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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中文学作品中传统习俗的对比研究 

——以《四朝代》和《京华烟云》为例 
韦善勇 

 

论文摘要 
 

本论文以《四朝代》和《京华烟云》为例，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比较研

究泰、中文学作品中传统习俗的异同。目的是探析泰、中文学的共同文化价值

，有利于加深两国的文化交流。研究表明，地理、物质生产、气候等条件是决

定文学作品中人们传统习俗形成的基础，作家不同的文化背景对传统习俗的书

写起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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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朝代》与《京华烟云》成人礼习俗比较 

落髻成年或束发加冠成年的礼仪虽然在形式上有一定的差别，但其所蕴含的文化内容是一

致的，它是为承认年轻人具有进入社会的能力和资格而举行的礼仪，是一个人由个体走向社会

的一道必不可少的程序。一个人，当他经过漫长的社会化过程后，逐渐走向成熟，脱离了亲人

的养育、监护，承担起了所在集团和社会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在这个时候，人们要举行一系

列的礼仪，来纪念当事人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渡，这种礼仪就是成人礼仪，或者叫成年礼

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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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的发展，成丁礼在绝大多数地区都消失了，而泰国的上层社会和中国的儒

家看到了它合理的文化内涵和文化效用，将它进行加工改造，于是才有落髻典礼和“冠

礼”得以传承，并把它视为人生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古时的泰国和中国，成年礼

仪是人生中最为重要、并且具有多重特性的礼仪，是一种普遍存在的习俗。以前的泰国

和中国都是农业宗法体制的国家，在这样的体制下成人礼更有其独特的文化意义，它的

目的都是给受礼者灌输“成人之道”，让其确立并认同长幼父子君臣关系，强调成人之

后维护宗法伦理秩序的责任和服从义务。不管是落髻典礼还是冠礼、笄礼，从最显著的

外部特征看，就是发式的改变，以这一最能显示人体面貌特征的装扮来显示年龄阶段，

是这种仪式的外在表现。古人常说毫发受之于父母，岂能擅自改之，仪式中发式的改

变，是一项庄严的事情，要父母来安排办理，也有听命于父母之意。 

除了外在的表现，成人礼的目的和功能等内在意义也是一致的。标志着生命个体的

社会文化性。即经过成人仪式的洗礼，接受仪式的孩子就已经长大成人，要真正融入社

会，开始享有成人的所有权利并承担成人的各项义务。这种社会性仪式表现在生活中就

是：一是接受生产、生活基本技能教育。长者尊者将生产生活的基本技能传授给孩子，

让他掌握个体自我生存的能力；二是性的成熟，如曹伊、帕洛伊在落髻礼后开始着成人

服装，围裹胸布，穿吊尾幔；三是志向的确立，志就是智力、理想、道德、宗教等，成

人后，不仅要有远大的理想，还要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学习为人的规范及宗教规

定的道德标准。成为等级社会中合格的一员，以便和社会联系在一起。性的成熟是生理

方面的，而志向的确立却是心理方面的。《四朝代》中，帕洛伊落髻仪式后回宫时感觉

的前后变化正好体现她走向成熟。 

《京华烟云》关于成人礼习俗方面几乎没有正面描写，只是在主人公的谈话内容或

者想象中象征性的提到，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冠礼是汉族的传统习俗，从氏族社会盛行

的成丁礼演变而来，一直延续至明代，到清朝是满族的天下。满族剃发结辩，改变了汉

族上千年的传统发式，冠礼束发的标志意义已经不存在，标准形式的冠礼随着人们发式

的改变，无以施行，这种仪式开始沦落。汉族绵延了几千年的成人礼，至此被强行废

弃。以致后来人只能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成年。这是时代使然，林语堂当然也就没有

向西方读者推介中国人已经丢弃的东西，因此也没必要直接写出来，更何况《京华烟

云》完成于20世纪30年代，清朝已经灭亡几十年。 

而在泰国，这一习俗也同样面临逐渐消亡的命运。五世王之前，泰国不管是素可泰

王朝、大城王朝还是曼谷王朝，都是泰族人当权，直到今天，尽管泰国有很多少数民

族，但泰国的身份证没有显示民族成份的内容，一律写为泰籍，没有区分谁是泰族谁是

少数民族。泰国封建王朝的改朝对生活习俗的改变不明显。而中国清朝则是少数民族统

治全国，满族是游牧民族，很多生活习俗与以农耕为主的汉族不同，为了统治需要，强

行废除汉族的一些习俗，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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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近代，泰族汉族等东方民族在文化上面临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西方文化的

