

为民国时期文庙祭孔仪式就已经使用洞经音乐，同时地方士绅成为祭孔仪式的组织者。他们

组成了多个遍布城乡的民间洞经会
10
 ，这是一个文人相聚谈经奏乐的组织，因道教《文昌帝

君大洞仙经》而得名。 

二 祭孔仪式的断裂与承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儒家学说退出政治意

识形态的舞台。作为祭孔仪式操演主体的洞经会在1950年以后就已经不能组织自身的日常活

动。祭孔仪式被认为是封建迷信，由此停滞。文庙只发挥学校的功能，仪式从此消失。“文

革”之初，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兴起，建水本地许多有价值的

文物首当其冲地成了要破除的对象。当时的文庙也是众矢之的，作为封建时代的遗毒自然是

首先破除的对象。建水一中的师生不得不将挂在文庙先师殿上御题匾额悄悄取下，隐藏起来。

为了保护大成殿的石龙抱柱，他们将其包起来，外加水泥，这一文物精品才得以保存下来。

有关洞经和祭孔仪式的书籍、礼器、服装等被迫作为封建社会的遗存和四旧交出来烧毁，更

多是自行处理了。据洞经会的陈姓老人回忆，当时他受一位朋友邀请教其演奏乐器，后来遭

到该朋友的揭发，说他是在搞封建迷信。对于这一段记忆，洞经会的老人们总是忌讳颇深。 

“文革”进入了尾声，但是“批林批孔”运动掀起了高潮。1974年2月，建水县委响应

中央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决策，把文庙作为“批林批孔”的中心场所，因为过去尊孔、

崇孔的活动在这里盛行。因此这里成了活教条，吸引了数以万计的人从省会昆明和其他地州

县来到这里接受教育。同年5月和8月县委组织还分别组织了“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报

告团，到全县的厂矿，农村巡回报告。
11
 

祭孔仪式在国家政权的强制性措施中消散，建水从滇南文教重镇变成了“批林批孔”先

锋，在社会运动中同样处在时代的前列，这在当时的背景下是一个先进性典型。这无疑还是

源于曾经的儒家文化积淀，即使是批判也能拥有如此丰厚的资源。但这样的现象只会发生在

一个特殊的时代，地方文化发展遭遇断裂的沟壑。虽然祭孔仪式经过了断裂，但是历史的痕

迹是无法抺去的。 

在笔者的调查中发现，祭孔仪式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它仍然存在于社会记忆中，承载

于互动、文字记载和图片等人类社会实践之中。这一传统被埋入了人们的心中，他们保留了

与洞经音乐和祭孔仪式的相关用品，认为那是与孔子相关的东西，不能丢弃和损毁。在“文

革”中，那是有很大风险的。首先，人们把相关的书籍物品藏了起来，被藏入墙中的《明圣

经》，其留存方式代表了那个时代许多与它同样命运事物的留存方式。还有保存在云南省图

书馆内的《舞颂图》，它的复制资料在祭孔仪式恢复中起到关键作用。其次，参加过这一仪

式的人们一直把它珍藏在心中。洞经老艺人陈怀本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洞经，至今已经有七

十多年历史。他一直对洞经音乐和祭孔仪式念念不忘。这些曾经参加过仪式的人后来成了祭

孔仪式复兴的主要力量。最后，代表滇南文明的文庙还在，它作为学校延续了滇南文教中心

的地位。直到今天，能进入与文庙相邻的建水一中学习被看作是一种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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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祭孔仪式的复兴——记忆与仪式的转换 

