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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院野神药两解冶是壮族社会重要的疾病治疗观念袁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袁壮族居民的治疗实

践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遥 文章从对这一观念与治疗选择之间的关系入手袁探讨壮族民间治疗与传
统文化之间的关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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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元分类遥 这一治疗观念通常存在于世俗与信仰共
生的二元认知体系之下袁 在中国的西南山地少数民

地域社会的医疗状况尧居民的健康水平袁不仅仅

族地区尤为普遍遥 它也为我们讨论医学与文化之间

取决于当地医疗技术水平的高低袁在很大程度上也

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线索袁使我们从更宽泛尧整体的视

受到自然环境尧地域文化背景尧居民病痛观念等社会

角去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与疾病治疗与病痛处理相

及心理因素的影响遥 这些因素从不同程度上影响着

关的各种行为遥

居民对治疗方式的选择袁从而影响地域社会居民的
健康状况遥 这些影响并不是单向度且一一对应的袁
而是互相关联交错袁形成富有地域社会特点的医疗
文化体系遥

英国人类学家兼医生里弗 斯 渊宰蚤造造蚤葬皂 匀葬造造葬皂

砸蚤增藻则泽冤 是较早将医学与社会文化联系起来的学者
之一袁 他提出了医学是社会习俗与文化整体的有机

组成部分袁 并认为应该从信仰的角度着眼去看医学

医学人类学认为人类的病痛可能由生理尧社会尧
心理三个方面的原因所导致袁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

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咱猿暂遥 这一观点不仅仅将医学与社

会文化之间的关联性强调出来袁 并且指出了从信仰

下袁人类处理病痛的方式也大相径庭遥 由此袁治疗这

入手进行研究的路径遥 仪式治疗则是沿着这一路径

一概念所涵盖的内容不应止于某种特定的技术手

更向前走了一步遥 本文所要描述分析的仪式治疗方

段袁 而应扩展为一个具备了社会文化特征的多元文

式袁便是从信仰角度切入袁且隶属于非西方拟人论体

化体系 咱员暂遥

从 圆园 世纪 猿园 年代开始袁就有学者开始对人类

社会存在过的医学体系进行分类研究袁将治疗方式

系中的一个治疗个案遥

二尧壮族野神药两解冶的治疗观念

划分为生物与非生物两大体系袁用以区别西方与非

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袁 除了广西壮

西方大为迥异的疾病观遥 美国人类学家福斯特

族自治区以外袁 云南广南县及广东连州市也是我国

渊郧藻燥则早藻 酝援 云燥泽贼藻则冤与 安 德 森渊月葬则遭葬则葬 郧援 粤灶凿藻则泽燥灶冤

主要的壮族分布地区遥在广南县袁壮族占全县总人口

则在原有分类的基础上袁将非西方的病痛观又分为

的近二分之一袁与广西同属喀斯特溶岩地貌群遥根据

野自然论冶与野拟人论冶两类袁以区分非西方世界疾病

笔者在云南广南和桂林西北壮族地区进行的田野调

治疗观念中的生物属性与文化属性 遥 所谓野神药两

查情况来看袁 民间医疗行为在云南与广西的壮族群

解冶袁顾名思义袁就是指用神灵及药物两种方式来解

体中都十分兴盛袁且在很多方面具有共通之处遥最具

除病痛遥 这恰好对应了上述野拟人论冶与野自然论冶的

明显特征的共通点即为壮族的野麼公冶尧野麼婆冶这类

咱圆暂

收稿日期院圆园员员原员圆原园员
作者简介院李
文化研究遥

婧渊员怨愿猿原 冤袁女袁陕西渭南人袁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博士研究生袁主要研究方向为宗教人类学尧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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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野巫冶或者野巫医冶的民间治疗师的存在袁以及

