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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婚礼饮食行为的社会记忆与象征隐喻
———以广西博白县大安村为例

石奕龙，谢 菲
( 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作为社会记忆的一种传承方式，婚礼饮食行为呈现了程式性与规范性体化实践的身体记忆特征。它通
过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象征符码的内在转换，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将“礼”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制度规定体化
为群体对周遭世界的认识与理解，以建构自我文化的真实，传承并延续地方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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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早期进化学派以降，人类学从不缺乏对饮食及

其行为研究的兴趣。从饮食行为作为集体欢腾的社

会事实到区隔社会阶层的指示，从饮食系统中生食∕

熟食、可食∕不可食、洁净∕污染等结构性对比关系

中建构分类与秩序的象征体系到食物作为社会变迁

过程中文化认同的象征符号。总之，从人类学的角度

而言，我们选择吃什么、怎么吃、和谁吃等并不仅仅是

人的生理需要而已，更是社会关系、文化偏好与物质

资源价值判断和选择的反映与指示。
至于人类学将饮食与记忆并置思考的命题，由于

受记忆与社会关系讨论的局限，直到晚近才方兴未

艾。特别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随着感官人类学

的发展，陆续有部分学者从身体感官的角度，讨论饮

食、身体经验与记忆的关系。尽管在西方哲学或物理

学的探讨中，对于物质与记忆的关联早已被笼统地认

定为先验性的前提，认为食物的颜色、形状、触觉、声
音所建构的感官经验，是人类理解周遭世界、获取知

识和凝聚记忆意象的主要资源。但是，这种概念前

提，如何具化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如何型构于不同

的文化体系中，却有待更深入、丰富的民族志资料的

检验［1］。基于以上的思考，笔者尝试从广西博白县大

安村客家婚礼饮食行为的结构展演中，探讨饮食行

为、身体记忆与仪式的互构方式及其关系。
一、饮食、仪式与社会记忆

作为一个族群社会秩序的道德感召力，社会记忆

与所属群体的各种社会实践交织互渗。美国社会学

家康纳顿在《社会如何记忆》一书中，以记忆在历史

积淀或积累的方式不同，将社会记忆的实践分为体化

实践( incorporating) 和刻写实践( inscribing) 。前者以

当下身体的举动表达与传播信息，后者以文字记录的

方式捕捉与储存信息［2］。可以将前者视为“身体记

忆”，将后者视为“文本记忆”，它们都属于社会记忆。
作为社会记忆或文化记忆的一种传承方式，仪式

是现场的、直接的，受到时空限制，需要通过人们的亲

身参与才能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属于一种典型的体

化实 践 或 身 体 记 忆 方 式。美 国 社 会 学 家 贝 格 森

( Albert Bergesen) 根据仪式行为及所参与人群范围的

大小将仪式划分为微、中、大型三个层次，三者各有指

向。微型层次的仪式( Micro － rites) 指的是一个人类

群体规范化后的仪式化用语，中型层次的仪式( Meso
－ rites) 相当于集团内部的个人在日常生活必须遵守

的行为规范，而大型层次的仪式( Macro － rites) 就是

那些需与日常生活区别开来的集体性的庆典仪式［3］。
对于社会文化意义上的个体而言，婚礼是个人生命通

过仪式的一个驿站，具有重要的教化功能与意义。作

为婚礼仪礼的一个子系统，婚礼主角的饮食行为与日

常生活的饮食行为有所区别，但同时，它也离不开所

属群体的亲身参与和见证，因而其呈现出贝格森所分

类的大型仪式的特点。
《礼记·礼运》记载:“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

黍捭豚，汙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

鬼神。”作为一种具象的社会行为，饮食在祭祀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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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启示下萌发了食礼的最初形态。“衣食既足，礼让

以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现象和社会关系

认识的不断丰富与深化，“礼”的初始意义已不能完

全适应现实关系的复杂性，其内涵不断地向外延伸与

拓展，远远超出了祭祀活动中恭敬而虔诚仪式的狭窄

范围，广泛地涉及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社会关系的内

涵，也涉及行为规范、惯习等方面的含义。
尽管“礼”的范围与意义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