国家主导的祭孔仪式因为社会形态的转变和“文革”的断裂成为过去，但是其记忆却不

能抹去，它不以可见仪式的形式存在，而是以文献、媒体、实物、记忆等方式保存，而更重

要的是这已经内化到人们思想中，在社会条件允许时，它就会从记忆向仪式转换，重新回到

人们生活中。 

（一）洞经会恢复与祭孔仪式还原 

“文革”后国家政策逐渐放宽，经历了那段文化空白时期的人表现出了对传统文化的

渴求，他们试图找回那些被抛弃的传统文化。洞经会恢复就是这一时期的产物。1985年建水

县文化馆组织了一批在建国前参加过洞经演奏的老人开会。这次会议的内容就是要求老人们

回忆洞经会的曲谱，祭祀仪式程序等等，同时收集已经散落的相关书籍和器物，整理相关文

献以恢复洞经音乐这一地方传统文化，其中当然也包括了祭孔仪式。当时在文化馆任职的张

述孔
12
 ，对地方文化有着深深的眷恋与执著，在自己年少时就参与过洞经会活动和祭孔仪式

的操演。他怜惜已经逝去的建水地方传统文化，主张恢复建水的洞经会和洞经音乐以及传统

的祭孔仪式。而这些会议就是由他主持召开的。他有国家干部与民间文化精英的双重身份，

这样的特殊身份促成了洞经会恢复和祭孔仪式的还原。 

在开始阶段，那些老人们担心这是又一次“文革”，他们只试着去参与，看政府的态度

是否真正的重视传统文化。因为他们还没有从社会运动的惯性中解脱出来。在此前的社会运

动中人们总是有一些难以忘怀的记忆，他们非常担心那一次运动所带来的影响和伤痛重现。

他们给组织者的回应是：“经书已经没有了，没法做这件事情”。此后当他们发现这是一次

真正的态度转变后，他们才认识到这是不能抛弃的传统，不能忘却的根。此后，珍藏的经书、

乐谱被拿出来。曲谱在人们演奏中逐渐地调整，试图恢复到这些老人曾经排演过的样子。他

们通过各种途径，还曲谱仪式和词牌以本来面目。寻找旧的经书相互传抄，到保留该经书的

通海借来复印。从记忆中，找出它们的原貌，并且用唐诗或重写一些新词牌，将空缺的地方

补上。经过录音和恢复整理，编成《建水洞经音乐资料卷》两册。出于扩大洞经音乐影响的

目的，1985年就在建水的标志性建筑朝阳楼上进行了洞经会恢复后的首次洞经音乐表演，从

此民间洞经会在国家政策允许下正常地开展起来。 

同期，张述孔因参加《红河州戏曲志》编修工作，在云南省图书馆查阅资料，看到三个

不同版本祭孔《舞颂图》，经他鉴定，其中一份与他童年时代学过的版本完全一样，鉴于祭

孔仪式已经在建水消失，他便用相机翻拍，并送一套给灶君寺老年洞经会收藏，并按照图示

动作及回忆亲自传授，使失传多年的祭孔乐舞得以复生。13
 经过回忆整理，建水文化部门

于 1990年2月在文庙内组织了一次试演。当时文化局组织洞经会在文庙进行祭孔仪式，在文

庙制备了乐器和表演服装。当时的文庙已经是建水主要旅游景点，但只属于游览性的景点，

旅游局为了增加景点的文化内涵，于是决定把祭孔仪式作为其中的一个旅游项目，逢黄金周

表演祭孔仪式，在固定的时间演奏洞经音乐。这可视为建水文庙祭孔仪式和洞经音乐表演最

初雏形。洞经会恢复之后，祭孔仪式也就有了操演的主体。洞经会在每年的特定时间举行他

                                                        
12  张述孔：文化局干部，早年在文化馆工作，后调至文化局，爱好音乐文化活动，现年80高龄。幼年就

曾参加洞经会活动和祭孔仪式，系建水本地老文化人。其在文化馆期间就开始收集建水文化和地方文物资

料，拍摄为数众多的照片，但是多数佚失。主持参与了洞经会恢复和洞经音乐文献整理工作。1985年首次

恢复洞经会的工作就是他在其中起到关键作用。 

 

13  柯治国，汪致敏：《建水文庙——开启滇南文明的圣殿》，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4，第130页。

