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教信仰交往及其私人化特征

———基于福建海滨社区信仰关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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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中的宗教私人化是宗教世俗化的结果与产物，而中国社会中的宗教私人化则是一种

结构性的，大多体现为信仰方式的私人化。本文通过福建地区民间信仰与基督教信仰交往关系的

研究，认为人们所选择的宗教信仰及其信仰方式的构成乃是 “关系即结构”中私人关系的原型。
这种关系原型，在欧洲是宗教个人主义，在中国则是信仰关系私人化。正是这种 “关系即结构”
的私人化关系促使具体的个人深嵌、依附于各种公私关系之中，并形成了依附性、控制性与策略

性三种类型的私人化方式，成为中国社会中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交往过程中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

现象。
关键词: 私人化 信仰关系 结构性私人化

作者 赵翠翠，法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流

动站在站博士后。

一、宗教信仰私人化的理论梳理

“私人”是一个非常本土化的中国概念，而与所谓个人主义紧密相关的 “个体”或 “个人”
概念则是近代中国开埠之后的海外舶来品。“宗教私人化”或“私人化”问题曾经是西方社会变

迁中先后出现的社会现象，① 但作为欧洲社会宗教世俗化的结果之一，“宗教不再是 ‘公共＇关系

的对象了，它被移植到私人事务的方面”。② 宗教逐渐成为个人化的自主选择，宗教信仰开始成

为个体在私人领域的私事。然而，宗教世俗化及其导致的私人化过程，并不意味着宗教的衰落。
随着欧美社会及其新兴宗教团体的蓬勃发展，1970 年代以后，许多学者开始对 “宗教私人化”
提出了修正，并从“宗教的去私人化”③ 方面对宗教世俗化等经典理论提出了挑战与回应，认

为“宗教只能在已经分化了的公共领域内发声。”④
这说明，宗教“私人化”或“去私人化”，其实质都是宗教随着近现代社会的高度分化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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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来的必然变迁，但宗教这一 “神圣的帷幕”① 并未因为这一 “看似有理性的崩溃”或宗教

世俗化过程而被打破，反而是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专业化，在个体信仰实践层面上呈现了

更多的自主性选择。更为重要的是，欧洲宗教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私人化，② 尽管已

经私人化，但却能够构成私人领域，能够为无数私人信仰者进入公共领域提供制度支持，甚至直

接成为“个体化”的社会基础。
一般而言，欧洲社会中有关个人主义、个体化的源头出自于基督教信仰方式。③ 因为，在人

跟神的关系上，人是一个个平等的个体。基督徒与神的关系乃为一个体。基督徒跟神的关系里头

存在着一种“绝对的个人主义与普世主义”。④ 虽然按照丹尼尔·沙拉汉的研究，有关个人主义

的论著主要以两种模式出现: 一种是所谓的常规研究模式，把个人主义看做是西方既有事物，以

卢克斯、里斯曼⑤、路易·杜蒙为代表; 另一种是转换生成模式，认为个人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

虚构，把消解个人概念当做使命，并区分为两个阵营，前者以詹姆逊、哈贝马斯等代表，后者以

拉康、福柯等为代表。⑥ 其中，基督教所建构的宗教文化背景，对个人主义、个体身份的形成发

挥了重要作用。
在宗教信仰方式对个体身份及其个人主义的建构方面，“个人主义是一个信仰体系，在这个

体系当中，个人不仅被赋予了直接的地位和价值，而且也成为了真理的最终裁断者”; “个人主

义的基础———个人是真理的最终裁断者这种信念———是由基督教稳固地建立起来的”。⑦ 因此而

出现了宗教个人主义这个概念，认为 “宗教个人主义可以被表述为这样一种观点: 个人信仰不

需要中介，他对自己的精神命运负主要责任，他有权利和义务以他自己的方式并通过他自己的努

力，直接建立他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正是在此信仰方式层面，“个人主义”的核心思想可以浓

缩为如尊严、自主、隐私、自我发展和抽象个人等概念，而平等与自由是基本要素。⑧ 通过神人

关系及其信仰方式，尤其强调信仰者的个体独立性及其权利意识，并有着明确的公私界限。
因此，个人主义对西方几百年来的历史变迁及其社会建设已发挥了重要贡献，并已成为一

种社会趋势。延至现当代，这种个人主义在获得了社会福利制度、民主文化的支持之后便容易

形成了普遍性的个体化特征，如同贝克所言，“个体化是一种社会条件，它并不是通过个人的

自由决断就能实现的。个体化进程的决定性特征之一正是它不仅允许而且要求个人作出积极贡

献”。⑨ 这一 “个体化”中的 “个体”，已不完全是宗教个人主义中的 “个人”，它已经基于固

有的宗教信仰方式而成为独立的政治人，它规定了个体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之界限，他们生活

在已被内化的各种民主的先决条件之下，因此能够回应社会各种要求，成为一种积极进取的个

人主义。
与西方社会中的“宗教私人化”相比，中国社会中的私人关系、私人化则源自于 “以天下

之公，灭一己之私”、“以公灭私、民其允怀”这样一种中国文化道德信仰的精髓。朱熹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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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可以兴邦，一心可以丧邦，只在公私之间尔”。仅仅是因为公共关系如此的重要，心系国