化，但人生仪礼依旧是“礼”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现

代乡民社会中，人生礼仪饮食习俗除了承继对神灵的

崇敬之外，更多的是表达和体现人生礼仪活动中，具

有心理需要和社会交往的群体对于现实利益的诉求。
在特定的婚礼仪式中，围绕“礼”的文化精神，群

体对于饮食行为的编排( choreography) ，大多是通过

礼仪主角的身体记忆来表达和实现的。这种身体的

践行是群体社会价值理念的展演与再现。正如萨林

斯所言:“物质力量本身是没有生命力的，它们的特定

意向和确定结果只能通过将其与文化秩序的坐标联

系起来才能得到解释。”［4］作为一种物质存在的可见

性，仪式主角饮食行为的编码与婚礼仪礼的精神所在

唇齿相依，不可分割。在婚礼仪式的行进过程中，礼

仪主角的饮食活动与婚礼仪式的情境相关联而显现

其意义，婚礼仪式的本质层面也需要借助特定主角的

饮食活动的身体记忆来展现自我，而它们的糅合即婚

礼饮食行为以物质实体与感官经验的互动过程展演

深层次的象征符码，将地方文化的历史记忆、现时的

饮食行为与个人社会角色的未来命运紧密连接，持续

传递群体的文化价值与理想。
从仪式的结构而言，婚礼仪式的规矩是用某种联

姻的社会学系统取代源自生理的血缘关系系统。这

样一来，婚俗规矩和亲缘关系就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语

言［5］。作为一种体化式的语言记忆方式，婚礼仪式的

饮食行为并非建立在对需求与享受的迫切要求之上，

而是建立在某种符号( 物品 /符号) 的编码之上。在

婚礼仪式上，物品与符号、能指与所指，构成了一个全

面、任意、缜密的符号系统———文化系统，用一种分类

及价值的社会秩序取代了自然生理秩序。它通过物

化的符号———食物，将个体身体记忆的体验与群体一

致的文化诉求相连接，以身体力行的体化实践，通过

身心愉悦的释放将社会规则与理念内化为自我的行

为指向，复述与强调地方性知识与生活策略。
二、客家婚礼饮食行为展演与结构

在闽、粤、赣客家聚集地之外，广西是中国客家人

的第四大聚居地。客家人主要分布在桂东南地区。

大安村位于桂东南地区的玉林市博白县龙潭镇，是一

个中等规模的纯客家人的村落。据该村各姓氏族谱

记载，最早定居该村的客民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时

期，其始祖主要来自江西与福建两地。因迁徙来源和

时间的不同，大安村逐渐形成了围绕宗祠聚集而居的

村落生活空间布局。这种空间聚落的生成是迁徙群

体为了自身族群生存与发展需要而考虑的结果。与

此同时，这种思量也潜隐在该群体“上以事宗庙，下以

继后世”婚礼观念中，通过婚礼主角的饮食行为的身

体记忆，一次次予以强调与重申，主位地将此体化实

践展演自我表称为承继了中原正统汉人的文化传统。
在大安村客家婚礼饮食行为的结构体系中，涵括

了男女双方共食、分食的食物，献祭食物，以及食物性

礼物等，甚为复杂与繁琐。为了论述方便，本文先以

婚礼举行的顺序为线索，对饮食行为予以展演与

分析。
1．婚前。在大安村，正式婚礼前有“看家门”、

“提亲”、“定亲”、“过礼”等一系列的习俗。在这一过

程中，除了家庭设宴款待外，茶食成为双方是否订立

婚姻关系的一种无声表达方式。无论是女方上男家

看家门，还是男方上女家提亲，都通过以茶相待的方

式来表明对对方的是否首肯，是否可以履行婚姻的下

一步程序。女方上男家看家门，男家以茶为礼，即表

示愿意继续，女家饮茶则表示愿意继续，如不饮则表

示不愿继续。男方上女家提亲亦然，女方如果愿意，

就端出茶来，如不愿意，就不上茶。当然，此时的茶食

与平常待客的茶食是不同的，即在看家门、提亲的相

亲环节中，男女双方家庭都以用片糖、橄榄、木瓜条冲

泡而成的茶食相待，以示重视与喜庆之意，并以此身

体记忆之体化实践来象征其遵从中原汉人的传统。
因为在汉人的婚礼仪式中，这种以茶为礼的习俗自古

有之。据宋人的《品茶录》记载: “种茶树下必下子，

若移植则不复生子，故俗聘妇，必以茶为礼，义固可

取。”古代汉人订婚程序中以茶为礼是取其不移置子

之意。也就是说，订婚阶段行礼用茶是通过茶树生长

的“茶不移本，植必生子”的自然特性来暗喻喝了定

亲茶，两家之好就已缔结，便是从一而终，铁定不移，

绝不反悔，而且也暗喻两家男女青年一旦完婚，其必

能繁衍后代，瓜瓞绵延。因此，这一阶段的茶食俨然

成了双方融洽感情，订立婚姻盟誓的一个见证，也成

了鉴证姑娘、小伙品德的一个象征。故汉人民间常有

“好女不吃两家茶”之说。
在繁复的婚礼程式中，过礼也是一项必备的程

序，一般选在正式婚日前十五天举行。在大安村，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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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们普遍认为女儿的出嫁不仅是娘家抚养其长大在

