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下而上的文化再生
--以湖南省通道縣芋頭侗寨迴龍橋的重建為例
張駿逸

壹 前言
本論文所將探討的案例是位於湖南省西南隅的通道侗族自治縣的芋頭村，本
論文資料立基於 2008 年 3 月間一項關於侗族建築藝術的田野調查。
芋頭侗寨的祖先來自於江西省太和縣，由於人口繁衍致令原居地過於狹窄，
最後決定遷居，經過幾次遷徙，最後才落腳於此。該寨之所以取名「芋頭」主要
是因為其背後靠山形似山芋的緣故。
芋頭村民近年因外出工作等因素，部份村民已遷離村寨，如今只剩七十餘
戶，所有的居民均為侗族。

貳 文化再生的理論探討
文化再生與全球化有一定的關聯性，然而目前學界對於全球化給傳統社
會或少數民族所可能產生的影響意見並未統一；其中最大的幾個學派包括兩個極
端論--新自由派與新左派以及兩個未定論--轉型論派與懷疑論派。新自由派的學
者認為「全球化主要是指全球經濟和市場的整合，其結果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零
和遊戲』，而是世界資源的優化組合，絕大多數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都將得到長
遠的比較利益」
。1新左派或稱新馬克斯主義派，對於全球化的看法卻與新自由派
完全相反，他們認為全球化代表的是新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勝利，而全球化的
實際結果就是西方帝國主義、西方現代化、西方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擴散，也就是
西化的全球化普及； 2換言之，新左派認為全球化是西方強權利用經濟與貿易為
藉口與手段，再次對開發中國家遂行其掠奪與控制的伎倆。
以上兩學派之觀點儘管南轅北轍，但是他們卻皆承認全球化的威力與其必然
的趨勢，其主要論點是全球化不僅已經成為事實，尤其是全球化可能造成從根本
上重建人類行為架構。 3他們的一項預測令人世人震驚，也就是「經濟全球化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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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導致非國家化（denationalization）的趨勢，傳統民族國家（nation-state）
的權威和地位正在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戰」。 4
轉型學派之看法提供了第三種思考--「全球化是推動社會、政治和經濟轉型
的主要動力，並正在重組現代社會和世界秩序」
。5他們認為這種正在重整的世界
秩序充滿變數，因為全球化在根本上是一種偶然的歷史過程，絕不是新左派所認
定的歷史重演， 6將造成開發中國家或民族被強勢的西方文化所吞食殆盡；轉型
學派認為未來的世界型態也不可能猶如新自由派所預見的是一種水到渠成的必
然趨勢，其結果對於全人類都是有利的。轉型學派就事論事，儘可能不對全球化
做出價值判斷。他們主張全球化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其緣起與發展充滿來自
於本身的矛盾和各種合力的因素、尤其是當代國際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和文
化的交流所產生的變數，在歷史上毫無先例可循；換言之，全球化的內容與未來
走向是無法預知的。 7
懷疑論派則對全球化完全予以否認，他們認為目前甚囂塵上的全球化充其量
只是發達國家經濟之間的「國際化」而已。 8此外，所謂的「全球經濟」也只是
歐洲、亞太與北美等三大區域的經融與貿易的合作；如果懷疑論派的看法是正確
的，則此歷經半個世紀醞釀的全球化，只是為了繁榮部分區域而運作，其實際作
9
為正好是反全球化的。 關於這一部分的看法，懷疑論派又與新左派是類同的。
我們都可以承認自從資訊發達之後，文化之間的差異性縮小了，但是這樣
的趨勢是否有其極限？文化本身即有其可塑性與適應性，當某一文化最初進入異
域時，其所需要的磨合時間端視本地族群是否能在過去的歷史中找到可以類比的
經驗。人類學與社會學的研究表明，全球化是由大量的地方性和區域性過程的結
合形成的，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每個地區既傳入外來文化，也可能在外來文化刺
激之下保留原有文化或逐步消亡。「人們認識到不僅需要吸收他種文化以豐富自
己，而且需要在與他種文化的比照中更深入地認識自己以求發展」。 10尤其是有
識的政府，非但避免將本土文化或少數民族文化視為邊緣文化，甚且將之看成該
國文化的多元組成部分；雖然全球化正在試圖創造一個同質化的世界，則本土人
士或少數民族的文化自覺，將是挽救避免被同化的一個重要因素。民族的文化自
覺是為了延續民族標記的生命，它的意義有兩方面：一是文化自覺將促進文化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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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二是文化自覺可提升文化的理性精神。 11綜述之，本土文化要生存就必須與
世界文化接軌，它的意涵不但是促成世界文化走進本地或民族地區，更需要讓本
地或少數民族文化走進世界；一個缺乏自信的民族或是孤芳自賞的文化在全球化
的趨勢下是沒有立足之地的。
時下論及「文化再生」的概念與實作時，每每以城市更新、都市再造作為
案例，主要的原因是各國政府，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在城市建設時可以說
是「不遺餘力」地在破壞文化遺產。雖然在 1960 年代以後國際上也產生了保護
環境、保護古蹟的意識， 12但真正造成共識的時機卻是遲至 1987 年 10 月《保護
歷史城鎮和地區的國際憲章》(簡稱《華盛頓憲章》)通過之後。然而「文化再生」
一詞的學術性概念則是由Pierre Bourdieu在 1973 年提出與詮釋之後才確定；
Pierre Bourdieu所主張的文化再生(cultural reproduction)的概念其意義是多
重的，如果從「表現型」的角度理解，reproduction意味著「複製」(copy)或「重
複」(replication)；13綜合而論，文化再生的真實意義是它既然做為一種動態過
程，既可保持任何符號學系統(例如文化)的諸要素之間的平衡，又可以為系統題
供進化的可能。

