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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柳田国男被誉为“日本民俗学之父”，是日本民俗学的泰斗和集大成者，同时，也是日
本近代极为重要的思想家，他通过实证性的民俗学研究对日本近代法西斯主义国家进行了猛烈的
批判。柳田国男认为，日本的祖神分为本质完全不同的天神和地祇两种类型，日本近代国家通过国
家神道将地祇纳入天神体系的底层，从而把日本普通民众拉入了日本近代法西斯主义国家体系，
这是对日本民众信仰的歪曲和恶用。柳田国男对国家神道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抨击，从而对日本
近代法西斯主义国家进行了致命性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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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田国男（1875-1962）被誉为“日本民俗学
之父”，他开创了日本民俗学，是日本民俗学的泰

一、柳田国男的祖神研究

斗和集大成者，同时，他也是日本近代极为重要
的思想家，其民俗学研究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其

柳田国男对国家神道的批判主要是以他的祖

开辟了新的学问领域，使民俗学作为一门新的学

神研究为基础而展开的，他首先对祖神概念进行

问立足于学术史，更重要的社会意义是他通过民

了细致的解剖，他认为日本人的祖神在本质上是

俗学的实证性研究对当时作为日本法西斯主义思

一种叫做祖灵的灵体，它包括两种类型 ：一为本

想支柱的国家神道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抨击，由

地祖神，二为外来祖神。

此对日本近代法西斯主义国家进行了致命性的批
判。本文以柳田国男民俗学中祖神研究为着眼点，

（一）祖灵
祖灵不是历代祖先个体灵体的群体集合，而

剖析柳田国男的祖神概念，解析柳田国男的天神

是由祖先们的个体灵体融合而成的一个统一的、

地祇论，阐明日本国家神道通过政治权力将民众

作为一个整体的清净的灵体。祖灵不包括死后不

信仰拉入其体系底层的过程，从而探析了柳田国

久、作为个人接受供奉的亲人的灵魂，刚刚死去

男对法西斯主义国家的批判。

的灵魂充满死的污秽，是无法融入清净的祖灵的。

* 本论文为国际关系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心中的祭礼——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思想研究”的阶段性成
果，项目编号KYF-2011-T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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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者个人的祭祀都有一定的年限，一般 33 年或者

古老情感。

50 年之后，子孙们为死者举行“终年忌”。在终年

村神是一个村落中各个家族共同祭奉的守护

忌之前，死者有牌位，灵魂有个人的个性，终年

神，供奉在村落的神社里，住在本村的人全部作

忌之后，一直接受子孙香火供奉的灵魂就脱去了

为成员参加村神祭祀，这种意义的祖神广泛存在

死的污秽而变得清澈，纯净的个人灵体就会融入

于日本全国各地。本来，各个氏族都各有一个祖神，

祖灵，融入祖灵的同时，灵体的个体性消失。也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氏族的分裂、家庭的形成，