强势入侵。自四世王时期开始，西方文化开始大肆进入泰国，《四朝代》中第一朝代即

五世王时期之后，落髻成人的仪式也慢慢消失，到后来帕洛伊的儿子女儿都随潮，没有

蓄顶髻，所以无需再举行落髻典礼。然而幸运的是克立•巴莫把这一具有泰国特色的传统

习俗写入小说，让小说内容更加丰富，让人物形象更加丰满。 

泰中成人礼的目的、意义一致，过程是有差别的。最突出的就是，泰国的成人礼，含

有佛教仪式的成分，佛教的仪式帮助受礼者，完成与儿童时代的告别，如沐浴仪式，意

味着把不成熟的过去洗刷掉，开始步入人生的另一个阶段，泰国人更希望佛祖的承认和

保佑。而中国汉族的成人礼在自家家庙或宗祠举行，意在要得到祖先的承认，另外要长

者尊者及社会的承认。而配剑，确定生杀予夺权为佛教所不容。这体现了佛教主张出世与

儒家的积极入世的观点的差异。 

 

        二、《四朝代》与《京华烟云》婚姻嫁娶习俗比较 

泰国和中国的婚姻嫁娶，大部分内容大同小异，比如婚礼的程序。泰中民族经过长

期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 

（一）《四朝代》与《京华烟云》婚姻嫁娶习俗的相似及原因 

泰中民族在婚姻嫁娶方面大概程序很相似，如提亲、订婚、迎亲、婚礼、拜堂、入

洞房等。 

在婚姻的缔结过程中，起

主导作用的主要是父母，男女婚姻都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决定。古时的泰国，婚姻

也和中国一样都是父母包办，作为子女即使不满意也不能改变。 

在《四朝代》中丕丕德和娥阿姆的婚姻、曹伊父母的婚姻都是父母包办的。帕洛伊

母亲蔡母和丕丕德相识相爱并结婚，但没得到丕丕德父母的认可，只能屈从于妾的地位

。而娥阿姆因为是丕丕德家长的安排，即使结婚时间在后，也能成为正室妻子。曹伊父

母的结合算是包办婚姻社会里比较幸运的一对，婚后感情甚好，成为帕洛伊婚礼的铺床

人。而《京华烟云》里包办婚姻的例子更多，最典型的就是曾经亚和牛素云的婚姻，是

双方父母根据两家的家族关系、地位等确定的一桩婚姻，后来因双方性格不和矛盾加剧

，到后来牛素云生活不检点被曾家登报离婚。曾老爷直到快死才后悔当初的决定。《四

朝代》中克立•巴莫没有对包办婚姻有半点的谴责之意，而是通过帕洛伊和曹伊关于曹伊

父母在父母安排下的婚姻的谈论，对这包办婚姻多有赞美之词。还直接通过贵妃的嘴巴

把主掌婚姻大权的父母在婚姻中的作用向帕洛伊进行直接的褒扬，作为听者的帕洛伊，

只有服从和绝对服从的分。而牛素云还时常表现对这庄婚姻的不满，有一次就被曾太太

警告说“你现在已经姓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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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媒人，泰中两国的传统习俗中都曾充当重要的角色。《京华烟云》各桩婚姻都