叁 芋頭侗寨之基本布局
檢視芋頭侗寨總平面圖(圖 1)可以看出，該寨乃一沿著芋頭溪兩岸發展而
成的村寨。

圖１

芋頭村總平面圖(劉少君 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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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寨門設在芋頭溪的東側下游之處，但是靠近寨門的附近卻是
村寨最後發展的區域。民居建築的主要位置是在芋頭山的坡地區域，河谷地
區則是作為耕地。芋頭村民的落腳處最早應是位於芋頭溪上游的上寨，上寨
亦稱「三進堂」
，亦即今日的龍氏鼓樓到崖上鼓樓之間的位置，也是全寨海拔
最高的區域。數百年來由於村民人口增加，於是逐漸向芋頭溪的中段--中寨，
亦稱「中和堂」發展，之後再發展到芋頭溪的下游--下寨，也就是「太和堂」
一帶。根據劉少君的調查資料顯示:
三寨之間均有明顯的分界線，像是下寨和中寨之間有青石板路為
界，而上寨則以山腳芋頭溪上的石拱轉折點與中寨分界。以氏族來
說，芋頭村由楊氏家族、龍氏家族以及栗氏家族等三個主要姓氏家
族組成；而各姓氏家族居住的區域分別為中和堂與三進堂的崖上鼓
樓附近的楊氏家族；在三進堂龍氏鼓樓附近的龍氏家族；以及居住
在太和堂附近的粟氏家族等三個姓氏組成。 14
芋頭村目前一共擁有四座鼓樓建築：他們分別是建於乾隆五十二年(1787)
上寨的龍氏鼓樓、乾隆五十四年(1789) 上寨的崖上鼓樓、道光九年(1829)中
寨的蘆笙鼓樓，以及 1972 年建於下寨的田中鼓樓。
侗族建築的另一特色是迴龍橋，或稱風雨橋、花橋、廊橋。芋頭村原來一共
有四座迴龍橋，沿著芋頭溪由西迄東而建，它們分別是建於嘉慶五年(1800)的中
步花橋與堂頭橋、光緒七年(1871)的堂坪橋，以及距離村寨最遠、建於乾隆年間
但毀於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寨腳橋。
自古侗族就擅長木構建築，不論建築規模是一般民居，或是龐大到長達數百
公尺的迴龍橋、或到高達 20 餘層的鼓樓，在結構上全部利用卡榫完成，完全不
用一釘一卯，這正是侗族建築技藝工法的最高境界。