这一段历史曾由汪致敏主任对笔者讲述过，另外老艺人陈怀本也曾提及此事。 

 



们的仪式，这其中也包括了每年一次的孔子会，祭孔仪式得以举行并保留至今。 

（二）记忆与仪式的转换 

在祭孔仪式的还原过程中可以发现，从承载于媒体、书籍和记忆中的形式到可见的仪式

是要经过转换的。但从记忆与仪式之间的转换可以发现再造的仪式与曾经存在过的仪式之间

是有差别的。这是由于断裂和承载方式改变使得仪式要素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人们用他们认

为适当的方法进行处理和解决仪式断裂中所产生问题的结果，差别也就由此产生。不过这样

的差别意味着新传统的产生。 

地方学者杨丰、汪致敏等人整理了《建水州志》、《临安府志》和《民国续修建水县志》

等地方文献中关于与祭孔仪式有关的记载，同时还从建水文庙内诸多碑记，如康熙《新制临

安府祭器陈设仪式全图》、雍正《丁祭严饬碑》等中发掘相关史迹。这些文献被重新挖掘出

来之后对祭孔仪式的还原起了指导性作用。建水文庙根据这些记载重新制作了祭器，选拔和

训练乐舞生，祭祀中乐舞的还原又得益于张述孔在云南省图书馆所获的《舞颂图》图片。而

民间洞经会所保留的孔子会与祭孔仪式是同源同根，所以洞经会成为祭孔仪式重新操演的主

角。通过民间洞经会的操演祭孔仪式得以重新呈现。 

当然，从断裂中还原的仪式与原来的仪式相比产生了差别。首先，祭孔仪式的音乐没有

按照文献中记载的乐谱，而是使用洞经音乐，建水洞经音乐在历史上深受祭孔乐舞的影响，

二者是交融在一起的。其次，在祭品的使用上也不同，《建水州志·祀典卷六》中对祭品种

类和制作有详细记载，需要太羹、和羹、黍、稻、梁等等30多样祭品，但在建水文庙的现代

祭孔仪式上除了最重要的三牲、酒之外，就只有了几样水果、糖块和蔬菜。另外还出现了传

统祭祀与公祭并存的情况。2005年后的文庙祭孔仪式，由公祭仪和传统祭祀两部分组成，在

公祭中县各委办局领导必须到场参加，由县领导宣读祭文，使祭孔仪式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

烙印。 

从上面的归纳中可以看到一些仪式变迁的痕迹了，但是仪式的改变远不止这些，例举这

些现象是为了说明从记忆到仪式的转换在无形中改变着仪式或是仪式所代表的传统。这在建

水的一个乡村洞经会中也在悄然发生着。南庄洞经会成立于1989年，由刘姓兄弟倡议而组织

起来。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与过洞经会活动。南庄洞经会最初成立时约24人，现

在由于老人的去世，只有18人。该洞经会使用的曲谱是从县城里洞经会抄来的，但是当时的

刘姓兄弟，认为这与他们记忆中的不同，于是就对曲谱进行了修改。他们根据自己记忆中的

样子尽力复原仪式的本来面目，但无意中却在改变仪式。在他们故去之后，由他们修改过的

仪式和曲谱内容成为了后辈们仿照的范本。 

经过长期的中断，与历史上的仪式相比，现代的仪式已经充满了不确定性。社会过程本

身也在产生着变化，而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不同阶段中，有些元素可能被抛弃了，同时

也注入了一些新的元素。现代的祭孔仪式通过对文献和记忆的重构以试图回归这一仪式的本

来面目。仪式作为传统的一个部分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建构的过程，我们无法追溯其原初的状