就是说，在日本人的观念里，“人魂清澈至灵体即

人们都强烈地感到，为了村落的统一，为了村民

成为神”。

们能和睦相处，有必要同一天在同一个地方举行

祖灵并不离开生前所住的地方去遥远的天国，

祭祀，这样，居住在同一个村子里的村民就跨越

而是居住在村子附近的地方，如村边的秀丽山林

氏族的界限开始联合起来祭祀共同的神灵，村落

里，在每年固定的时间里，祖灵都会回来拜访子

共同的祖神——村神就慢慢形成了。通常情况下，

孙的家。如新年、盂兰盆节时，祖灵都会回来和

村子里最强大的家族的族神成为村落共同的村神，

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清净平和的祖灵镇护着山林，

其他村民趋从于此。村神常常被村民们称做产土

也守护着子孙的家业。这种“祖先护佑子孙”的

神或镇守神，产土神就是出生地的神，镇守神就

信仰也引发出祖神就是农耕神的观念。日本人认

是镇护当地的神。

为，春天农耕时，祖灵从居住的山上降临到田间，

随着族神的瓦解、村神的形成，作为一种反

守护农业，秋天收获后再返回山上，度过寒冬。

作用力，人们开始在自己家里供奉只属于自己家

因此，年神、山神、田神、农神等都是祖灵的化身。

的祖神，即家神。家神基本上不供奉在神社里，

（二）本地祖神与外来祖神

而是供奉在小祠箱里，位于家内一隅或者个人私

从生成渊源上来看，日本的祖神包括两种类

有的山林里。人们认为，每一块土地上都居住着

型 ：一为本地祖神，即由祖灵生成的祖神，包括

支配一方土地的神灵，家宅虽小，也同样有家神

族神、村神、家神 ；二为外来祖神，即由外来神

守护。在家里供奉家神时，通常会选择乾的方向，

灵变身生成的祖神，其也经常化身为族神、村神、

即西北方向，这个方向被认为是家的守护神所在

家神。

的方向。

古时候，日本人以氏族为单位劳动生活，氏

族神、村神、家神是祖神的三种基本形态，

族的祖先就是其祖神。氏族成员与祖神构成一个

反映了祖神的演变发展过程。当大的氏族逐渐崩

大家族，氏族成员和祖神之间是有血缘关系的。

溃时，族神逐渐无法将族人有力地统合在一起，

氏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他们把祖神作为

而同时各族之间横向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于是确

共同的祖先，共同参加祭祀，相互之间的一体感

立了村神信仰，村神成为村落共同体的共同祖神。

是十分强烈的，形成一个氏族共同体。随着氏族

有的家族力量比较强大，其族神就成为村神，同

制度的兴衰变迁，祖神先后出现了三种基本形态，

时也是其本家的家神，而力量比较弱小的家族的

即族神、村神和家神。[1](P.12)

族神，就退居为自己家的家神，这样，族神分化

族神相对比较古老，在意义上最接近于古代
的祖神，是以本家为中心，包括各分家在内，同
族人共同祭祀的本族的祖神，一般供奉在族人的

为村神和家神，族神、村神、家神呈现出各种融
合和分化态势。
族神、村神、家神都是由当地的祖灵融合而

祠堂或神社里。新年、盂兰盆节时举行“祖先祭拜”，

成的，是本地土生土长的神灵。同时，祖神也是

分家都去本家参加祭拜，这是日本全国性的习俗。

能够“外来”的，这是日本人祖神信仰中十分独

从这些习俗中，人们可以感觉到祭祀共同祖先的

特的地方。最初的祖神是由祖先的灵体融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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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护佑本族本村或本家的神灵。然而，虽然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柳田国男展开了他的日本近

有祖神的护佑，但人们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就获得

代法西斯主义国家批判。

永久的平安幸福。伴随着天灾人祸、世事无常，人
们有时也会感觉到祖神的无力。这样，随着外来佛
教“劝请”思想的流行，人们开始向外界寻求更强

二、柳田国男对日本近代
法西斯主义国家的批判

大的庇护者。于是，许多外地著名的大神就被劝请
到当地，成为当地的族神、村神或者家神。虽然从

柳田国男认为，地祇代表着普通民众的信仰，

本质上来说，这些外来的守护神并不是由祖灵生成

而天神代表着统治者阶级的政治，天神战胜地祇

的祖神，但日本人仍称其为“祖神”
，它们享受着

则象征着普通民众的信仰被拉入统治者的政治体

祖神的待遇，发挥着祖神的功能，因此这种守护神

系。在近代，日本国家通过貌似宗教的国家神道

[2](P.384)

就成为第二类祖神，
即
“外来的祖神”
。

在日本，

将全体日本人的信仰拉入了法西斯主义的歧途。

以伊势、八幡、熊野、诹访、白山、鹿岛、香取

基于祖神信仰研究，柳田国男对国家神道进行了

等诸神命名的神社遍布日本全国，这些大神都是

釜底抽薪式的抨击，从而对日本近代法西斯主义

通过“劝请”的方式来到各地，成为各地的村神、

国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族神或家神，而当地的小神社也大多采用与大神
社相同的社名，也叫做八幡社、熊野社、诹访社等。
（三）天神与地祇
从祖神的概念剖析来看，柳田国男认为，日
本的祖神有两种生成途径 ：一是由祖灵融合而成，
为本地祖神；二是由外来的大神兼做，为外来祖神，

（一）柳田国男对国家神道的批判
柳田国男认为，日本人自古以来的信仰可称
为“神道”，本真的神道是与政治完全无关的，可
称为民众神道，而日本近代的国家神道本质上是
假神道之名的国家政治，是一种伪宗教、伪神道。
所谓国家神道，是指日本近代以本居宣长、