家天下，一般庶民百姓只能局限于自己的私心之中，难为天下大公者。这就很难形成那种基于人

跟神的信仰关系而有绝对的个体与个体主义，进而促使中国社会中宗教信仰的私人化，并非宗教

世俗化的一种结果，而是立公控私、大公无私等国家权力所定义的非正式、或 “不在祀典”、被

视为淫祀杂祠的私人信仰形式，具有非伦理、非政治、非公共、非普遍原理等特征。庶民百姓无

法形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公共信仰方式。它们既是国家权力的一种体现形式，同时

也以国民个人的祈愿形式与权力表达方式合为一体，成为祈愿权力的信仰关系。因此，这种只能

以追求一己之福、私人祈愿为核心的私人化信仰关系，它并非如欧洲宗教个人主义那样能够赋予

信仰者一种个体信仰特征。中国社会中这种私人化的信仰关系，与公共权力范畴中的立公控私的

规训形式恰好构成了一对矛盾。它是私人的，但又同为体现国家权力所定义、所制约的、人与人

之间无差别的祈愿方式。
由于中西方宗教信仰方式与社会结构的差异，导致两种私人化现象的出现，西方宗教个人主

义直接与个体化构成连接，并且是在其个体化过程中包涵了其私人化特征; 中国社会中宗教信仰

的私人化则是直接承受公共权力结构的制约，乃是这种公共权力在配置公共资源、以建构其公共

信仰方式如天地君亲师等信仰结构之际，同时也对应地建构了私人信仰方式，使之缺乏了相应的

私权制度与私人领域的支持。尤其是与此类信仰方式的私人化紧密相关，学界也有论述曾用

“私民”和“私民社会”，以对应西方的 “公民”或 “公民社会”，以此说明中国社会缺乏公民

传统，① 或运用“私民”、“私民化”概念，区别于消费公民权与社会公民权缺失的社会特征。②
特别是由于中国社会中宗教信仰镶嵌在世俗制度中方能发挥作用的非独立性，③ 以及社会学意义

上“个体”与“社会”关系与概念的相对缺乏，信仰者或行动者总是处于各种 “关系”④ 之中，

从而使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之间的探讨总是呈现了一定的局限性，更多是以 “关系表现结

构”，而非简单地以“行动构成结构”。⑤ 尤其是当立公灭私、以公控私成为一种道德信仰传统、
促使公私关系二元对应，这种关系就会呈现出一种结构性，建构制度及其品格的一种中介机制，

由此呈现了私我或私人对公共权力及其道德信仰方式极其强大的依附性，进而构成了私人化的宗

教信仰方式，导致公———私信仰方式及其“‘关系＇成为理解我国个体与社会关系中一个十分重要

的理论工具”。⑥ 为此，“……今天的中国文化正在见证并孕育着一种新的个体主义……，”⑦ 不

仅仅是过于乐观，同时也很容易忽略了私人化现象给当代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深度影响。晚近十余

年来，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已导致的个人私利及其形成，通过宗教信仰方式的呈现，无疑

就是宗教信仰关系的私人化，成为所谓 “无公德个人”的价值根源，并给予这种私利、私人关

系以神圣证明。因此，私人化是当代中国社会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交往过程中一种较为普遍的现

象。基于此，本文从当代民间风水信仰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互动关系出发，以福建海滨社区民间

信仰与基督教之间所发生的冲突事件为个案，通过梳理该事件发生、衍变过程中宗教信仰与基层

权力、宗教制度、合法性规则、村民利益等诸多关系，深入梳理民间信仰群体、基督教教会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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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这一事件的镇村级基层干部之间复杂的利益关系，以及这样三类群体的私人化特征，旨在揭示

其中的结构性私人化特征，是出自私己利益乃至其信仰方式。

二、私人化信仰冲突及其神圣规则

本文之讨论对象如福建某地海滨社区公共权力、民间信仰与基督教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能够

充分说明信仰方式私人化现象的客观存在，说明私人化概念解释当下社会现象的具体效度。
福建某地的海滨社区曾是明朝著名的一家 “卫所”，明朝抗倭时期设置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军