态，在社会进程中也没有最终的固定形式。此后形成的统一规定将成为下次和将来的程序，

这也正是一次新的发展与建构，这是在传统中的修正，从而产生了新的“传统”。 

四 旅游产业中的祭孔仪式——文化与信仰 

在云南旅游业兴起之后，建水成了一个著名旅游区，这里有古城、民族风情、喀斯特地

貌等丰富的旅游资源。2001年后旅游业成为建水一项主导产业，文庙成了建水的主要景点之

一。文庙的祭孔仪式作为一项有特色的旅游项目，由旅游局主办。不过，承担仪式的主体还

是洞经会成员，他们接受文庙管理处的邀请，组成了文庙古乐队，共有25名成员，分别从建

水各洞经会抽调人员组成。古乐队成员与文庙管理处签订为期一年的合同。古乐队在文庙表

演祭孔仪式和洞经音乐，成员可取得一定的劳务费。当祭孔仪式成为文庙的表演项目之后，



就出现了仪式的祭祀功能和旅游表演合一的情况。 

2005年地方政府借着全球联合祭孔的契机，打造儒家文化旅游品牌——建水孔子文化节，

祭孔仪式作为文化节的核心内容展现在全世界的视野之中，建水祭孔仪式进入了现代世界的

同步进程之中。为了适应这样的背景，把地方的传统文化以适当的方式呈现，地方政府对仪

式进行了利用和改造。 

（一）仪式的文化性 

地方政府开发祭孔仪式的过程中就没有突出其宗教性，只是将这一资源作为一项更大范

围意义的文化和地方传统来看待。在2006 的活动方案中更是加强了对于孔子文化节的定位

问题，用“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打造建水文化旅游品

牌，……促进文化旅游大县建设及全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快速、协调、可持续发展。”

来为孔子文化节和祭孔仪式定下基调。 

（二）仪式操演者信仰的模糊性 

作为仪式的操演者——洞经会成员处于一个双重的格局之中，一方面作为信众与神灵的

中介；一方面他们又处于一个信仰与非信仰的迷雾中。汪致敏先生把洞经会的特征概括得很

精辟：“有偶像而不崇拜偶像；排除了宗教等级观念和繁琐礼节；通过洞经活动陶情养性。

因此许多参加活动的成员几乎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既通过活动满足精神需要，又是一项欣赏

音乐显示高雅的活动。”
14
 在调查中发现，成员们入会之后的主要收获是通过学习和演奏洞

经音乐来修身养性。因此，洞经会虽然有宗教的内容，但是他们不一定有宗教的信仰，正像

成员中一位老党员说的：“我是30多年的老党员了，不信这些”。但是一些洞经会成员在操

演仪式结束后却赶着去神坛上拿献祭过的物品，当问及原因时，他认为这是沾了孔子灵气的

东西，拿了是有好处，可以保佑家里文风盛行。 

（三）仪式信众的宗教性 

信众具有中国民间宗教最典型的特征，功利性与世俗性，没有超验的信仰，只有对神灵

随机的直接功能性需求，孔子只是他们信仰体系中的神灵之一。在建水文庙和灶君寺的祭孔

仪式调查中，笔者发现了以下有关孔子信仰的现象。 

在文庙的祭孔仪式上人们行礼采取了跪拜作揖的方式，这与人们对佛教的佛，道教神灵

的行礼方式一致。祈求的主要目是学业前途。信众希望孔子能保佑他们子孙取得好的学业前

途。同时，也祈求家宅平安，无疾无痛。这些特性在孔子塑像前面一份行礼说明和文庙提供

的祈福牒中有所体现15
 。再有虔诚程度是以分等级的香来衡量。这样的香可分为状元及第

香和普通高香两类16
 。分等级的香给香客一种激励——就是他们花费越多的钱，就越能表

现他们的虔诚。自2004年12月开始到2007年9月，约有400余人次烧了状元香，这也就是意味

着他们每人都捐献了390元以上17
 。 

在多神崇拜盛行的中国，民间普通百姓心目中认为孔子只是一个佛或神而已。他们把孔

子列入了神灵体系，与观音、关圣同等的崇拜。现在我们发现祭孔仪式依然在文庙、佛寺或

是佛、道教神灵混合的寺庙里举行。比如建水灶君寺洞经会的经坛设置就体现出了这种三教

                                                        
14  汪致敏：《红河民间音乐舞蹈研究》，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2002，第177页。 