肆 迴龍橋的意義與寨頭迴龍橋的重建經過
迴龍橋是侗族建築的智慧結晶，兼有實用及美觀性多方面功能。由於侗
族在建橋時，不論其規模大小，習慣上會將橋身加頂覆蓋，甚至築以板牆，漢族
見其得以發揮躲避風雨的功能，因而理所當然地將之稱為「風雨橋」；亦有見到
橋眉、橫樑、板牆之上皆繪有圖案或傳說故事，而將之稱為「花橋」的；更有因
為見到在建築的特色上，此類橋樑結合了亭、塔、樓、廊於一體，而將之稱為「廊
橋」。然而按照侗族的傳統觀念，這種加頂覆蓋，又有板牆的橋樑當然具有溝通
兩岸交通的便利性，當然也因為加頂築牆得以遮蔽風雨，而造成村民在橋上歇
腳、聊天的所在，甚至大型迴龍橋裡還有各式神祇的排位、神龕，然而在討論迴
龍橋時不可忽視的是它在風水上的意義。
如同許多其他的南方少數民族一樣，龍通常隱身於水中。龍同時也代表
著一定的吉祥與昌盛，因此村民想方設法希望將龍留在村寨之中。芋頭村也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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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尤其是在建築出村的橋樑時，通常會在橋樑下方築以象徵性的攔河壩，其目
的就是希望攔住順流而下的諸龍；換言之，當水龍順流而下遇到了攔河壩，因為
無法前進，所以就只能回頭游回村寨，如此村寨就得以留住諸龍，也留下的福份，
因此正確的稱呼應該是「迴龍橋」。
由其他的例子當中，也可以看出迴龍橋具有一定的風水意義。例如迴龍
橋與靈魂、生命之間的關聯性；當家中幼童白天在外面玩瘋了頭，晚上哭鬧、睡
眠不寧時，家中長輩立刻認為那是因為孩子的靈魂留在外頭沒有跟著回家。解決
的辦法就是拿一根竹竿拋到迴龍橋的橋桁處，希冀孩子的靈魂可以藉著搭上的竹
竿回家。 15另外的例子就是當婦女不孕時，村寨長輩就認為是因為屬於這家胎兒
的靈魂無法過河，解決的辦法如前，就是拋一根竹竿到該村迴龍橋的橋桁處，就
可以將胎兒的靈魂引渡過來。(見圖 2)

圖 2 將竹竿搭在迴龍橋的橋桁上，可以藉之幫稱引渡靈魂。
芋頭村耆老楊通位表示:「堂頭橋與堂坪橋是屬於小範圍的迴龍，真正的迴
龍橋是離村寨最遠，在芋頭溪下游的寨腳橋，那是大範圍的迴龍，才是整個芋頭
16
村的迴龍。」 然而，不幸的是保護守衛芋頭村風水最重要的寨腳橋卻毀於文化
大革命期間。根據村中耆老的看法，自彼時起，芋頭村的運勢有如江河日下，人
口外流，有如家道中落，原因就是芋頭溪中的龍沒有迴龍橋的阻攔，已經游出去、
離開了芋頭村。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近四十年，期待將寨腳橋重建的心願也是村
民多年來的心願，但是似乎就差一股臨門一腳的力量。
侗族村民的凝聚力與「無私」的道德觀和實踐精神是一項悠久的傳統，根據
劉少君的研究，迴龍橋除了風水的意義之外，還呈現出村寨的集體意識。因為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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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一座迴龍橋，需要全村集資聚財。 17因為侗族千百年來遵循著一項維繫民族生
存的不成文法典--「侗款」，它像是一部每一個族人都熟悉的大型的村規民約。
其中許部分都是圍繞著民族的團結與延續而執行，因此侗族的內部凝聚力在諸多
少數民族當中是少見的，而集資興建迴龍橋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
關於寨腳橋的重建緣起已久，村中耆老亦多次討論，但礙於工程費龐大，僅
僅依靠自己的能力，即使村民傾全力集資，也還難以達到工程款的目標。然而未
料到促使芋頭村再度燃起重建工作的熱情卻是由台灣的學術團體所激發。
2008 年 3 月下旬至 4 月上旬，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在芋頭村進行一項以侗族建
築藝術為內容的田野調查。該項調查的具體細目為:侗族民居建築之透析、風水
觀對侗族村寨布局的影響、迴龍橋的建築形式與文化意涵、從鼓樓建築看侗族民
族精神、從鼓樓裝飾看文化意涵、現代化對侗族建築的影響。經由田調的了解，
政大師生深刻地體驗到迴龍橋對侗族的意義與必要性；文革動亂期間所拆毀的這
座與全村命脈息息相關的迴龍橋若無法重建，對於芋頭村的所有村民都是一種無
法言喻的切膚之痛與遺憾(見圖二)。為了答謝芋頭村對田野調查隊的全力協助，
調查隊在臨別之前感性地表示，「他日如若決定重建寨腳迴龍橋，務必算上台灣
政治大學這一份」。