经济上的一种损失，也是未来其家庭现实生产劳动力

的直接缺损。因而在定亲与过礼阶段，男家都会以礼

钱或实物的形式对女家进行适当的补偿。所以，在当

地，婚前过礼的食物是相当丰盛的，除了制作宴席的

米、沙虫、虾仁、楠粉、红枣、橄榄、瓜子、喜糖、饼干等

礼物外，两只阉鸡、两只鸭、猪肉，一对红烛，两瓶酒，

一对猪腿( 分别赠送给女家的媒人和外婆) 是主礼，

当地人称为“五味”( 客家话谐音) ，其数量和内容，一

点也不能差次。在切割和重量上也十分讲究，切割时

必须顺猪头到猪尾的方向进行分割，重量须带有八或

九的尾数，以喻示这对新人的婚姻能白头到老，长长

久久，发财发人之意。相对于其他的食物礼物，过礼

仪式中的“五味”并没有强调其物质的原初性，而是

将其转换为更深层、更复杂的文化符码: 以仪式场景

中切割数量与形式的瞬间行为置换为新婚夫妇对历

时性婚姻生活的追求。过礼后，按照规矩女方需回

礼。回礼的礼物看似简单，但意义深远。即回送一对

公鸡和母鸡，喻意新婚夫妇婚后的生活成双入对，有

子有后; 由送礼人带回去给新郎食用的食物是用一双

筷子串成的一个熟的公鸡头、一对翅膀和一个鸡尾。
公鸡头代表新郎的威严，翅膀则寓意新婚夫妇即将成

为男家的左臂右膀，能撑家立业。鸡头与鸡尾相连，

则预示新婚夫妇未来婚姻生活有头有尾。
婚日前两天是新娘开面的日子。男家会遣人送

来带双数的开面礼: 鸭子、面团、红烛、红鸡蛋、红包。
开面时，“全福人”一边用熟的红鸡蛋和面团来回替

换着在新娘的脸上揉搓，一边讲吉言。值得一提的

是，鸡蛋在婚礼的开面以及稍后的洞房撒帐仪式中是

重复出现的，而且针对的对象都是新娘。在大安村村

民的文化意象中，母鸡与妇女、鸡蛋与子嗣被想象为

具有同一性，如无生育能力的已婚妇女被村民戏谑为

“不会下蛋的母鸡”。鸡蛋是当地人向神灵祈子的主

要食物之一。在日常生活中，村民向神灵祈求子嗣时

都会将个人心愿通过鸡蛋这一媒介向神灵表达，并用

与女性接触方式予以实现。因此，鸡蛋在婚礼的仪式

场景中频繁地使用，成为增强妇女生育能力的一种吉

祥的象征性食物也就不足为奇了。这种朴素自然的

表达方式，不仅是古代卵生神话累积而成的食物致孕

观念的直接反映，也是将自身的生育与鸡产卵视为同

类互渗现象的一种思维方式。
在大安村，婚礼前日，女家还有宴请乡邻与亲戚

吃汤圆的饮食行为，应和着“结婚吃汤圆，幸福又团

圆”之意。请吃前，新娘需盛五碗汤圆上祖堂祭拜，请

祖宗先行食用后，方能群食。
2．婚日女家的饮食行为———食离娘饭。婚礼当

日，在父母的引领下，新娘备好三牲、米饭、楠粉、茶、
酒等，上祖堂祭拜。这既是出嫁女向祖宗辞行的离别

仪式，也是一次成年仪礼的教育仪式。在此仪式上，