 

15  行礼说明原文抄录如下：一鞠躬 学业精进一品红 二鞠躬 事业有成财运通 三鞠躬 合家幸福乐无穷 

一叩首 步步登高状元楼 二叩首 事业成功财运久 三叩首 无疾无病无忧愁 

16  状元及第香 390 元/炷，普通高香可分为一帆风顺 19 元/炷、九九如意99 元/炷、步步登高 190 元/炷、

锦上添花 290 元/炷四个等级。 

17  这只是保守的说法，因为每次烧香一般不是一炷，而应该是三炷。 

 



合一信仰特征。在大殿内供桌台布的左右两侧分别绣有“孝、悌、忠、信”和“礼、义、廉、

耻”等字样。在供桌上有“文昌大洞仙经”的牌位。“至圣先师孔子神位”与道教的“玉清

元始天尊神位”并列于神龛之上。 

在现代的祭孔仪式中，民间信众是把孔子视作具有超自然力的神灵，依然是从神灵的功

能出发来进行自己的信仰行为。在他们看来，孔子已经和佛道的诸神并列。民间有着朴素愿

望的信仰者，为了自己现世功利目的实现，并不在意是多种宗教或是一种宗教，是佛教，是

道教，还是儒家，只要能帮助实现自己的目的，那就是他们心目中的真神。 

五 结论 

通过建水祭孔仪式的起源、传承与变迁过程的解读，笔者试图发现当地祭孔仪式传承与

变迁的逻辑。这样的逻辑就在于祭孔仪式源自官方与民间对仪式功能的需要，在不同社会形

态下，仪式以相应的形式作为对现实的回应。在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封建时代，祭孔仪式依靠

国家制度保障，同时得国家在地方的代表——官员积极支持进入了地方生活空间中，从而王

朝的祭孔仪式与民间的生活发生了双向互动，形成了王朝仪式与地方仪式的共存格局，两种

仪式具有相同内核，但形式各异。在激荡的社会变迁中，封建王朝的祭孔仪式失去了制度保

障和精英支持，合法性受到动摇。但祭孔仪式却在深厚的地方民间文化中生存下来。在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制度下，祭孔仪式经历了沉寂和断裂，但是它以另外的形式承载于记

忆、文字和图片等人类社会实践之中。当现代人再一次发现传统文化的价值时，相应的社会

条件为祭孔仪式的复兴提供了广阔的社会空间。 

地方文化精英对传统文化包括仪式依然有着眷恋和执著，只是这种心境在强硬的社会控

制手段下被压制了。这样的社会环境改变之后，祭孔仪式在他们的努力下得以复兴，并从民

间仪式上升为国家的公祭仪式，为地方政府所利用，通过旅游业的转换成为一项经济发展的

动力。现代社会与仪式产生时的社会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不同，在旅游业中的祭孔仪式一

方面还包涵着仪式的内核，另一方面却拥有了新的多重意义。仪式变成了有别于过去的形式，

不过现在的状态只是一个暂时的阶段，不会是最终的形式，它将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中，

再不断地改变形式以适应相应的社会条件。正是在这样的逻辑之下，从记忆库中找到的资源

被不同的主体用于建构一个新的仪式，各主体在仪式中以各自角色的行动逻辑为标准，以仪

式为中心而相互作用，满足了自身不同的需求，完成了这个作为现代社会回应的“传统”仪

式。特别是在如今拜金主义泛滥成灾，信任危机非常严重，道德失范时常出现的状况下，人

们对儒教教理教义的价值和意义将会有更高的认识和更深的体会，祭孔活动也实际成为消除

社会上某些不良行为的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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