事要地，隶属于当时的十八指挥所之一。而今的海滨社区包括六个行政村，人口密集，村与村的

界限不明显。当地社区拥有“十庙九祠堂”等深厚的民间信仰传统，近年来则因为基督教信仰

的介入，双方的遭遇与冲突，导致当地发生一起 “神树喷火”事件，激活该社区公私之间的复

杂关系，进而展现了当地从私人信仰方式到私人化现象的深刻与顽固。笔者经过前后四次、共历

时半年的田野调研，观察、深度访谈近百人，获取了丰富的田野经验、访谈录音和文献资料，并

采用“关系∕事件” ( relation ∕ event) 研究法，① 以通过当地民间信仰与基督教之间的交往矛

盾，揭示当地乡村社会中私人化关系的强大作用。
海滨社区大多数居民拥有传统的民间信仰，另有近两百多人则信仰基督教，双方平时相安无

事，但“神树喷火”事件让双方卷入了一场延迟数年不解的纠纷之中。冲突的根源，表面上源

自于教堂后山坡上一起 “神树喷火”事件，实际上是当地民间信仰群体与基督教教会之间私人

利益的矛盾及其升级。这里的利益矛盾，是指新堂建造过程中与曾流转给教会新堂地皮的土地流

出方代表张某等人之间的 “一万元欠条”事件所引发的冲突。正是因为海滨教会会计秦某私下

许诺张某等人的“一万元”，但又未及时给予支付，同时，海滨教会在得知秦某私下所许诺的

“一万元欠条”事件后，也没有及时地处理好这一利益矛盾问题; 相反，教会认为，以张某为代

表的土地流出方所提出的 “一万元”加价问题，在已经完成土地流转手续后的情况下是不太合

理的。经过慎重的考虑，海滨教会堂委会成员一致认为，等新堂建造完工后，再给予张某等人

“一万元”的加价赔偿，以顺应近年来农村土地流转价格的提升趋势。然而，正是因为教会这一

延迟支付“一万元”的态度，使得土地流出方代表张某等人颇为生气，并留下了 “我让你们造

不成”的狠话。而不久之后“神树喷火”事件的发生及其接踵而至的民间信仰群体对基督教新

堂建造的极力阻扰，才使得教会堂委会成员及其信徒们开始意识到当时 “一万元”事件的重要

性，并认为“一万元”的利益问题，使得这场矛盾逐渐地扩大化了。在此，基督教与民间信仰

群体之间的潜在冲突也在此过程中被爆发了出来，成为海滨社区一场公开化的冲突。而这一公开

化冲突，就是在“神树喷火”事件发生之后而逐渐凸显起来的，且夹杂着信仰、利益及各种私

人矛盾，是基于私人利益关系所引发的信仰冲突事件。
事件是这样发生的: 2011 年 9 月 14 日晚 8 点左右，在距离海滨教会新建教堂附近山坡上，

一棵根深叶茂大树上的两个树洞突然向外喷出浓密的烟火。烟火惊动了海滨社区的所有居民，于

是“神树喷火了”的叙事便纷纷扬扬地遍布于当地民众耳中，人们越传越神奇: “神树着火是因

新教堂的建筑，触动了树神的怒气”。② 事件背景是: 当地教会因原有的教堂屋顶出现裂缝而成

危房，亟需在危房旁边另建一新堂。在获得了当地镇领导的同意之后，教会便建新房，以替代旧

教堂。然而，当地居民以风水信仰为依据，认为教会新堂的建造破坏了整个社区风水，以阻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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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建造。这一风水信仰，最后促使“神树”发怒，以深夜“喷火”来警示教会。其叙事主题是:

一旦新堂建好，不但风水破坏，村里年轻人更会一半死去，以风水、死人等预言，扩大并强化了

“神树喷火”的影响力，建构为当地一道“神圣规则”。
依据民间信仰传统，大树是有灵气的。一位民间人士说: “树在教堂后面，树有一百多年

了，树很灵，有灵性的，建教堂么，这棵树不愿意，树就生气了，人家老人都是这样说的，教堂

建好后把树压住了”。① 一位基督徒称: “他说我们建教堂，这个树神都发怒了。……肯定是树

神不允许我们建呢，一定要阻止。后来叫来道士说，不能让我们建，造了以后海滨社区不平安

的。从这样以后老百姓都开始反对了”。② 在这些观念的传播下，本来与大树喷火事件毫无关联

的新堂建设，逐渐被演变为 “神树发怒”的直接原因。于是，这棵位于海滨社区东门的老 “枫

树”，被民间信仰传统建构为海滨社区的一棵 “神树”，成为象征海滨社区村庄安全的一棵 “风

水树”。作为海滨社区之重要象征，一些老人认为东门外的这棵 “风水树”因为地处东门最高地

势，在抗日时期曾因其枝繁叶茂而成为海滨社区的 “保护伞”。而对于出海航行的人而言，每当

看到这棵树时便意味着到达了海滨社区。因此，对于海滨社区一般民众而言，一旦东门口建造了

新教堂，必然会遮挡住人们看大海、看风景的视线，更为重要的是，堵住了东门，相当于堵住了

海滨社区的风水。对于一般乡村百姓而言，风水依旧是人们对于自身命运、社区安全、家族兴

旺、慎终追远的资源象征。“风水和我们所说的 ‘民俗宗教＇是紧密联系着的。”③ 那些 “隐藏在

山川、河流、方向等自然现象中的力量影响着人们的命运”。④
实际上，“神树喷火”事件的性质，经由消防队、派出所的检查，已发现树洞里面有玻璃

瓶，“基本排除自然的原因”，并认定这是一起“人为纵火”事件，“肯定是有人放了火在那个洞

里面”，⑤ 并非谣言所传的“触怒了树神”。但因 “喷火事件”的第二天就谣言四处传出，媒体

及有关方面的采访与报告，也无法阻止这些谣言和那些肇事者对教堂的反对，以至 2011 年 9 月

19 日发生了一场更严重的 “闹事风波”。在核心肇事者鼓动下，只要海滨教会开始建造，就会有

一些人群去围攻教会。基督徒说: “着火之后停了三四天，20 日我们开始造 ( 教堂) 了，他们

又来了，我们就停在那里没有造了，来了大概四五十人。他们来了之后站在工地上，不让我们

造，让施工的人停下来，不停的话他们就砸东西，翻东西”。⑥
一些人甚至认为: “东西南北，东为大，东面好像是人的脸一样，不能遮住人的脸面啊”。⑦

有民众针对“神树喷火”事件，还去外地询问了所谓灵验的巫婆，“巫婆说了，要是 (基督教新

教堂) 造起来的话，海滨社区百姓会不平安，男人会死掉一半。”⑧ 在各种各样的舆论散步之

下，“神树喷火”事件的真相也被逐渐地遮掩了起来，以至于人们更加反对基督教新堂的建造。
虽然村民对于“神树喷火”有很多说法，有人质疑是人为放火，有人猜测是有人放入了火