父母需对即将出嫁的女儿进行教育。礼毕后，女家备

酒席款待亲朋好友。在酒宴上，新娘一一向宾客敬茶

斟酒。此时，在整个仪式中，新娘处于与娘家分离的

阶段，因此禁止在此宴席上进食，否则视为不敬。
迎娶当天，新娘唯一在娘家食用的饭菜，称为“离

娘饭”，且必须在其闺房里食用。食用之物是新娘在

祖堂拜祭时的供品，内容包括一碗米饭、一个鸡腿、一
盘辣椒猪肉炒楠粉。这是出嫁女在娘家食用的最后

一餐饭，气氛颇为凝重。不管姑娘对娘家有多么不

舍，情绪伤感。按照规矩，她必须尝几口离娘饭，但又

不能吃完，需把吃剩的饭菜放在娘家的米缸上，意味

着把新婚的福禧之气传递给娘家的弟弟或侄儿等男

性同辈或子嗣，或者寓意不能把娘家的福禧之气完全

带走。这种与平时不一样的模棱两可的饮食行为与

中原一带盛行的“催轿汤”有异曲同工之趣。与离娘

饭一样，“催轿汤”是新娘临行前，娘家嫂辈特做的一

顿饭食。食用时非常有讲究，新娘既不能吃完，又不

能不吃。探寻其中的缘由，当地的民歌唱词“如若是

喝了吧，怕娘家穷; 如若要说不喝，怕穷婆婆; 罢罢，我

喝一半，留一半，两头都过好生活”［6］的表述，揭示了

个中含义。可见，客家人的离娘饭与中原汉人的“催

轿汤”同样具有蕴涵“福气、财气”之意，成为人们试

探新娘心思的一种饮食行为。不过，对于这一用意，

新娘都会事先被告知。由此可知，“食离娘饭”原本

具有的社会功能已经丧失，已逐渐蜕变为当地婚礼实

践中的一种程式化的饮食行为。
在大安客家人的婚礼仪式结构中，仪式主角的这

种程式化的饮食行为仍具有某种意义，因为其与婚礼

仪式结构中处于过渡的阈限期有着密切的关联。阈

限期是人生礼仪活动中的一个特殊时期。它是“介乎

两种状态之间的过渡时期。”在此过渡阶段，“新人是

‘模棱 两 可’的，他 的 位 置 既 不 在 这 里 又 不 在 那

里。”［7］在大安客家人的婚礼当中，当新娘在祖堂中拜

别自家祖先后，即进入了这样一种阈限期，因此，她的

位置“既不在这里又不在那里”，模棱两可身份所导

致的饮食行为及其心理表述的“模棱两可”，显示出

在此阈限期中仪式主体正处于角色转换中，食离娘饭

这种身体记忆形式也就充当了仪式主体———新娘此

时角色转换的体化实践展演。在婚礼行进的这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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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期中，新娘的“不确定”性或“反结构性”饮食行