要有媒人参与，不可缺少，如曾经亚娶暗香，虽是续弦，但也要明媒正娶，可见中国的

婚姻中媒人这个角色的重要性。而《四朝代》中赛伊年轻的时候有个富家子弟钟情于她

，后来找赛伊同龄的一个女人做媒人向她提亲，赛伊没有同意，那个富家子弟则跟他的

那个“媒人”私奔了。如此这般，体现了泰国婚俗中媒人这个角色的相对随意性。 

两部作品中男人都有纳妾的习俗。丕丕德后来娶的妾都是妩恩的贴身丫鬟，曾文璞

娶曾太太的陪房丫鬟桂姐为妾。帕洛伊也曾从容地怂恿布雷木纳妾，无独有偶，“木兰

现在已经有把暗香嫁给丈夫荪亚做妾的想法”。帕洛伊和木兰尽管已经步入新时代，但

对于男人纳妾习俗的认可还未曾改变，说明习俗根深蒂固。如布雷木离开人世后，后人

在为他举行的丧礼中，他的儿子帕姆和小舅子奥德仍请了中国人给他糊了很多漂亮的少

女陪丧，后来曹伊等人知道后，还调侃道“你们怎么不早说，我要是知道你们送他那么

多小老婆，我就给他糊几十个摇篮”，布雷木虽然在世时没有纳妾，但到了阴间，这一

份权利仍然属于他。传统婚姻制度规定：聘则为妻，奔则为妾。《京华烟云》中的体仁

和丫鬟银屏日久生情，但姚太太坚决反对，并百般阻挠。姚太太是不想让“体仁在娶一

个正式妻子前先有一个妾”，可是事情的发展正好与她的想法相反。银屏后来的行为算

是和体仁私奔，因此银屏也算是体仁的妾。在中国，妾的地位一般由其子女决定，有母

以子贵之说。妾所生的子女算是家庭的正式成员，即使婚姻终止了，女方也不能把子女

带走。《京华烟云》中桂姐所生的女儿同样享有家产继承权，而银屏所生的博雅则成为

后来姚家的长孙，也就是姚家的财产继承人，因为博雅的地位，姚家后来才追认银屏的

家庭成员地位，她的灵位才能移进姚家的钟敏堂。而在《四朝代》中则不同，蔡姆身为

丕丕德的妾，离开丕丕德家时可以把女儿带走，如果在中国，这样的做法是很难被允许

的。  

这些相似之处，应归结为泰中长期处在封建制度统治下，宗法等级制度和封建伦理

道德长期主导整个社会的缘故。泰国古代有《格莎娜训妹》等社会伦理道德教科书
i
，中

国有三纲五常等条规戒律，这些都是统治阶级对人特别是妇女进行严格道德教化的思想

工具。受相同道德约束，人的思想也被规范在封建道德框架内。相同的思想长期控制人

的行为，因此产生相似的行为习惯，这是很正常的。 

另外，泰中往来频繁，很多习俗会彼此借鉴、相互影响。这在作品里都有很多直接

的体现，如《四朝代》中布雷木家屋顶盖的是中国式的琉璃瓦，室内摆着写有中文字的

屏风，达岸、傲德即使到了欧洲，在没有泰国菜的情况下，也是首先选择中餐。因为相

对而言，中国菜的味道对于泰国人来讲，可能更容易接受。据不完全统计，克立•巴莫在

文中直接写到和中国有关的不低于三十处，如作品中交代，在曼谷的皇家律实园内，各

宫殿的名称就是按照中国青花瓷器的名称来命名。而在《京华烟云》中，木兰的嫁妆里

就有暹罗银佛。泰中两国官方来往很早，中国也曾长期是泰国的宗主国，双方保持长期

的朝贡贸易关系，民间交流也很活跃。据考证十四世纪末，泰国（当时叫暹罗）曾派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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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到中国“入监”，就是泰国留学生到中国国子监读书。可见，在达岸、奥德及五世

王时期去欧洲的留学生之前，泰国早就有留学生。16世纪中期，中国就请泰国使团的翻

译作为泰语教员。
ii
很明显，中国在很久以前，就有人学习泰语。

泰民族与中国南方的壮、侗等少数民族族源相同，习俗相近，文化相容。广西民族大学

范宏贵教授研究认为：泰族和壮侗语族之各民族是同根生的民族。郑信建立吞武里王朝

后，大批中国人移居泰国。曼谷王朝三世王热爱中国文化艺术，中国的文化艺术被大量

引进泰国。泰中民族长期生活在一起，相互吸收彼此的优良文化和风俗。因此，克立•巴

莫把中国人直接“请”到作品中算命、糊纸马、纸人等是不足为怪的。 

 

（二）《四朝代》与《京华烟云》婚姻嫁娶习俗的不同点 

 