如八幡神、熊野神等。这些祖神虽然在名称上是

平田笃胤的复古神道为理论基础，以《古事记》、
《日

相同的，都叫做祖神，但就其本质来说，却是两

本书纪》为教典，以伊势神宫为顶点，将日本全

种完全不同的神灵。

国的神社统合于金字塔形的序列中的国家祭祀体

日本的神按照其出身渊源分为天神和国神，

系，二战后随着战争清算国家神道瓦解，但国家

国神即地祇，合称天神地祇或神祇。天神是指高

神道中很多零碎的思想却遗毒至今。1871 年 5 月，

天原（即天界）的或从高天原降到地上的神 ；与

日本政府发布太政官布告，建立以伊势神宫为顶

此相对，地祇是指地面生成出现的神。在日本，

点的中央集权神社制度，把日本全国的神社赋以

皇族和有权势的贵族信仰的神是天神，日本各地

“社格”，并形成“官国币社—府县社—乡社—村

普通民众信仰的神是地祇。具体来说，天神是登

社—无格社”的金字塔形体系，其中官国币社是

记在官方籍册的，一般是天皇国家级神灵，是有

国家级的神社，府县社是府县级的神社，乡社是

官方背景的 ；而作为地祇的祖神是没有官籍记载

郡级的神社，村社是行政村级的神社，无格社是

的，它们来自当地土著居民，和朝廷国家没有直

自然村、部落级的神社。国家神道以皇室祖先神

接的联系。也就是说，祖灵融合而成的本地祖神

天照大神为最高神，包括各级天神，而与日本人

是地祇，而外来祖神是天神，他们在本质上是完

的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地祇，也通过神社的

全不同的，代表着不同的阶级利益。天神以劝请

社格系统，纳入了国家神道体系的最底层。国家

的方式来到各地，取代地祇，君临本地，这表面

神道以超越一切宗教的形式被规定为日本的国教，

上构成了“天神战胜地祇”的神话，实质上是日

民间神社祭祀全部纳入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国

本近代国家将日本各地民众纳入国家体系的象征。

家神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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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祖神研究，柳田国男建构了民众神道，

道中，地祇祖神是受伊势神和各级天神的统制的，

从而以实证的研究对国家神道从教义基础、神的

而且这种统制是恶意的。也就是说，在国家神道

观念、神人关系、神话本质等方面进行了批判。

形成之后，日本国家共同体的统合纽带发生了质

首先，从教义基础来看，民间神道由于比较

变，由“家族亲情”变为了以行政干涉为基础的“恶

零散，因此没有系统的理论化的教义。在文献资

意统制”。柳田国男认为，国家神道恶用和歪曲了

料方面，民间小神社里关于地祇的记录十分贫乏，

民众神道，是国家的行政，是独裁的政治。也就

甚或几乎没有记录。而构成国家神道理论支柱的

是说，以地祇祖神信仰为基础的民众神道在本质

是国学系统的复古神道，复古神道是基于天皇制

上来说是一种温情的宗教，而以天神信仰为基础

国家的记纪神话而建构的，关于天神的记录资料

的国家神道在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恶意的政治。

相对比较多。因此，这些朝廷天神的神话并不能
反映出普通民众的信仰世界——地祇的真实。

（二）柳田国男对日本近代法西斯主义国家的
批判

其次，从神的观念来看，地祇祖神是众多祖

国家神道作为伪宗教是为法西斯主义国家服

灵的融合体，并没有特定的名字，即使冠以氏族

务的，柳田国男抨击国家神道，归根结底是为了

名或者土地名，一般情况下对祖神也不能直呼其

批判日本近代法西斯主义国家。

名。地祇只护佑信众，也就是出生在地祇管辖范

按照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在国家体系中，国

围内的人，因此没有外地人信仰。而国家神道中

家的对内整合主要有两种形式，即外在控制和内

的天神是《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古文献中记

在控制。外在控制是通过社会的外在压力实现的

载的诸神，有自己的名字，人们在祷告许愿时也

社会控制，如社会舆论、法律等 ；内在控制是社

常常直呼其名。而且，国家神道系统的著名大社

会成员的自我控制，是使社会的各种规范内化成

里有许多从远方赶来的人参拜，可见，天神也是

社会成员自觉的行为标准，使人们具有高度的自

护佑外地人的。

[3](P. 226)

律精神，如道德和宗教。内在控制根植于人们坚

再次，从神人关系来看，地祇祖神是祖灵，

定的信仰，是人们的自觉行为，所以最有成效的、

它和信众之间是有天然的血缘关系的，祖神不仅

持续不断的控制不是外在控制，而是触发个人内

是为信众普降福泽的神，而且祖神对信众怀有深深

在自发性的内在控制。[5](P. 300-316) 也就是说，国家要

的爱意，这一关系类似于父母对孩子的爱，[4](P. 99)