常见方式遥在壮族社会中袁仪式治疗最常见于麼公或

他们所从事的仪式治疗活动遥

者麼婆的野解帮冶仪式中遥麼公尧麼婆是存在于壮族社

野神药两解冶的观念在西方医学体系尚未大面

会的民间神职人员袁充当着野巫师冶或者野巫医冶的角

积影响到壮族地区时就已经存在遥 当时野神解冶袁包

色遥 其主要职能是帮助村民治病驱邪尧消灾避祸遥 壮

括了通过祈求神灵尧祖先等各种超自然力量以及请

人请麼公解帮的原因多种多样袁 或者是家中有人生

求各类神媒及神职人员帮助治疗遥 野药解冶则是指壮

病袁或者是家中有牲畜生病袁或者是因为家中连逢灾

族民间传统的治疗手段以及各种民间中草药尧偏方

祸袁或者是因为触犯了某种乡土禁忌遥不论是哪种原

等医药手段遥 而随着西方医学知识及医疗手段的传

因袁请来麼公时袁麼公通常都会通过一些相类似的仪

入袁医院尧诊所等医疗机构在农村地区的普及袁野神药

式来达到治疗祛邪的目的遥 通常这类仪式规模都比

两解冶中的野药解冶也逐渐被认为是去医院看病拿药遥

较小型袁主要通过念诵经文尧抽签打卦尧交感顺势尧使

原属野药解冶的民间医疗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作是

用替罪羊等各种方式来进行袁持续时间不长袁基本都

不科学的医疗方法袁有些甚至被归入野神解冶的范畴遥

在一个小时左右遥 且不同的神职人员所采用的方式

即便如此袁野神解冶 的方式并没有在壮族社会消亡袁

也大相径庭遥

野神药两解冶的观念仍在很大范围内影响壮族人民的

在云南广南阿科乡某麼公替人治疗的例子中袁

治疗选择袁这也是仪式治疗行为在壮族地区兴盛的

治疗过程包括野诊断冶和野治疗冶两个部分遥 其治疗过

原因之一遥

程大致如下 咱源暂院

除此之外袁医疗技术水平及医疗资源的具体状

将病人的衣服平铺在地上袁 用一根线将剪刀拴

况也对人们的治疗选择有着直接的影响遥 从整体上

起来袁提着线将剪刀吊置于衣服上方袁看剪刀是否晃

来看袁不少地区医生数量和专业训练程度相对偏低袁

动遥如若剪刀晃动袁那么就说明病人的病因的确出自

医疗水平相对落后袁医疗资源严重不足遥 因此经常

这里遥 此处是犯了八宫 淤袁每一个宫都有一个对应的

会出现一些病痛采用野医解冶的手段行不通的情况袁

神仙鬼怪袁对某一宫的触犯袁就是对镇守的神仙鬼怪

人们自然就又会寻求其他的解决之道袁而长期以来

的触犯袁这就是致病的原因遥接下来需要根据病人的

就存在于文化传统中的野神解冶方式自然成为首选遥

性别尧年龄来进行推算其究竟是犯到了哪一宫遥这一

野药解冶途径下对某种病症诊断明确且治疗手段