炭或汽油，但在无法找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神树喷火”事件只好不了了之。然而，“神树喷

火”事件并没有因此结束。随着风水信仰特征的舆论散播，那些深信风水及树神的人们，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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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J7 访谈记录，2014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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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到反对教会修建新堂建造的过程中来，以至造成了 “六个村都不同意造 ( 教堂)”① 的局

面，成为海滨社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大事件。
在此，“神树喷火”事件是否为“人为纵火”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肇事者通过 “神树喷火”

这一事件，成功制造了民间信仰者与基督教教会信徒，乃至民间信仰群体和基督教教会之间的群

体性冲突，使当地民众因为 “神树喷火”事件而深感这其中的对立与紧张。最初的私人 “利益

之争”一方面被“风水”这一神圣资源的启用被淹没; 一方面也把这一风水的神圣资源在无形

之中被私人化了。表面上看，事件源自于一桩信仰冲突，真实原因却是教会为其新建教堂，缓交

了建堂用地应该交付的一万元钱，同时包括有新堂建造的集体用地问题、风水信仰居民与基督

徒、基督教教会之间在信仰方式、交往、话语等层面的私人矛盾，乃至地方居民与乡村公共权力

的某种关系。而民间信仰居民与教会信徒在人群交往方式方面的极大差异，也促使这场冲突在多

次调解过程中始终无果，以至于人数多少如“信佛的人多，信基督教的人少”，也会成为处理这

一事件的一个潜规则。虽然信仰者群体数量的大小，并不能作为调解这场冲突事件的正当理由，

但这种人数方面的悬殊，恰恰在事件的激化与后期调解中起到了非常微妙的作用。这也是乡村基

层权力在事件处理时会不断地转换规则，时而运用公共权力，时而借助于私人关系，更多的则是

通过私人关系来运用公共权力，导致公共权力在运用过程中时常可见的私人行动逻辑，因为人数

众多、乡亲邻里关系而倾向于风水信仰一方。就此而言，不是信仰对象的问题，而是基于这个信

仰对象而构成的信仰方式与人际关系、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的复杂交织，致使卷入事件的双方群

体都处于一个庞大重叠的关系网络之中，进而借助于乡亲尊卑、风水习惯与公共权力而转换为一

种结构，呈现一种关系结构化的社会学现象。正是因为这些关系网络所构成的结构及其结构化过

程，方才使事件双方即风水信仰居民、基督徒及其教会以及调解这一冲突的镇村级干部深陷其

中，并基于自我利益立场而不断地转换正式规则，同时又借助于各类公共、私人关系以把握资

源，构成了关系结构化过程中的公共权力悬置、而处事规则私人化状态，并且具体表现为依附性

私人化、控制性私人化和策略性私人化三种类型。

三、信仰私人化现象的三种类型

深度介入新堂建造与神树喷火事件的三类居民，如风水信仰、基督教会、镇村干部，他们在

此介入该事件中的各种公私行动及其嵌入其中的私人行动逻辑，导致了一种依附于公共规则、以

维护自身私人利益及其信仰关系的 “结构性私人化”特征，具体表现为依附性私人化、控制性

私人化、策略性私人化三种形式。通过具体梳理民间信仰者、基督教教会与行政权力三者之间的

互动关系，即能展现这三类行动者的私人化特征。
( 一) 依附性私人化

依附性私人化，指的是民间风水②信仰及其群体的行动逻辑，体现出对于现实关系、资源及

其配置资源之行政权力的极大依附，如家族关系、行政权力、熟人圈子等。风水信仰预设着一个

共同体神话，表达为一个整体的利益与关怀，但风水信仰无法自我表达，其表达方式非常的私人

化，具有很强的依附性。另外，风水信仰还要依赖于一个风水先生即风水信仰的解释者。这个风

水先生即解释者的个人魅力、人脉关系决定着一个地方风水信仰的强弱，并以此来分别人际交往

的内外关系、利益关系，以此作为定义任何外来因素对己是有利、还是有害的主要规则。风水信

仰具体呈现的是私人的诉求与利益，无法构成一个群体，特别是风水先生对于风水信仰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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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CFL5 访谈记录，2014 年 3 月 16 日。
因风水信仰所引发的乡村矛盾，在其与基督教教案研究中较多，此不赘述。



权，能够左右风水对基层社会中 “无差别个人”的重大影响，因而是一种具有私性特征的规则。
如果它要有所表达，私己的个人也只有依附于配置各类资源的关系之中，或许能够体现出某种公