为———食离娘饭，既昭示了作为娘家女儿与夫家媳妇

角色欲图两全兼顾的矛盾心态，亦成为大安地方社会

群体对人生礼仪的某种过渡仪式中角色变换的一种

认同方式。
3．婚日男家的饮食行为。结婚当日，新婚夫妇在

男家有关的饮食活动包括“喝交杯酒( 茶) ”、“闹洞

房”、“撒帐”、“拜祖宗”、“行捧茶钱”等习俗。
婚日上午，新郎在亲友的陪同下到新娘家“娶

亲”。女家设筵招待女婿及其迎亲的宾客，然后择时

“发亲”。到男家后，新娘与新郎双双被迎进洞房，端

坐在 床 前。由 男 家 的 嫂 辈 请 两 位 新 人 喝 交 杯 酒

( 茶) 。这是大安村婚礼过程中，新婚夫妇唯一的共

食行为。对于这一共食行为所隐含的象征意义，韦斯

特·马克在《人类婚姻简史》一书中予以翔实的论

述:“这种共食婚俗，也是一种以共同行为表示双方结

合，并对双方产生相互约束的仪式……，共饮如同共

食一样，首先也是一种表示男女结合的象征，或者是

作为加强夫妻关系一种手段。”［8］在新婚夫妇履行完

交喝杯酒( 茶) 仪式后，一群孩子特别是男孩争先恐

后地涌入洞房，在家长的怂恿下，爬上床翻滚、嬉戏，

以图子孙成群的吉兆。
洞房是新婚夫妇孕育生命的场所。村民们习惯

将特定的食物摆放在洞房里，表达早生贵子、多子多

福的意愿。如梳妆台上摆放一对果盘，盛有橄榄( 意

“揽子”) 、红枣、花生、桂圆、瓜子( 意“早生贵子且花

着生”) 、木瓜条( 意“多子”) 、冰糖( 意“婚姻生活甜

蜜”) 和一对煮熟的红鸡蛋等食物。在婚床的角落

里，都会放置一个盛有米、谷、炒米花、冰糖等物的“福

筐”。新婚之夜，男家邀请村里的“全福人”负责挂蚊

帐，铺被子。铺床时，“全福人”把炒米花撒在床上，边

撒边吟唱: “富贵双全，白头偕老，天长地久，子孙满

堂。”如若不然，村民认为新娘会落下腰痛与家庭无

后之虞。
俗话说，不拜祖宗，新娘子还算不上一家人。新

娘欲成为夫家的一员，开始新家庭的生活，上夫家的

祖堂认宗拜祖是必不可少的一项程序。供奉时，新婚

夫妇把子孙被铺设在地，设案摆放一只撒有粗盐的整

鸡、一块带皮的五花肉、一条咸鱼、两碗发糕( 意“发

人”、“生活步步高”) 、五碗饭、三杯茶、五杯酒，点香

燃烛三叩九拜。在大安村客家人的认知体系中，祭祀

活动的祭品在天神、祖宗与灶神、鬼等不同等级的超

自然力量面前，其丰俭程度、呈现和处理方式是有清

晰明显的界限。首先，对于以天神、土地伯公为首的

神灵，村民供奉的祭品最为丰盛，用全生、完整的五牲

与五素敬供。其次，对于供奉神明与祖先的祭品的区

分是模糊的，只有调味的区别。除观音用素食供奉

外，其他神灵如花公、花婆、妈祖的供品，与祭祖供品