步骤需要借助手掌的关节位来辅助完成的遥 一般推

行之有效袁就少有人再去请野神解冶遥 然而袁即便是在

算都用左手遥人的每根手指有三个关节袁加上指尖作

野药解冶的途径行得通的情况之下袁人们仍旧对野神

为端点袁每根手指被分为三个区域袁掐算就从这些关

解冶领域内的致病可能心存担心遥如喀斯特地貌地区

节点和区域的排列与天干地支和八卦八宫的关系而

的水中含有大量的钙镁物质袁肾结石成为喀斯特地

来遥如图 员 所示袁实线箭头所指示的是左手掌关节与

貌地区人群的高发疾病遥 笔者的调查对象中患有肾

十二地支之间的对应关系曰 虚线箭头指示的则是左

结石的人近半袁且近些年有年轻化的趋势遥 在医院

手掌关节间区域与八宫之间的对应关系遥 十二地支

被检查出患有肾结石的患者通常会根据医生的建议

的顺序为院野子尧丑尧寅尧卯尧辰尧巳尧午尧未尧申尧酉尧戌尧

入院治疗袁情况不严重者一般也遵医嘱吃药袁并辅以

亥 冶曰八宫的顺序 则为院野乾尧坎尧艮 尧震 尧巽 尧离尧坤尧

医生建议的野跳绳冶等运动遥 不过笔者的调查显示袁

兑冶遥 用八宫进行推算袁需要以病人的性别和年龄为

一些患者了解肾结石的发病原理袁医生给的治疗手

根据遥 从野乾冶宫开始袁男性顺时针旋转袁女性逆时针

段也很明确袁但他们在遵医嘱的同时袁仍旧请了仪式

旋转遥整数的年岁要隔一宫延续袁零的年岁要挨着顺

专家到家中来做小型的野治疗仪式冶袁帮助自己用仪

序延续袁这样一直转到病人的实际年龄为止袁落到哪

式手段治病遥 而对于此举袁当地人给出的解释是他

一宫即是犯了哪一宫的鬼神遥 如一位男性病人是 源猿

们并非认为仪式治疗比医院治疗更加管用袁但是可
以野以防万一冶袁防止一些野说不清冶的东西使病情恶
化袁因此仍然值得一做遥

三尧壮族日常生活中的治疗实践
仪式治疗是将野神解冶观念转化为治疗实践的最

岁袁那么从 员园 数起袁野员园尧圆园尧猿园尧源园冶袁分别对应野乾尧
艮尧巽尧坤冶宫遥 紧接着继续顺时针转下去袁零的年岁
依次从 员 到 猿 延续袁为野兑尧乾尧坎冶遥那么袁很明显袁最
终 源猿 岁落在了野坎冶宫袁那么说明这个人犯了野坎冶宫
的神仙鬼怪遥

知道了犯到了哪宫的神仙鬼怪袁 就有相应的经

淤 云南广南阿科乡农姓麼公诊断病情时最常用的解释袁出自于八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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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手掌关节与十二地支尧八宫的对应关系