共特征。
因此，表面上作为共同体的风水信仰，却不得不借助于各种私人关系来予以表达。海滨社区

也是如此，私人利益的呈现如要借助于风水信仰，借助于风水先生对人与人、风水关系的解释与

暗示，以形成反对教会建堂行动的正当性、乃至神圣性。在与教会对抗的过程中，一位从未出面

的风水先生实际上是神树喷火事件主要叙事者，而风水信仰的追随者也并不公开他们隐藏在私人

利益之后的风水规则，而是依附于现实交往当中的诸多资源及其而配置规则，尤其是行政合法

性，即认为教会新堂建造缺乏手续，① 才能表达他们所持守的风水信仰。风水信仰作为共同体

神话只是私己关系需要表达的一个象征而已。然而，当风水居民要追求私己利益之际，其惯有

方法是强调教会所建新堂破坏了其风水，当他们面对基层政府上告之际，他们的告状材料丝毫

不提风水，不提私己利益，掩盖风水信仰以及其中的私人诉求。那份告状书题为 “要求收回海

滨社区东门外教堂申请报告”，在它的落款处还盖上了海滨社区六个行政村村委会的公章，把

部分居民的私人诉求转为的公共性，混淆了其中的公私界限，以拉动更多的村民前来反对新堂

的修建。
调研发现，海滨社区六个行政村的村委会公章之所以能够出现在那份告状的材料中，主要是

私人所为。他们大多喜好民间拜神行为，面对村里风水与教会间的矛盾，他们自然而然地偏向于

风水一方，同意在告状书上面盖章。虽然告状书上的公章实属私人行为，但村委会在告状书的公

章确实是产生了一定效力。风水之依赖于公章，犹如取消农业税后那些众多分散的农户一样必须

直接面对国家权力及其基层代表一样，它们别无依靠，惟有如此依靠，它们才能使风水、龙脉、
神树起火等事件整合起来，那些风水先生与居民才会不断发出 “会死人”、 “不安定”等舆论，

使其冲突与六个行政村居民联系起来，而教会欠钱没按时提交这一私人利益，却一直深藏在风水

与公章之后，同时又不得不依附于公章与风水的社会影响。就此看来，风水信仰对风水先生的依

附性、农户居民对基层权力的依附性，它们共同形成的依附性私人化，其实就是风水信仰基于它

们对地方共同体神话的预设，只能在依附于公共权力之上方才得以表达出来，因为盖上了公章的

告状书，风水信仰似乎就获得了反对教会的正当性，才能发挥其所谓地方共同体神话的原始状态

的维护，容不得任何外来因素。但是，风水信仰却是深藏在一纸告状书的后面不会外露。虽然基

督教与风水信仰之间的冲突导火索源于私人利益，但风水叙事只是维护其私人利益的象征与符

号，只有强调教会破坏了风水，当地人才会群起反对教会建造新堂。如此为之，不但能够表达风

水信仰者对教会的“厌恶”之情，更重要的是借助于风水，能够使个人的私己利益得以实现;

依附于公章所象征的公共权力，他们才能够到县镇行政部门告状，但只字不提风水信仰，只字不

提欠钱未还之事，只强调教会建造新堂用地手续的不完整。
可见，地方居民对于风水信仰的强调与解释，只有在依附于行政资源时其表达能力才格外强

大，与此同时，更要依附于一位不敢出面的风水先生藏在背后的风水叙事方式。这位风水先生如

何叙事，取决于居民们给他的私人报酬; 更关键的是，风水叙事能够发挥地方影响，他们只有依

附于行政资源，因为部分官员对于风水信仰的喜好与认同。风水无形，外在的人际相关或公共权

力才是有形的依赖，才能形成具体的表达方式，但形成的却是一种私人化风水叙事方式与表达方

式。然而，当基层行政官员也表达了他们对风水信仰的私人偏好之后，加上居民对风水信仰者众

多的缘故，进而形成了对教会信仰方式的外在控制。所以，教会虽为一个群体信仰的结果，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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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这场反对海滨教会新堂建造的冲突事件中，民间信仰者对内强调风水等以吸引更多的人反对基督教新堂

建造，对外则只强调新堂建造手续的欠缺。



在依附于基层公共权力的风水信仰的影响之下，他们也只能以私性群体的表达方式来与风水信仰

对峙。
( 二) 控制性私人化

教会的基督教信仰方式，本来具有一定的大众性与群体性，能够定期团契在教会教堂之中。
它比风水信仰来说，更容易形成公众特征。但是其聚会方式也只能集中在教会里面，日常生活中

