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空间”的社会诗学

———茶馆与川南的乡村生活

宋靖野

提要：基于拉图尔对“社会”的本体论批判以及赫兹菲尔德的“社会诗

学”理论，本文对一个川南集镇的茶馆生活进行了民族志考察。不同于既有

的“公共空间”范式，本文认为中国茶馆并非一个表征自治、理性和反抗精神

的政治空间；相反，茶馆作为人们相互交往的“表演空间”、打牌消遣的“游戏

空间”、谈论是非长短的“话语空间”，其首要特征在于诗性（ｐｏｅｔｉｃｓ）而非政
治（ｐｏｌｉｔｉｃｓ）。茶馆不仅蕴藏了丰富的表演技术、游戏形式和话语策略；同时，
作为联结自我与社会、结构与阈限、话语和实践的诗性空间，中国茶馆所表征

的公共性与西方理论中的公共领域亦有着重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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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地的咖啡店、茶馆或酒吧无疑有着某种共性，它们都是供

各类人群在其中消暇、社交、游荡以至密谋的场所”（Ｓｐｅｎｃｅｒ，１９４２：
５２）。作为一种“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景观”（铃木智夫，２００２：１４２），茶
馆不仅是各地饮食习俗和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凝聚传统

社会基层组织、经济交往和权力结构的重要场所。从社会人类学的视

角来看，茶馆与一般性休闲场所的一大区别在于它所具有的社会和文

化意义远远超出了其最初的商业功能：“它的触角深入到了传统社会

的根基”（邵勤，２０１０：２７１）。
随着近年来“公共空间”范式在学界的异军突起，茶馆的研究价值

也得以彰显。目前，茶馆研究不仅成为了一个集社会学、人类学和历史

学等诸多学科于一域的理论热点；同时，茶馆自身也成为了我们进一步

探索近现代中国社会演进和公共生活形态的一个主要视点。不过，随

着研究的深入，公共空间范式也逐步暴露出一些问题。抛开技术层面

的概念混淆，公共空间范式盛行带来的一个后果便是中国茶馆生活自

身饱满而充实的“内容”总须通过一种外部的“形式”才能得到理解。

其间的问题在于，作为一个历史社会学和政治哲学概念，哈贝马斯的公

共空间理论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典型的对社会生活的泛（民主）政治化

理解（Ｅｌｅｙ，１９９２；Ｈｕａｎｇ，１９９３；Ｗｅｌｌｅｒ，１９９９），而在中国城乡的茶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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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中，此种以“公民意识”为原型的商谈和抗争政治却从未占据舞台的

中心。事实上，在被闲谈和赌博所充盈的茶馆里，生活从来都未曾从属

于政治；相反，生活本身即是目的。

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一个川南集镇中茶馆生活的民族志考察重

新审视“茶馆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的理论命题。本文的一个基本论点

是中国茶馆生活的首要特征在于诗性而非政治。从这一论点出发我们

会发现，以往因循公共空间范式的研究既没能丰富“公共空间”自身的

理论意涵，对于深入考察中国茶馆的独特面貌也没有太多助益。

一、文献回顾和研究问题

作为传统中国社会中为数不多的社交机制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ｉｔｙ），茶馆在近年来已逐渐成为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关注的一
个热点。将茶馆视为“公共空间”，进而将其纳入哈贝马斯关于市民社

会和现代性的理论脉络当中加以检视，已成为当前研究的主流范式。

王笛（２００１，２００５，２００８，２００９，２０１０ａ，２０１０ｂ）对成都茶馆的全景式研究，
吕卓红（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对川西茶馆的系统考察，戴利朝（２００５）对赣南乡
村茶馆的精彩描述，吴聪萍（２００９）对近代南京茶馆的细致梳理，以及
陈永华（２００８）、鲍宁和贾长宝（２０１３）、包树芳（２０１３）等分别对杭州、北
京和上海茶馆的关注，可以说都是在理论探索中自觉地将茶馆与哈贝