变身为“共同体”，宗教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如

人们祈愿何事，祖神是了如指掌的，即使不诉说

果国家尊重宗教，就能使宗教成为促成国家整合

祈愿的来龙去脉，祖神也必定会施以特定的护佑。

的有利因素，如果国家绑架宗教，就会扭曲宗教，

因此对祖神祈愿时，不必拘礼，不必赘言。而国

并使国家走上歧途。在近代日本国家逐渐走上法

家神道中的天神与信众之间没有心心相通的血缘

西斯道路时，国家意志就逐步绑架了民间的宗教。

关系，所以对天神祈愿时，需要诸多繁琐复杂的

从表面上看，日本通过国家神道建立的“官

礼节，需要自报家门，需要讲述愿望。
最后，从神话本质上来看，地祇祖神的神话

国币社－府县社－乡社－村社－无格社”的金字
塔形中央集权神社制度确立了神社的社格系统，

笼罩于亲子亲情中，这种家族亲情成为共同体内

而其背后的深意却在于为日本众神规定了高低贵

聚力的力量源泉。柳田国男指出，在国家权力干

贱的等级制度。日本民间神道里有八百万神，这

预之前，全国上下的祖神信仰是一致的，“家族－

些神灵之间只有神代的传承关系，并没有明显的

村落－国家”的统合是以“家族亲情”为基础的

等级关系。在国家神道确立之后，最高神为皇室

自然统合。祖神是乡土生活的中心，其地位与伊

祖先神天照大神，日本皇族、贵族信奉的神灵按

[3](P. 226)

势神没有上下之分，

是平等的。但在国家神

照信奉者的高低贵贱依次对应到国家神道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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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而普通民众信奉的各种神灵，也被吸纳入国

社的壮大、祭礼的华丽，天神的影响力远远地超

家神道体系并被置于最底层。也就是说，为了实

过了地祇，这也促使人们相信，天神的力量是远

现现实中国家意志对民众意志的操纵，日本实行

远超过地祇的，渐渐地人们对于天神的信仰程度

祭政合体，人为地使天神凌驾于地祇之上，即国

就超越了本地的地祇。这样，地祇被顺利吸纳入

家意志绑架了民众宗教。

天神系统，民众宗教也顺利归属于国家意志。

因此，当外来的天神被劝请到当地成为家神、

可见，天神战胜地祇是日本国家意志操纵国

族神、村神时，天神就隐去了官方的背景而以地

家神道的结果。在日本近代昭和年间，日本国家

祇的身份君临各地，统制当地居民，这就对当地

意志逐渐走向了法西斯主义的歧途，代表着民众

居民的身份进行改写，把家人、族人、村民的身

的地祇也被天神统治着走向了法西斯主义的歧途。

份改写为国民，从而实现了法西斯主义国家对普

三、结论

通人精神领域的支配。
同时，国家也通过行政手段不断加强民众宗

柳田国男民俗学的思想是与日本近代的国家

教“国家归属”的性质，这主要是通过天神祭礼
实现的。天神是官神，所以天神祭礼也称为官祭，

形态密切相关的。柳田国男认为，在近代日本，

有官方的财力、物力的支持。在一年一次或两次

名为“祖神”的神灵包含了两种本质完全不同的

的大祭上，官方派遣使者进呈各种币帛与供品，

神灵，即天神与地祇，天神是日本国家意志的代表，

因此祭礼非常华丽热闹。同时，在官方财政的支

而地祇是日本民众心理的代表。日本近代法西斯

持下，天神神社的殿堂也逐渐变得格外宏伟壮丽。

主义国家通过建立国家神道绑架了民众宗教，实

而村子里真正的小地祇们，没有官方的支持，只

现了国家意志对民众情感的支配，将日本普通民

能依靠本家、本族或本村的力量举行祭礼，因此

众拉入法西斯主义国家的最底层。通过区别天神

祭礼相对比较简陋，其热闹程度远远比不上天神

与地祇，柳田国男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剥离了

的祭礼，其神社的规模一般也不大，比较简单。

国家政治，以祖神信仰为基础的民众神道才是真

从信仰与礼仪的关系来看，两者是相互作用、相

正的日本神道，日本国家神道是国家政治歪曲了

互影响的，信仰决定礼仪，礼仪也对信仰有非常

民众神道而制作出来的伪宗教。柳田国男的民俗

强大的促进作用。在天神战胜地祇的过程中，礼

思想对日本近代法西斯主义国家进行了重创。

仪对信仰的强大反作用力体现无遗。随着天神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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