并无二致，只是在烹调上略有差别，即在祭供前稍加

烹煮但并不调味，属于半生状。不过，在当地，灶神和

祖宗是一并供奉的。特别是新嫁入门的媳妇，厨房是

她们日后劳作的主要场所，更是尽其礼数，虔诚祭拜。
祭品只是常人所食之物，即煮熟的三牲。除鸡外，其

他祭品都是不完整的，如猪肉只是一大块，鱼也只是

用干咸鱼替代。盛放时，撒了些许粗盐调味。经过拜

祖与祭灶等一系列的仪式，新过门的媳妇才能算是男

方家庭的正式成员。
婚宴后，有新人向宾客敬茶的习俗，即宾客喝新

娘所敬的甜茶，此即所谓的“食新娘茶”。敬茶时，由

媒人或家人作伴，新郎新娘手端茶盘，以甜茶敬宾客，

客家人也称之为“认亲”，即亲戚朋友借此认识新

娘［9］。宾客受其茶，饮毕，将红包压于茶杯下为贺礼，

讲吉言以贺之，此钱俗称“捧茶钱”。
4．婚后饮食行为———头面春。婚后第二天，新媳

妇给公公、婆婆舀洗脸水，敬茶。男家“摆朝”( 客家

话，摆酒席之意) 款待前来探朝的女方父母兄弟等亲

戚。摆朝过后，新娘与新郎就可以回门了。
结婚翌年春节的初八或初九，新婚夫妇在小叔

( 或小姑) 的陪同下，带着婆家制作的发糕回娘家认

亲戚门。发糕是男方根据女家村里的户数而定制的，

一户一对。到达娘家后，新婚夫妇在女方父母的引领

下，主动上门介绍自家的新姑爷，赠送发糕。村里人

热情地把新姑爷请进家门用酒食招待一番。为讨吉

利，每家每户都会在酒桌上摆放白斩鸡这道菜，以示

对新姑爷的厚待。回家时，在女家哥哥或弟弟护送

下，夫妻俩带着娘家回送的发糕和饭心而回。如若当

年新婚夫妇带着自己小孩而回，娘家定会回送一对公

鸡和母鸡，俗称“带路鸡”，喻示新婚夫妇凤鸾和鸣，传

宗接代。这一系列过程，当地人称为“头面春”。它

不仅表示该习俗发生在一年之初的春节，也隐喻娘家

人招待新姑爷满面春风、热情备至之意。
“人生礼仪虽然总是伴随着各种生理特征方面

的转变，并以此为前提条件，但更为重要的意义却在

规范与培养作为社会的人的方面。”［10］人生礼仪活动

不仅仅是一种对主体社会角色单纯性的转换与认同

仪式，更重要的是蕴涵了对主体社会角色权利与义务

的教化与规范意义。在婚礼饮食行为结构中，这一功

能通过新娘的饮食行为诠释得较为细腻与通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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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中，新娘的角色转换和认同是一个渐进发展的过