由于生活环境、气候等的不同，泰中两国人民在长期生活中，传统的婚姻嫁娶习俗也有

一些自己的特色。 

1．在女方家成亲落户 

泰国的传统习俗，成亲地点和婚后男女双方长居地都在女方家。在泰国，尽管求亲

、提亲、下聘金等都是由男方来完成，但举行婚礼、入洞房及婚后生活等都是在女方家

。如帕洛伊的女儿布拉徘，虽然她是西洋文化的追随者，但在结婚时，主要程序还是基

本符合泰国传统习俗的，只是入洞房时是佘威抱着她进去的，她婚后和丈夫生活在帕洛

伊院子里新建的一栋现代房屋里。帕洛伊因为从小和母亲被排挤出家门，又已献身给贵

妃。由于控制家庭大权的妩恩的坚决反对，婚礼不能在女方家举行，而在贵妃所在的后

宫举办婚礼自然是不可能，所以帕洛伊和布雷木的婚礼只好在男方家举行。很显然，帕

洛伊婚礼在男方家举行应该是不符合泰国传统的，丕丕德说的交通不便只是一个借口，

从他的解释进一步可以证明泰国的传统习俗——

一般在女方家举行婚礼。翠伊和帕洛伊听了父亲的话后的对望，让读者明白丕丕德试图

掩盖其治家无方，治家大权旁落，导致女儿帕洛伊婚礼未能完全遵照传统的窘境。 

在结婚的那天，用喜车到宫里接新娘帕洛伊到婚礼现场的是帕洛伊的父亲丕丕德，

而嫁妆由帕洛伊的贴身仆人匹特和另一名宫女帕德“送到布雷木家”，如果是中国的习

俗，派来接帕洛伊的那辆喜车——

双马马车应该是新郎布雷木家准备的，而嫁妆则不应该是女方家的仆人送过去的。 

    

中国也有与之类似的婚姻，叫入赘婚。入赘一般是女家无兄无弟，为了传宗接代而招女

婿上门，就是人们常说的“倒扎门”。男到女家成亲落户并随女家的姓氏，受中国旧社

会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入赘常被人耻笑，因此入赘婚并不普遍。泰国的这种婚俗虽然

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改变，但泰国的这种传统在以前是很普遍的，它的影响直到现在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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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而中国的入赘婚只是个别现象，并非社会的主流。以北京为主要背景的《京华烟

云》里也没有提到入赘婚这种习俗。 

2．冲喜 

冲喜是家中有病人，一般查不出病因，不知道病症，也不能对症下药，因此认为是

被魔鬼缠身，或者中邪，而结婚是人生的头等大喜事，借助结婚喧闹热烈的气氛和喜庆

吉祥的场面，可以驱除病魔、赶走邪恶。俗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婚姻大喜能让人

精神爽快，心情愉悦，会增强病人康复的信心，提高病体免疫力，对一般的小病，病人

能自愈。然而重病大病的人，还得靠医学。冲喜这种习俗独特的功能意义存在于医学不

发达的迷信时代，在民间甚为流行，中国的很多文学作品、电视剧提到这种习俗，如《

醒世恒言》、《走西口》、《红楼梦》等。有的是父母病了，想借儿子的喜事来把病魔

冲掉，有的是待婚的男方本人或待婚的女方本人。《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刘璞与孙寡

妇女儿早定下亲事，刘秉义本想等儿子病好了再迎亲，而刘妈妈却认为“大凡病人势凶

，得喜事一冲就好了”；《红楼梦》中也有冲喜的描写。继承《红楼梦》衣钵的《京华

烟云》最终没能让读者看到因为婚礼之喜把平亚的伤寒冲掉，却让读者在这冲喜婚后接

着目睹了平亚的葬礼。在第三十三章，作者通过姚思安之口，对冲喜的医疗功能加以质

疑。姚木兰、姚莫愁想请求父亲姚思安同意让阿菲和红玉订婚，以订婚礼之喜来冲掉红

玉的疾病，她们的的想法最后还没变成现实，红玉就跳湖自杀了。尽管如此，我们也不

能否认中国婚礼突出喜庆热闹的特点。纵观泰国，尚未发现这样的习俗。泰国瓦莱阿隆

功皇家大学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娜达雅女士于2012年2月8日接受笔者采访时也证实泰国

没有冲喜这种习俗。 

3．建造新房 

按泰国传统习俗，男女双方订婚后，就得商定建造新房，泰语里也叫建洞房。《四

朝代》是这样写到“行订婚礼之后，由佘威出资建造的现代化的大楼便立即动工。”新

房就建在帕洛伊的院子里。 

《泰国婚俗》记载说，泰国传统的婚姻，一般都要建新房，或叫洞房。这是真正意

义上的新房，整栋都是新的。不像中国结婚的时候把房间布置一下，把里边的家具、用

品等换成新的就叫新房。泰国人给新人建造新房，一般在订婚前由双方商定。通常是建

在女方家，所有建材及工人由男方提供，女方负责提供工人的伙食。这也要看经济状况

，双方共同出资建造的情况也有。以前一般都是建造传统的泰式高脚木屋，农村地区一

般就地取材，所以书中写到：有的是男方买地皮和柱子，女方提供盖板和屋顶。因为泰

国炎热潮湿，高脚木屋具有通风凉爽、防虫防野兽等优点，因此很受泰国人喜爱，《四

朝代》中，丕丕德家、曹伊父母家、布雷木家甚至是王宫中都有很多高脚木屋，农村更

是普遍。如帕洛伊坐船在去邦巴因夏宫途中所见的“到处是高脚民房和尖顶寺庙”。作

者本人的故居，也是这种泰国中部风格的高脚木屋。不管是文学作品中还是现实生活中

，泰国人都有喜欢居住高脚木屋的习俗。因此，以前的泰国人结婚洞房一般要建成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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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高脚屋。这种房屋建造起来有很多讲究，比如楼梯级数，一般是单数，不能是双