的教会成员交往活动，也局限于婚丧嫁娶、家庭探望等形式，大多被打上深厚的教会烙印。一般

情况下，教会之外的成员无缘进入这个具有乡村熟人社会特征的熟人圈子，而教会成员也不会对

教会之外的成员给予太多关心。除了对神的崇拜之外，每一位教会成员在其中缺乏更多的共同体

联系，或拥有共同利益。这就使他们依旧局限于一个一个的同心圆交往方式，在乡村生活交往中

依旧呈现出强烈的私人化特征。正是这种一对一的交往方式，才使教会的活动方式其实更像是一

个私性群体。
就个案中的冲突事件而言，教会信众能够形成一种共同的价值诉求。因为在新堂建造被阻止

时，教会成员已经捐献款项 200 万元左右，这是他们的共同利益。因此，一些教会成员还轮班，

实行昼夜祷告、祈求神的保佑等等，希望教堂的建造能够持续下去。然而，即便是这 200 万元曾

经作为教会共同利益，也曾在其建造新堂的具体过程中被化解了。依据调研，当时在建造新堂的

过程中，教会如能邀请村里其他居民共同参与这一工程，特别是邀请那些土地被用于新堂建设的

居民，他们就能够以工钱、劳务费的形式分享其中的利益，最后就不会构成这一激烈的反对力量

了。① 具体情况是，新堂建造工程被教会中某些家族承包，其他人无法参与其中，终而是其共同

利益被化解，很大程度上具有了私人利益的特征。实际上，没有这些私人利益的冲突，依据平日

井水不犯河水的习惯，风水与十字架的冲突很有可能就不会爆发了。
面对风水居民的上告与上访，作为被反对的教会一方，基督教教会及其信徒们，他们一方面

启用修建新堂前期、地方镇政府有关领导所许诺的 “一边批、一边造”的行政权威性资源，以

求得新堂建造的合法性。但是，由于未留下任何相关的书面材料或文件凭据，当时许诺新堂建造

的镇级官员又先后已调离，因而这种“权威性资源”的启用，在 “神树喷火”事件以及后续的

冲突与对决中，已经功能消失，固有的公共行政因此转变为乡村私人关系对教会的承诺; 另一方

面，教会成员也采取与风水居民反对者一方同样的行动策略，他们也试图通过走访、串门，通过

人情、面子、私人关系等方式试图获得风水信仰群体及其村民代表的理解。然而，这种行动策略

还是遭遇了很大阻力，未能凑效，反倒是再次淡化了教会本来具有的群体功能。
虽然基督教教会新堂建造缺乏完备的用地申请手续，但基督教教会也曾适用地方领导的私人

承诺，希望适用于乡村社会私人关系的这一普遍规则，继续获得地方领导的首肯。在这种私人化

诉求未能见效之后，教会提出要对同一乡村中违建庙宇进行相应规范及其管理，或停止建造，试

图以平等对待的原则要求，在冲突调解的相关会议中获得地方领导、乃至大部分风水叙事者的同

情。只是由于风水信仰者人多势众，即使地方干部多次调解，冲突双方还是各持己利而不了

了之。
对于这种结果，教会成员按照基督教教义大多持忍耐态度，并希望通过退让、求情、示好的

方式求得大多数居民的同情与理解，减少其中的压力与阻力。但这种示好与示弱，在对立情绪比

较高涨的情况下基本无效，反而还会因为这种忍耐做法，给民间信仰群体造成一定的误解，认为

基督徒容易讲话，不敢乱来。这种私性群体里面的共识，无疑会给教会成员形成一种控制性的压

力。诚然，为了尽快让教会新堂建造起来，解决矛盾，镇级相关领导以 “和谐”为出发点，也

曾提出让教会代表走访村民代表、说好话、请求帮忙的私人性做法，淡化与风水信仰者之间的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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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这种走访虽暂时缓和了风水信仰群体与教会成员间的矛盾，但面对新堂建造，却并没有任何

人能够保证或是完全许诺新堂继续再建。
镇级干部给教会提出的这些建议与行动策略，表面上看来是用心良苦，但实质上是镇级领导

面对冲突事件的强大压力，出于缓解矛盾考虑，不得已而为之。但这种建议与行动策略无疑也是

一种基于行政权力派生出来的私人化调节方式，他们与风水信仰一样，体现了教会及其成员对行

政权力的极大依附。不过，比较而言，同样是私人化的行为方式，但风水信仰一方的依附性私人

化行为方式，似乎要比教会成员一方的控制性私人化行为方式更为有效。依附方式成功，其活动

方式就会有效; 而控制方式有效，其活动方式依旧在控制之中。
即便是共同团契的教会成员，他们大多是在固定的时空里面进行团契; 一旦出离这个固定的

时间与空间，他们身处其中的私性群体就难以再度具备团契的地位与功能，教会也就不存在了，

故而其信仰方式无法不呈现为私人化形式，无法进入公共领域，无法积累社会资本，只能体现为

乡村社会私人的事情，而非共同的事情。此类体现在时空控制前提下的私人化，我们可以称之为

控制性私人化。他们承受着公共权力对于教会群体及其信仰方式的结构性约束，只以私性群体以

及个我私人化的表达方式以示其弱，不得不为被结构所约束。
( 三) 策略性私人化

如果说，风水信仰所代表着的民间信仰及其表达方式，呈现出明显的依附性私人化特征，基

督教信仰群体呈现出控制性私人化特征，那么，基层干部在事件中的行动逻辑，则由于其公共权

力的代理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呈现了一种策略性私人化特征。
表面看来，民间信仰与基督教之间的冲突事件，是一种有关新堂建造所需土地使用的 “行

政手续”不完备的问题，但从“神树喷火”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来看，很难以简单的 “行政

手续”是否完备来判断教会建造新堂的正当性问题。基层官员明知神树不会起火，是一起人为

的纵火事件却因为风水信仰者认识众多而不予追究，任其民众利用风水阻止新堂的建造，然后再

以行政手续为由处理二者之间的冲突。
这种忽略了公开性、平等、公正性的处理规则，其实就是一种基于公共权力结构而产生风水

信仰偏向的私人规则。作为公共权力代表的镇级官员和村级干部，他们在冲突事件的调解过程

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公共决策功能，但从整个冲突事件发生发展及其调解来看，上述谈及的私

人交换关系，则深刻地影响了公共规则的公正实践。无论是作为风水信仰者的农户居民，还是作

为基督徒的教会成员，他们在基层公共权力面前，都是无差别的分散农户而已，如同出离了麻袋

而散落一地的马铃薯，所谓公共的东西无疑都要经过他们私人化处理之后才可能被认可。
这里，将分别从镇政府已调离的当事人官员，新任镇政府官员，村委会村长、书记，以及村

民代表几类权力代理人出发，探讨这其中的利益交换及其规则缺失的问题。
其一，不顾规则的私人许诺。
作为基层政府已经调离的官员，他们在基督教新堂建造初期，由于宗教用地指标的审批、办