程。订亲阶段，“定亲茶”的饮食仪礼让新娘开始进

入了即将成为新社会角色的心理预备期，缓冲了其对

未来生活的不安与恐惧。迎亲当天，新娘用三牲向自

家祖宗的辞行，如同一次深刻的成年教育仪式，接受

祖辈的教导和嘱托。过后，新娘食用供祖的食物，通

过饮食的方式，新娘把祖宗的教诲完全内化为自身的

一部分，以期在未来的新家庭能较好地履行自己的责

任和义务。迎娶后，男家祖宗对新娘身份认同是首要

的，拜祖成为了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接着，新婚夫

妇行“捧茶钱”的饮食习俗逐渐把人生礼仪引入男家

亲属对新娘身份认同的阶段。巧妙的是，大安村的客

家人依托新娘敬茶、亲属喝茶的方式，把拘束的家庭

社会等级关系的认同场面自然而然地融入饮食当中，

彻底消除了新娘作为男家新成员初次待客的局促。
随之而来的宴席，则把角色的转换与确认推向了社会

认同的阶段。婚后第二天，新娘以新的社会角色( 媳

妇) 示人，给公公、婆婆敬茶，最终完成整个仪式中新

娘社会角色的转换，进入一个新的社会角色中。
三、客家婚礼饮食行为的象征隐喻

作为知识对象或者话语对象，身体往往被看作是

社会的构成。在婚礼中，婚礼的仪式主角通过在场参

与的群体其他社会成员，根据社会规则用审视目光注

视自己的身体，不断重复并修正自己的饮食行为，以

符合社区的社会期待，完成群体通过仪式的社会教化

与洗礼形式，承接与转换个体生命历程与社会角色，

体现不同社会阶段个人社会存在的意义。个体的社

会存在与意义，往往通过与他者的联系予以凸显。在

婚礼仪式中，仪式主角的直接饮食之物以及与之发生

关联的饮食对象，往往通过集体性的仪式庆典活动一

一呈现。这一无声的交流方式，无论是仪式主角的饮

食行为，还是仪式场域中饮食物品的陈展，都是通过

仪式主角的吃的行为，以及参加群体的体会与经验给

予淋漓尽致的解码与诠释。反之，这种身体行为编码

以族群社会规则为圭臬，以个人与群体基于共同文化

记忆积淀的身体视觉、听觉、味觉、触觉等生理机制，

通过个体体化与群体欢腾的方式，对族群文化模式予

以复述与强调。
1．视觉象征。在大安村人生礼仪主角的饮食习

俗活动中，视觉象征并不依赖于个体的进食行为予以

表达，往往根据日常生活中常见食物的形状、颜色、数
量等直观可视的显性信息，赋于食物特殊意义和功

能。首先，这些食物原初形态与村民观念意识中的事

物具有直接的相似性。在视觉上，这些平常之物在婚

礼仪式上将族群社会的历史记忆和人生礼仪主角的

现实与未来连接在一起，洋溢着吉祥、幸福、快乐等愉

悦之感。如在婚礼的过礼程序中，女家回礼中打发给

新郎吃的食物，即用筷子串起的一个首尾相连的熟鸡

头和鸡尾、一对双双欲飞的鸡翅膀，生动逼真地表达

了女家对男方及其新婚夫妇未来生活的期望。其次，

在当地村民的意识中，食物所呈现的颜色是直视可见

的，通过人生礼仪主角的饮食活动，可以自然而然地

渗透与转化到个体身上，对该对象产生积极有利的效

果。如婚日当天，新娘食用的红糖汤圆，极富表现力

地渲染着人生礼仪活动的福喜之气。
除食物形状与颜色之外，食物的数量是视觉象征

符号体系的又一个直观性符码。在大安村婚礼仪式

中，除祭品外，食用与陈设的食物一律以双数呈现，以

图吉利。单数往往忌讳。
2．味觉象征。饮食视觉象征是通过视觉的一目

了然予以编码，而饮食味觉符码构成则需借助食物味

觉的内在特质进行推理与演绎。在大安村婚礼主角

的饮食习俗活动中，用食物的味觉类比生活实践结果

的例子俯拾即是。如用食物的甜味比喻生活的美满，

如新娘所吃的红糖汤圆。不过，运用食物味觉的内在

属性进行类比与转换，最为深刻的是拜祖与祭灶、祈
福禳灾的祭品。村民通过祭品的生熟、调味与否，象

征与其亲疏远近关系的超自然力量。
3．听觉象征。听觉象征是大安村人结合客家方

言的读音，把谐音现象广泛运用到婚礼主角饮食习俗

当中，以期通过单字和嵌入式发音的方式，在听觉上

产生音近相谐，意蕴纷呈的效果。如婚礼中，洞房摆

放的橄榄( 客家话“揽子”) ，象征新娘婚后早日揽子

在怀等意义。这种谐音现象是通过一种特定食物类

比某种观念，具有单一性; 而嵌入性谐音现象则是通

过撷取几个不同名称食物中的一个字，嵌合成一个符

号簇，赋予吉祥、幸福的内涵。如婚礼中常见的红枣、
花生、桂圆、瓜子，象征新婚夫妇能够早生贵子且花着

生。由于话语同音异义的特性，在婚礼仪式活动的不

同场域，同一食物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如婚礼仪式

活动出现频率较高的发糕。它可以谐音为高兴、婚后

家庭人财两发，生活步步高等吉祥寓意。因此，从物

质层面同音异意的多样性与听觉经验的契合中，可以

反映出大安村客家人的身体记忆模式并非依赖抽象

性的逻辑概念而一成不变，而是趋于重视情境、情绪

和意象性讯息的即时转换。
4．触觉象征。在大安村婚礼仪式中，触觉感官体

验往往利用特定食物的属性和功能与仪式主角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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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使其具备同样的属性和功能。尽管这些食物在仪