数，因为泰国人认为楼梯级数为偶数的，是鬼走的路，因此特别忌讳。结婚当天，让和

尚同时举行入新房仪式。这些细节都要双方商量合作进行。在建造前也应该由长辈商定

好一切，并不是像布拉徘那样，“除了新大楼外”，“还要有自己的草坪、花园、车房

、厨房以及仆人的住房”。佘威和布拉徘有点过分以至于帕洛伊“看起来不能适应”。 

如果女方经济条件较好，房舍又多，直接把房舍装饰一新让新人结婚居住的情况偶

尔也会有的，但是男方并不因此而不支付费用，当然要付给女方父母适当数额的费用。

另有一种情况，婚礼日期到了但新房还没有建造好，那就得先在女方家现有的屋子举行

婚礼，等新房建好了再择日送新娘入洞房（新房）。 

这是泰国传统婚俗中比较特别的部分，在中国传统婚俗中，这样的习俗很少见。 

4．同姓婚 

“牛怀瑜娶一个同姓的女人，是违背中国多年来的风俗的。”可见同姓婚是不符合

中国的传统习俗的。 

泰国在曼谷王朝六世王（在位时间：1910－1925年）时期才颁布姓氏法，那时起百

姓才拥有自己的姓，因此同姓婚的问题很少。到现今，泰国也没有禁止同姓婚，但如果

是同族，在一、二代之内也是不能结婚的。另外，泰国女人结婚后，改随夫姓。在中国

，同姓婚在传统习俗里是被禁止的，然而却允许表兄妹婚等亲上加亲的婚姻，如《京华

烟云》中冯红玉和姚阿非算是青梅竹马，相信如果红玉不早逝，他俩肯定是近亲结婚。

《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和薛宝钗也是近亲结婚。到现代的中国也不再禁止同姓婚姻，但

法律禁止有血缘关系的三代以内的近亲结婚，这是从生命科学的角度做的规定。 

5．婚姻终止与改变 

《四朝代》中，丕丕德和蔡姆的婚姻算是有感情而结合的婚姻，然而并没有得到丕

丕德父母的认可，丕丕德为完成父母之命，和娥阿姆结婚。在小说中，娥阿姆是正室妻

子，蔡姆只能算是丕丕德的妾。由于家庭矛盾，娥阿姆丢下子女自己长期居住在外府的

娘家。蔡姆被迫丢下儿子离家，把女儿帕洛伊献给贵妃后，就和北柳府的一个亲戚（具

体关系小说没有交代）出走，并一起生活，直到怀孕，最后难产而死。娥阿姆和丕丕德

的婚姻有父母之命，不能解除，他离开丕丕德家后，他们的婚姻名存实亡。蔡母离开丕

丕德家后改嫁他人。这里算是两桩婚姻的终止，作者没有交代说丕丕德出具关于终止这

两庄婚姻的书面凭证。蔡母在离开之前的那个晚上去丕丕德房间，回来后就收拾行李，

第二天一大早就和帕洛伊痛哭着离开了这个家，并发誓“再也不回这个家了”。这在中

国的传统习俗里，是不大可能是事。传统的中国婚姻里，婚姻的终止，男方要写休书。

《京华烟云》中牛素云因生活不检点，被曾家登报解除婚姻，这和休书一样具有效力，

只是做法更加现代化罢了。泰中两国都是经历漫长的封建社会，婚姻中妇女都处于从属

地位，也就是说，只有男人抛弃妻妾的权利，而没有妻妾舍弃男人的可能。娥阿姆虽然

离开了丕丕德，但名义上还是丕丕德的妻子，后来她女儿翠伊的落髻典礼她还是要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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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的。牛素云和曾经亚的婚姻也是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而牛素云向来对曾家不