理手续困难、程序复杂等问题，同时又考虑到新堂是“危房”，于是提出“一边批、一边造”的

行动策略。这是基层干部私下里根据实际情况对于规则做出的一种策略。教会成员认为:

镇里让我们“一边批、一边造”，他们是出于好心。再说土地指标给我们，我们没有钱

给他们，他给别人指标，他们有钱拿的。所以他们说你们 “一边批、一边造”，慢慢来，没

有人反对，你们造好了，土地指标就不要了。只是后来说这个树烧起来了，搞起来了，人吵

起来了，所以才停止了。但如果我们现在找他，他肯定说我没让你们 “一边批、一边造”
啊，他肯定否认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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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偏向于私人关系、人情化的做法替代了公正处事规则，确实呈现了相关事务处理中的规则

缺失现象。
其二，“钻空子”与“边批边造”。
基层干部最初提出的“一边批，一边造”策略，表面上同情教会。一位干部认为，“对于我

们自己来说，我还蛮同情堂委会的人，他们要给他们信徒解释为何造不上去，毕竟涉及到二、三

百人，要取得他们的信任啊。”① 但这种“同情”对于该事情的处理并没促成事件的解决，事后

甚至被称之为“钻空子”。
我就钻了一个空子啊，如果你们教堂，哪怕你们造好了，手续差一点，但造好了你们已

经在用了也就用了，不可能把你拆了。打比方，他们造庙一半时候，你们信徒来揭发他们

了，阻挠他们了，那我们行政命令什么的，这个庙也要拆的。②

这种“钻空子”的好处在于，“无人反对”成为修建庙宇或教堂的 “正当性”理由; 另外，如

果“有人反对”，即是教会新堂修建中断的依据。公共规则荡然无存。实际上，这种 “钻空子”
的做法，依据的就是私人意志，其危害在于以私人关系扭曲了公共规则，用个人所能行使或支配

的权力，掌握和平衡着双方的交往与公私关系。
其三，村干部的权力关系网络。
作为村委会的村长、书记，他们对于民间建造小庙、小庵等事件大多持默许态度。在土地资

源使用方面，基层主管干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及乡村社会中村干部的 “权力关系”的风

水信仰偏好等等，都使民间庙宇的修建过程相对容易，随时可以进行私人关系中的土地流转。
作为策略性私人关系的功能发挥，民间寺庙的建造规则是，只要村干部没有上报，民间神庙

的修建就能成为一种“合法的”存在。而大多数时候，乡村庙宇修建时的土地审批手续往往处

于“空缺”或“非法”状态。于是就形成这样的私人逻辑: 对于教会而言，只要没人反对，教

堂建造就有合法性; 而对于风水信仰一方，基层干部大多会同意建造; 一旦不同意建造，风水信

仰者只要反对，寺庙建设就有方便法门。
正因如此，基层权力代表如村委会书记、村长，他们对于私人小庙的建造一般不太干涉，有

的甚至就是庙宇的直接策划人和修建者。用民间老百姓的话来说， “不给造的时候，我们就反

对。”③ 村委会书记、村长等对于民间庙宇的修建，对其涉及的土地审批手续等大多避而不谈，

只一味声明民间庙宇存在的历史合理性。这种权力关系所具有的公共特征，此时早已被私人信仰

关系所侵蚀了。
其四，村民代表们的态度模糊。
基于上述镇级官员、村委会村长、书记态度的私人化特征，村民代表们在此事件的协调过程

中也态度模糊。尽管村民代表是村民选举出来的代表人，在村委会的重大事件中具有发表意见的

权利，海滨教会中亦有两位信徒是村民代表。然而，基于民间拜神的村民代表占据绝大多数的具

体情况，导致东魏村所召开的几次协调会，都因为村民代表们大多处于互相观望、相互推诿，谁

也不敢得罪人而无果。这种基于个人利益、面子、人情考虑的私性规则，不但没有发挥村民代表

所发挥的公正态度，甚至就是风水一方与教会一方能够构成矛盾的基本缘故。一旦教堂所处东魏

村自身都无法达成调解共识，那么新堂建造也将无法办理相关手续，只能继续处于中断状态。私

人关系之间的一对一特征，导致风水与教会之间无法构成一个公共交往规则。
其五，新任官员的“回避”策略。
由于新堂建造期间，当时许诺教会 “一边批、一边造”的镇级官员已经调离。因而，新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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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对这一冲突事件的态度，主要是因为对其情况不很熟悉，根本无暇顾及这一遗留问题。在这

一起夹杂着人情面子、利益交换、权力网络、信仰惯习等诸多因素的冲突事件中，权力结构及其

上述各种角色的权力代理人，他们大多无法表达出对该信仰冲突事件的明确态度，也无法通过既

有的正式规则或非正式规则，对其进行彻底的讨论或听证。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局限于个人的信仰

偏好及其私人关系，决定了他们会在不同情境下会派生出各种不同的行动策略。而这种基于公共

权力规则的私人行动策略，决定了从中产生、并且又深深制约他们的处事方式，形成一种无法遮

蔽的策略性私人化。

四、结构性私人化

通过对民间风水、教会信仰及其与基层权力结构之间复杂关系的梳理与研究，我们能够发现

“关系即结构”的中介机制，即是权力关系在整合、控制、利用诸种资源、规则、转换公私关系

的过程中，具有一种整合各种资源、关系、信仰方式的中介机制，能够把信仰关系、利益关系、
个体家庭等关系整合为一个结构，既包涵了依附性私人化关系、亦形成了控制性私人化关系，进