文记录八宫分别对应的鬼怪和相应的解决办法袁查

照手抄经书的记载袁 寻找出病人所犯鬼怪遥 六十甲

阅照做即可遥

子袁每天对应一个鬼袁一共有六十个袁被称作野看病吉

野乾宫驿马倒天伤羊刃

凶六十花甲冶遥
无论是犯八宫还是犯客鬼袁 麼公治疗处理的方

坤宫三断桥大运大限建桥
艮宫棺木郎桃断桥

式大致相同袁即通过各种仪式工具尧牺牲贡品以及仪

巽宫落马八煞造桥

式上的诵经尧打卦以及各种象征手段将鬼怪击退袁将

震宫天罗枷锁

病人身上野不干净冶的东西赶走遥 仪式的主体部分主

兑宫天罗枷锁

要集中在这一环节袁过程则主要是念诵经文袁且大量
运用了各种象征符号及手段遥 如麼公会用茅草和宣

坎宫限到罗地纲造纲
离宫驿马天伤阳刃造桥冶

于

纸扎小人象征五鬼袁最终将其烧掉袁象征着附于病人

野建桥冶尧野造桥冶是指除了要需要麼公念经驱鬼

身上的鬼被赶跑曰而口中念咒语袁且用手拍打病人衣

之外袁 还要做的事情就是至少象征性的建一座桥遥

服的行为袁 象征着对附于病人身上的鬼神进行压迫

比如说在田间的水沟上搭一块木板袁方便人们过往

或役使袁目的仍是希望其能脱离病人的身体遥这些象

之类遥 而如若没有这些字样的袁就只念经或者根据

征性元素的使用袁 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病人的心理

具体情况而定遥 如野坎冶宫就只需要念经即可遥

和身体袁有时确实能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遥很多专家

如若剪刀并没有晃动袁那么则说明病人的病不

学者将这种影响归为心理上的象征治疗方式遥

是因犯到了八宫而起遥 那另外还有多种可能遥 一种可

与云南壮族的仪式治疗方式有所不同袁 广西壮

能只是生理上不适而未有大碍袁但这种几率很小遥 另

族的麼公一般只负责治疗部分的工作袁 诊断的工作

外最常见的两种袁是犯了野家鬼冶或者犯了野客鬼冶 遥

通常由麼婆或者一些算命先生完成遥 病因则为犯了

犯了野家鬼冶一般问题不大袁是因为对家中祖先

各种各样不同的关煞袁这类关煞有三百六十种之多袁

不敬尧祭拜不及时等等袁惹怒了家鬼曰或者是祖先太

涵盖了壮族居民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内容遥 有些是

想念自己的后嗣了遥 这样一般只要念一下经袁然后

关于驱邪祈福的袁大部分则是关于治病医疗的遥麼公

好好祭拜一下祖先就可以祛除病痛了遥 然而若犯了

们作为仪式治疗的治疗师袁 也并不赞成病人仅寻求

野客鬼冶则比较麻烦了遥 首先袁要记住生病第一天的

他们进行仪式治疗的方式解决病痛遥 一般小病或者

日期遥 寻着麼公之后袁将日期告知麼公遥 一般情况

常年的痼疾袁医院治疗效果不明显的情况袁人们才会

下袁麼公会根据万年历上对照出那天的甲子袁然后对

请他们帮忙解袁 大病尧 急病的首选则一般都会送医

盂

于 源自笔者所访问的主要对象袁农姓麼公所用的经文遥

盂 野家鬼冶袁意译过来的汉语说法袁状语发音为咱枣葬灶早 扎葬暂袁指在家中正常死亡之后变成了灵魂渊鬼冤的袁也就是常说的祖先袁一

般都是保护庇佑家人平安的曰野客鬼冶袁状语发音为咱扎葬灶早 扎葬暂袁指死在家外渊也包括死在医院冤的先人的灵魂袁以及其他草野之间的

孤魂野鬼妖魔鬼怪等袁一般都是给家人带来灾难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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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尧没有精神等诸如此类的症状袁医院查不出病因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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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斯窑普里查德所记录的阿赞德人袁他们对巫医信奉
有加袁用毒药神谕来判断病因袁并通过相应的仪式消

吃药又不见好转的病症袁多与健康状况与精神面貌

除自己身上的病痛遥在阿赞德人的观念中袁导致身体

有关遥 也有一些情况是医院治不好或者说效果不明

上的病痛的原因有很大一部分是巫术导致而非生理

显的大病袁人们通常都会在医院进行治疗的同时袁请

上的自然反应咱苑暂遥

麼公来解遥

对仪式治疗手段的选择体现了人们认为鬼神存

事实上袁更常见的情况是 袁不仅仅限于神药两

在且会干扰人们正常生活的观念袁 仪式性治疗通常

解袁采用多种手段进行治疗袁已经成为壮族居民自然

都预设病因是鬼神的影响袁 这一点从麼公的仪式诊

而然的病痛处理方式遥 人们采取的方式往往不仅止

断中也可以看出遥野不当冶行为触犯鬼神致病袁从而寻

于去医院或者寻求仪式治疗袁还包括寻找民间偏方袁

求仪式治疗袁 本身就是一种道德或心理上的生病与

上寺庙烧香祈祷等多管齐下的治疗方式遥 凡在自身

治疗过程遥这种致病观念与地域社会的世界观尧鬼神

文化认知体系中所能想到的致病因素袁无论是生理

观尧社会道德规范等都紧密相关袁又综合影响了人们

还是心理的袁无论是生物的还是社会的袁都会采取相

对治疗方式的选择和实践遥

应的方式进行筛选和排除遥

四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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