满，但只能忍气吞声，在当时的社会，她根本不可能主动提出要解除婚姻。而蔡姆在家

中被正室妻子所生的大女儿妩恩的万般排挤，直到后来被迫离家，但她也只有痛哭接受

，没有任何反抗的余地。 

娥阿姆在没有解除婚约的情况下到外府娘家去生活，这种情况在中国的传统习俗里

是不会被容忍的，而蔡姆在没有书面解除婚约的情况下改嫁，在中国传统的婚姻中也是

不可能的。 

6．槟榔与婚姻嫁娶 

据不完全统计，《四朝代》中写到槟榔的次数不低于一百次，不管是贵妃还是奴婢

，不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几乎都有食槟榔的习惯，蔡姆、帕洛伊、曹伊、翠伊等人更

是嚼食成瘾。日本占领泰国后，当局曾一度用很严厉的手段禁止百姓嚼食槟榔，以去除

嚼槟榔这一“恶习”，尽管如此，翠伊、帕洛伊、曹伊等人仍冒险暗地里偷偷嚼食，由

此可知，这一习俗在当时的兴盛程度。从《四朝代》等作品可以知道，嚼食槟榔不仅仅

是以前泰国人的日常嗜好，在婚礼等场合，槟榔也有其特殊的文化含义。泰国的传统婚

姻嫁娶离不开槟榔，提亲、订婚、正式婚礼等都需要槟榔。《四朝代》中布雷木家长向

帕洛伊提亲时就送去了一个槟榔盒，丕丕德接受了。后来丕丕德托赛伊把那个槟榔盒交

给在宫中的帕洛伊。帕洛伊还觉得爸爸没有必要给她一个自己的槟榔盒，因为她一直服

侍贵妃，不管到哪里，贵妃的槟榔盒总是由她拿着，需要吃的时候从贵妃的槟榔盒里取

就可以了。帕洛伊不知道这一习俗——

提亲时男方要送一个槟榔盒，如果女方家长同意提亲，则收下那个槟榔盒，所以帕洛伊

还蒙在鼓里。其实，这一习俗作者在第一朝代第一章就通过蔡姆等人的聊天内容中作了

介绍。此外，在帕洛伊婚礼的那天，布雷木的姑妈拿槟榔来招待丕丕德。可见槟榔在婚

姻嫁娶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再看《京华烟云》，林语堂没有写到槟榔在婚姻中的作用

，原因应是当时北京没有这样的习俗。回头看《红楼梦》，槟榔也曾经是贾琏和尤二姐

之间建立关系时发挥了关键作用。广西民族大学范宏贵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古

代南方各民族也有种植和嚼食槟榔的习俗，在福建、两广地区、台湾、海南、云南等尤

为普遍。这些地方的各民族不仅日常嚼食槟榔，在各种婚丧嫁娶仪式中也都有运用槟榔

的习俗。在这些地方，婚礼中广泛运用槟榔，是由于槟榔所蕴含着特别的意义，从字面

看，“槟”从宾，“榔”从郎，含有言女宾于郎的意思，取夫妻相敬如宾之意。而嚼食

槟榔的调料——

蒌叶，也一样有寓意，蒌与槟榔，有夫妻相须之象。……蒌为夫，槟榔为妇。蒌字从串

从女，男串于女之义也。
iii

因此，这些地方普遍将槟榔运用于婚礼，形成了共有的习俗

。他们非常重视槟榔在婚姻缔结过程中所充当的重要角色，传统的婚俗有六礼，南方部

分地方六礼皆用槟榔，而把槟榔当聘礼则是各地普遍流行的习俗。这和《京华烟云》中

茶的作用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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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四朝代》与《京华烟云》丧葬祭祀习俗比较 