式过程中并不被仪式主体通过身体进食的方式予以

消解，但食物与身体的接触能达到和体化同样的效果

与作用。因它以触觉为媒介，将其固有的属性、功能

与特定的个体联系起来，并予以移动和转化。如婚礼

仪式中频繁出现的鸡蛋，以其卵生属性，与新娘的每

一次接触，就将其旺盛的生殖力传递给新娘; 吃剩的

离娘饭放在娘家的米缸上，以物物接触的方式，无形

地将新娘的“福禄”之气传递给了娘家的男性子嗣。
综上所述，仪式食物作为特定情境的一种重要媒

介，比起其他器物具有更高的普遍性、生活性、愉悦性

等特质，也蕴含更丰富多样的感官层次，如触觉、味
觉、嗅觉与视觉等等。因此，在婚礼仪式中依次使用

的茶食、离娘饭、鸡与鸡蛋等食物，透过其在仪式中的

作用 与 角 色 的 转 换 和 多 种 感 官 知 觉 连 生 共 感

( synesthesia) ，唤起对客家文化的记忆与维系。同时，

附着在仪式食物中的多种感官特性，如红糖汤圆的黏

与甜，发糕的膨胀，或猪肉的切割方向，随着仪式进行

中食物的食用和交换，而成为跨越时空界线的文化意

象的关键要素。加之，处理食物的仪式情境如离娘、
认亲的叠加与强化，催化了多重感官知觉的共鸣运

作，交织形成丰富而生动的记忆要素。这种共同分享

和体会( embodiment) 的食物经验，使得一些难以言传

的记忆符码得以在不同世系的大安村人身上展现，持

续传递客家人对美好生活期盼与向往的人生价值和

理想。
四、结语: 物质、感官与记忆

纵观大安村婚礼主角食俗的表达方式，视觉象

征、味觉象征、听觉象征、触觉象征是饮食象征符号以

群体身体感觉和知觉的方式，对婚礼礼俗文化的一次

次展演与体味。在婚礼中，人生礼仪主角的“举止姿

态可能有高度的结构性，完全可以预见，尽管它既不

挂在嘴边，也不有意识地教; 它可能如此自动，以致不

被认为是能和行为分开的部分。”［2］而且，在婚礼仪礼

的实际信息交流中，四者并不存在泾渭分明的界限，

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如婚礼中用作礼物的“五味”，

村民们对其切割方向和重量尾数所要求的旨趣，巧妙

地将视觉象征与听觉象征结合起来，赋予了食物自我

观念与意识，内涵深邃隽永，回味无穷。
细究大安村的饮食象征符码，大都是与当地人生

产、生活密切相关之物，由于独具特色的外形或内在

属性等形上特质( mete － properties) 而被选择强调成

为转换中的不变体( invariants under transformation) ，

在婚礼的不同场景中征用，成为背负婚礼仪式文化思

想与意念的一个承载体，在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

构筑了一个物化的交流平台。因此，物质符码作用力

的来源，不见得需要完全的模仿，也不一定需要透过

视觉，有时可能在实际行动过程衍生的不同感官经验

之中转移和延续［11］。这种身体记忆模式强调物质符

码与感官经验共鸣的互动作用与效果，具有长期累

积、沉淀与转换的特性，而此种特性是在特定的社会

中孕育与成型的。从身体记忆的角度而言，广西客家

婚礼饮食行为所型构的文化真实并不是科学与理性

的真实，而是物质符码与感官经验交织情境下的一种

建构性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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