而在整合过程中不断地自行调整其整合各种资源、关系的策略。对此，我们称之为 “结构化过

程”。① 在此过程之中，被整合的私人关系、无论是依附性、还是控制性的，皆能逐步在权力结

构被视为共同的调节对象，形成“结构性私人化”特征。
在风水与教会的双方关系之中，行政权力结构处于双方之间的中介地位与核心关系之中，处

于调节一切的领导地位而近似于 “结构洞”② 的原理与功能。这种地位与功能能够使行政权力

高居于双方之上、双方之外，而把握、知晓双方的各种情形，甚至能够建构、决定双方的互动方

式，配置权威资源、形成相关规则，这一高于、强于双方力量的结构性关系长期居于对于资源配

置的核心规则，能够配置、平衡偏向于其所关注的各种资源及其利害关系。
正是因为三类行动者主体对公私关系的亲疏远近，才使不同行动者或信仰关系呈现了不同类

型。在此，各种行动者无法出离其所依附、被控制的关系，只好在各种类型的公私关系及其利益

的转换中实现自我利益，构成了私人信仰关系实践的结构性困境，致使风水与教会双方形成了一

种结构性冲突。
所谓结构性冲突，即是冲突双方无论是在公私关系，还是在其资源配置、信仰资源、人际关

系等层面，皆深深地嵌入在这些关系所构成的权力结构之中无法自拔、也无法自立的多重困境。
而对于权力结构而言，既要顾及行政权力的独尊，又要坚持这一权力在伦理和政治两个层面的正

确，最后还要将这些关系自行建构为相应的评价规则，以权力结构来保持其自我正当性。结构的

整体性与总体统摄能力，促使冲突双方都会想方设法地借助于这一公共权力结构，继而才是借助

于本身所拥有的私人关系，获得最有利自己的解决结果。所以，这一结果既是结构性的，也是私

人化的。
在此结构性私人化的事件及其现象之中，既有不同信仰关系、政教关系、社教关系、民教关

系的内在影响，亦深受中国社会人际交往关系及其行动规则的影响，甚至人神关系的建构、信仰

表达方式; 其所谓私人化，即是深嵌于上述各种关系、资源配置规则中信仰者之私人利益、情

感、信仰关系，能够左右、制约基层社会中利益交换、风水信仰与教会关系的处理原则，最终则

是借助于结构性规则以表达私人的利益或信仰。
在此过程中，无论是风水信仰群体，还是教会信徒，他们在 “神树喷火”事件发生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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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乡村社会中的不同信仰者，他们的行动逻辑中多少都呈现了借助于公共权力结构以表达私人

利益与私人信仰。就此而言，他们对使用与配置信仰资源规则来说，一方面是 “为了设计出维

持或改造的策略，行动者们经常远离规则与资源”①; 一方面又在想方设法地借助于这些规则与

资源，导致了资源与规则②的千变万化，但始终不离私人利益。或者说，行动者们深陷在这些既

有公共结构、却又不断私人化的规则与资源之中，只能以它们对于自身的立场为标准，成为一对

一的二元对立关系、风水一方反对教会一方的深层规则。
正是如此，风水信仰与基督教之间所发生的这起冲突，因为利益、风水、用地合法性、公共

权力、私性介入等诸多关系复杂交织所导致。在诸种信仰方式、公共权力与私人关系的对决中，

风水信仰居民与基督教借助于各种私人关系重新整合公共权力结构中的各种规则和资源以压倒对

方，维护自身利益，最后呈现了一种“单向度”的私人行动逻辑。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私人行动及其逻辑，只关注事件中对自身利益或信仰关系的维护，能够

建构出对己有利的特殊性规则，从因时、因地、因人而构成的特殊关系之中演变为一种结构化的

私人行动逻辑。因此，信仰关系成为了利益表达的象征，能够把利益神圣化或正当化。当人们集

中于风水与十字架的争吵，当公私关系的多重介入，信仰关系原本所具有的建构个体主义、个体

化的道德资源与认同方式，最后就不得不呈现为一种日益明显、日益强大的私人化倾向，同时也

不断嵌入各种权力结构，改变不同信仰之间的交往规则。
海滨社区的信仰冲突事件说明，私人关系在信仰冲突的发生与发展，乃至调解过程中都呈现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本文所论之私人化，其实质是权力结构中各种私人关系的反复运用，权力结

构中私人关系介入太多太深，以至于其公共性无法展开，继而建构为支持私人利益、私人信仰合

法实现与公开表达。可以说，本来具有公共性的权力关系，如其偏向私人关系，则会成为一种私

人化的实践; 如其偏向于资源配置规则中的公共性诉求，那就可能成为一种个体化实践。问题就

在于基层社会中独特的关系主义结构，既非私人关系的消失，亦非私人关系之主导，而是在公共

权力的制约之下，公共权力反而需要依附的、被控制的、策略的私人关系来予以配合，最促使私

人信仰或利益的表达方式，一旦进入私人化架构之中就难以公共化，始终纠结于结构化的困境

之中。
就本文所论之信仰关系而言，人们所信之神并非独立的神，而是依附于各种公私关系中的

神; 而信奉这些神的人也不是独立的人，同样也是依附于各种关系中的人，故此中国式、私人化

信仰关系建构或体现出来的，并非欧洲式的宗教个人主义，而是依附性、控制性或策略性的私人

关系。

( 责任编辑: 袁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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