泰中丧葬习俗，包含的主要内容大体相同，人死后都要沐浴更衣、入殓、做殡、开

吊、出殡等。因为都受到灵魂不死思想观念的影响，泰中两国人民都认为，人死后，其

灵魂和人一样，都还要吃饭穿衣花钱。人死并不是生命的真正消亡，而是肉体消失，灵

魂一直存在，只是灵魂在另一个世界以人的肉眼看不到的形式生存。灵魂与生前的家人

或者亲戚等仍保持联系，它既可以给家人或亲戚等带来平安、健康、幸福，也可能带来

疾病和灾难，也就是说灵魂在随时对活人发生作用，活着的人为了让这个作用产生好的

结果，丧葬祭祀活动主要是因此而举行。相反，如果不对亡灵进行安抚，则灵魂就会变

成恶鬼对活人发生不好的结果。人们为了让死去的人的灵魂对活着的人发生好的作用，

才会按照一定的要求办理人死后的丧事，如布雷木死后要做七次逢七、第五十天、第一

百天的功德。丧事完了之后还要定时对亡灵进行祭拜,泰国人每到宋干节、水灯节等重要

节日、祭日都会祭祀亡灵,而中国人则有腊月祭、年终祭和清明节的祭祀。祭祖源于生殖

崇拜和祖先崇拜。祖字从示，从且，且亦声。“示”指“先人”。“且”本形为“男根

”即男人生殖器，本义为“生育”，引申义为“增加人口”、“增加帮手”、增加力量

。“示”与“且”联合起来表示“给我们子孙力量的先人”。古人认为祖先的首要功绩

是繁衍了子孙后代。 

另外，泰国和中国都是受佛教影响的国家，虽然产生影响的是佛教的不同宗派，但

在祭祀方面所受的影响基本是一致的。《四朝代》中的丧葬祭祀活动都是按照佛教的仪

式进行的，仪式的法师都是僧侣。《京华烟云》中孙曼娘父亲的丧事按佛教徒曾家老祖

母的要求，依照佛教的习俗办理，曼娘母女守丧七七四十九天，逢七做法事，“和尚们

要盛念经超度亡魂”。 

两国的丧葬仪式，一方面是让死者有其归宿，另一方面则要表达子孙的孝顺，如居

丧服孝、守制等。 

泰中两国自古关系密切，交往频繁，有些习俗也相互影响，这也是习俗相似的原因

之一，如给死者做功德是受中国习俗的影响。 

在传统的丧葬习俗中，泰中两国也存在一些不同。在葬式上，泰国实行的是火葬，

讲求轮回转世，而中国传统的葬式则主要是土葬，注重入土为安。 

和尚死后一般要火葬，这是佛教的教规规定的，后来慢慢推广到民间。泰国人死后

也是火葬，这和他们信奉佛教有关。中国古代也有火葬的习俗，因为明清统治者的禁止

，此俗才慢慢衰落。另外，中国传统葬式有土葬、水葬、天葬等，如常年在海上航行的

船员，在船上死亡，一般要水葬。而天葬主要在西藏地区。而生活在陆地上汉族，大多

死后要土葬，以入土为安。有些地方的土葬，还有二次葬，尸体埋入土中，过几年再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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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头捡出来装入骨坛中，再埋葬。所谓入土为安，就是人死后埋入土中，死者方得其所

，家属方觉心安。 

影响泰国人丧葬的是轮回转世观念。轮回转世来源于佛教的“六道轮回”之说。泰

国是佛教大国，九成以上民众信奉佛教，其丧葬习俗也受佛教直接影响。他们认为人死

后，其灵魂通过“轮回转世”重新投胎，转化为新生命。如丧礼中，给死者穿的寿衣共

有三层，最里面的两层要把衣服倒穿，前面穿在后面，最后在最外面按正常穿法再穿一

层衣服，这是受轮回转世观念的影响，旨在帮助死者完成角色转换，以便亡灵投胎转

世。丧礼中，寿终正寝的老人病重时，僧人来为其念经；老人快离世时，家族长者为病

人口念阿罗汉经是为了让重病人净化自身的心灵，以投胎转世。捆尸仪式、火前受剃仪

式、放“含口钱”、在亡者脚前放椰油灯、在亡人手里放锥形的蕉叶包、放蜜蜂船、用

竹子作鬼梯、用椰子水为亡者洗脸仪式等都是受“轮回转世”观念的直接支配，亲属意

在尽自己的努力，为亡灵的顺利转生做好各项准备，为其转世铺平道路。火化后捡骨时

的占卜，即在收骨灰之前先查看火化现场是否印痕，如小孩脚印或什么动物的足迹。如

发现人的脚印,则认为重新投生做人，如发现有猫、狗的爪印，就认为死者投生成猫、

狗，如果什么印迹都没发现则认为死者已经升入天堂。捡骨时，要按头、颌、脊椎、肋

骨、盆骨、上下肢等按顺序象征性地各捡一根骨头，这些骨头代表了整个人身。拾完后

将骨头按从头到脚的顺序排列，然后和尚做法，改变骨头顺序，第一次将头朝西方，象

征着原来生命的结束，即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接着和尚取百衲衣，之后把头朝向东方