圖二 寨腳橋舊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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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則消息經通道縣媒體批露之後，引起各界重視，咸認為侗族與其周邊的壯
族、苗族、土家族相較，在人數上算不上是一個大族，但是因為其在木構建築上
高超的藝術成就，卻感動了來自 2,000 公里之外的台灣人。因此通道縣上下齊心，
芋頭村民負責募集建橋杉木以及工程所需人力。該則消息甚至引起上海企業家的
注意，決定共襄盛舉，因此在短期內就募足了 100 萬元人民幣的工程費用。此中
的意義是芋頭村仍舊採取侗款祖訓的基本精神，建橋費用全數由侗族族人集資，
縣政府則由常務副縣長督導，加上各局處的配合，例如交通局負責炸山以便拓寬
寨腳橋附近的道路，農業局則負責寨腳橋上下游各兩百公尺芋頭溪的疏濬與堤岸
工程。在籌備的過程中芋頭村、通道縣政府、政大等三方之間保持密切聯繫，諸
如重建的工程圖之草圖原擬在寨腳橋的橋廊正脊上配以雙龍搶珠的雕刻，但經當
年隨政大田調隊前往的台科大建築系老師指正，應改以傳統的瓦花與葫蘆串。因
此在三方努力之下，原來只剩下一塊乾隆時期所立、早已埋沒於荒煙蔓草之中的
造橋紀念碑(見圖三)，在一年半之內與新橋一同再度重見天日。

圖三 寨腳橋初建於乾隆年間所留下的橋碑
在寨腳橋重建的正式破土之前，通道縣上下共同決議，將過去口頭上所稱呼
的寨腳橋更名為「芋頭迴龍橋」；同時認定若非因為當年政大師生的提議，該橋
的重建必然遙遙無期，因此公決由當年政大的帶隊老師為該橋題字。政大方面則
認為這是通道縣的大事，理應由通道縣縣委書記、縣長或耆老來題字。幾經雙方
仔細推敲，最後決定由台灣方面的名人、同時也是祖籍湖南省的宋楚瑜先生題字
（見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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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宋楚瑜先生為芋頭迴龍橋所題橫匾
當年的帶隊老師則為該橋書寫對聯:
芋村山水皆入畫 迴泉流韻
頭腳手足亦成歌 龍菊吐香(見圖五)

圖五 政大老師為芋頭迴龍橋所題對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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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
一項物質文化或非物質文化的消失原因中，不論是因為全球化之類的外來因
素或是傳承出現斷裂等內部因素，若是沒有及時將之重建，對該文化的整體前途
而言，必定是悲觀的。根據文化再生的理論，文化命脈的契機，主觀方面還在於
該項文化的擁有者是否普遍地存在著一種文化自覺的意識，客觀方面才是國家政
府的重視與該文化所處之大環境是否有利於其重建。
論及文化再生，時下經常以「由下而上」作為最有力、且最具說服性的運作
模式，其主要論點是因為該項文化的擁有者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化自覺意識。然而
以芋頭村寨腳橋重建的案例來看，因為此時有一定的外來助力介入，其中包括實
質性與精神性兩方面的意義，則芋頭村村民的自覺意識必然大增，也就落實了文
化再生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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