（即太阳升起的方向），万物生长靠太阳，向着太阳就意味之有生命，将尸骨头部向东

象征着重生转世。在中国，则是儒释道共存，共同作用于整个社会，而在丧葬仪式中，

道教和儒家的孝的思想影响比较大。中国的神话和道教中是没有轮回的概念，中国在佛

教未传入之前的传统信仰认为，普通人死后亡魂会归于泰山之下，泰山神东岳大帝为冥

界主宰。后来认为酆都为冥界入口之一。佛教传入后认为地狱是六道轮回中最劣最苦

的，民间认识的“重狱”便是“十八层地狱”，事实上地狱只有十殿，每一殿有一阎王

掌管，故有“十殿阎王”之称，十八层地狱即是十殿的第九殿——阿鼻地狱。中国道教

认为，人死后为鬼，生前的修行道行仍然累计延续，所以死了成鬼后，仍然可以继续修

行，成为鬼仙。也可以选择投胎。让死者入土为安，意为让其继续修行，不去打扰。所

有的祭祀活动也都为了让其享有一切需要的，以便安心修行。《京华烟云》中死去的人

在举行丧礼后都土葬。而佛教讲究轮回重生，人死后，会进入来生即轮回，但是，来生

的他和今世的他，存在着记忆断灭的问题，记忆不存在连续性，继承性。导致投生后，

今生的他和前生的他互不认识，互不相干，实质上是两个不同的人了。 

泰中传统丧葬习俗除了表达生者对死者的悼念和尊敬外，其终极目标是让灵魂找到

它的归宿。《四朝代》中的各项丧葬祭祀仪式，是为了灵魂的转世轮回做各种积极努力

，而《京华烟云》中所提到的各项中国传统丧葬祭祀活动也都是为了让死者入土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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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两国丧葬祭祀习俗中，还有一些明显的不同。在泰国，死者若为帝王、后妃

或是有爵位的重要人物，死后入棺不是平躺，而是坐着。泰国有捆尸的习俗。这些习俗

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在泰国，人死后入殓时要把槟榔等物放入死者口中，另外有客人

来吊唁时，也有用槟榔来招待客人。这和中国南方如云南等地的传统习俗一样。泰族先

民和中国南方民族的传统习俗相近，都有嚼食槟榔的习惯，而以北京为写作背景的《京

华烟云》里就没有这样的描写。 

在祭祀方面，两国的习俗也有相同点和不同点。祭祀的目的都是一致的，祭祀的原

因都源于灵魂不死观念。而在祭祀对象上有很大的不同，泰国除了信奉佛教外，还有一

些原始信仰，如相信万物有灵，而中国祭祀对象有祖先、各种神灵，还有祭孔等。祭祀

用品上也不尽相同，主要是因为两国人民在服装、饮食、居住、出行等方面存在差异。

在祭祀时间的选择上也有所不同，泰国祭祀一般是在佛日、佛节或者重大节日，而中国

有年终祭、清明祭祀、祭日祭祀等。祭祀的地点一般都是在祠堂，或叫宗祠。《京华烟

云》中曾家在山东的老家和北京的家都有自家祠堂。姚家也一样，长孙博雅将其母亲银

屏移灵到姚家宗祠并祭拜。这一点泰中两个民族是一样的，丕丕德家、克立•巴莫家、曾

家的祖先都供奉在自家祠堂里。这种地方一般设有祖先的牌位，还挂有祖先的画像，泰

国大王宫碧隆天神殿挂有曼谷王朝先王的画像，丕丕德家里供奉祖先的房间里有祖先的

牌位。《京华烟云》中，博雅把银屏的“灵牌移进钟敏堂”，并把母亲照片放大，“供

在钟敏堂正中父亲相片一旁”。这一点，泰中两国习俗没多大差别。 

 

总结 

    

克立·巴莫和林语堂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但从整个世界的视角，他们遇到一些共同的

问题，比如人的生老病死、封建制度没落与资本主义兴起、西方文化进攻与东方文化退

守、对各自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宣扬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构成了作品在某些方面的相

似性，通过这些相似点进行比较，能够加深对作品的理解，也能加深泰中彼此的沟通和

了解。 

通过《四朝代》和《京华烟云》进行传统习俗的比较研究，是在泰中两个不同民族

的文化系统的不同背景上进行的，是跨越民族的研究，它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泰中文学

的特质和泰中民族的文化个性、审美心理。泰中两国人民都非常重视人生过程中的生、

老、病、死及相关的习俗。泰国受佛教影响很深，而中国受儒家思想统治上千年，这从

思想上对人们生活也产生重要的影响。作品主人公生活的地理、气候、物质生产等条件

也会对习俗的形成产生重要的作用。 

传统习俗是各民族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其中不乏文化的精华部分，也有些属于糟

粕，应历史地、辩证地去分析对待，才能使自己的民族文化更具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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