马斯的公共领域关联起来的代表性论著。然而，在持续的推广与运用

中，公共空间范式不仅暴露出一些问题，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茶

馆研究的进一步拓展。

（一）公共空间范式的解释体系及其限度
稍稍追溯公共空间范式的学术脉络便不难发现，王笛无疑是其中

的一个核心人物。通过其对成都茶馆所做的近乎全景式的细致考察，

王笛将茶馆这一包罗万象的社会空间描绘成一个“微观世界”。在他

看来，茶馆不仅承担着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功能，而且敏

锐而直观地反映着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历次社会转型与社会变

迁。由此，王笛进一步引入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并指出“从

物质的公共领域这个角度看，茶馆扮演了和欧洲咖啡馆和美国酒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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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角色。即便退一步，按照比较严格的哈贝马斯的概念，即把公共领

域视为与国家权力对抗的一种社会和政治空间，茶馆仍然不失为一个

名副其实的公共领域”（王笛，２０１０ａ：５）。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将茶馆
视作公共领域这一观点尽管并非王笛的原创［罗威廉（２００８）早在研究
汉口的社区与冲突时便已提出］，但他确实是对这一观点给予系统性

例证和详尽论述的第一人。在城市史和社会文化史的视域中，王笛无

疑将茶馆研究带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尽管将茶馆和公共领域联结起来不失为一种洞见，但公共领域这

一概念自身的复杂性及其引发的争议却同样不容忽视。例如，围绕

“公共空间”和“公共领域”等概念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运用与误

用，学界就曾有过一次不小的争论（Ｗａｋｅｍａｎ，１９９３；Ｒｏｗｅ，１９９３；
Ｒａｎｋｉｎ，１９９３；Ｍａｄｓｅｎ，１９９３；Ｈｕａｎｇ，１９９３）。当然，此类围绕概念的一般
性论辩已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畴。在此，笔者仅就公共空间运用于茶

馆研究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几点反思。

首先，一个社会场所在“物质空间”上是否是公共的，与其是否在

理论上构成一个（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空间无疑是两回事。尽管

历史上哈氏所谓之公共领域的确是缘于咖啡馆和酒吧等公共场所的兴

起；但究其所指，“公共空间”无疑是对某种符号学衍生现象，即一种基

于书面阅读和理性商谈并以普通公民意识为基础所形成的话语空间的

抽象概括，而绝非是对其发生场所之物质空间属性的经验描述。因此，

王笛的“物质的公共领域”这一提法不仅在逻辑上无法成立，而且实际

分析中也难以达到厘清问题的功用。例如，邵勤在对近代南通茶馆所

做的个案研究中，就已明确指出作为“物质公众空间”的茶馆在近代中

国的社会转型和话语转换中已逐渐被剥夺了发展成为“政治公共空

间”所需的道德资质（Ｓｈａｏ，１９９８：１０２８）。在该研究中，邵氏不仅指出
了“公”所具有的与生俱来的“政治夸张性”，同时也充分证明了那些通

常被视作由茶馆所孕育的与国家相对抗的社会行动，其实仅仅具有朴

素的地方性与非政治性。

其次，在哈贝马斯的理论语境中，公共性原是指话题的一般性。

“值得讨论的是‘一般’问题”，“最早的公众同样深知，他们是一个在更

大的公众范围内由一定的个人所组成的圈子。它已经是一个潜在的政

论团体，因为通过讨论，它能够由内在而转向外部”（哈贝马斯，１９９９：
４２）。换言之，能否在话语边界和论题范围上超越地方主义，而非能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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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特定的地域范围内整合既有的社会结构（如不同的阶层和职

业）或联结不同的社会范畴（如政治、经济和文化），应是茶馆是否构成

一个公共空间或公共领域的关键所在。然而，由于对公共领域的物化

理解，许多研究者在实证层面上往往将茶馆的公共性化约为空间的共

享性和功能的复合性。显然，此一思路不仅使得许多研究在逻辑上与

“茶馆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的理论要义南辕北辙，而且导致这些研究在

形式上往往流于对经验事项的简单罗列。

再者，公共空间范式不仅包含了拉图尔所说的传统社会学所固有

的那种“跃向大图景的理论冲动”（Ｌａｔｏｕｒ，２００５：１８４），而且也代表了一
种典型的对社会空间和社会生活的泛政治化理解。一方面，“茶馆作

为一个公共空间”应是我们分析其具体运作之道后得出的结论，而不

应成为我们考察其实际运作机制的先有之见。这里，类似于拉图尔对

“ｓｏｃｉａｌ”这一概念的批判，我们实际上混淆了待解释者和解释本身。①

另一方面，在哈氏的理论分析中，公共空间与现代资产阶级、市民社会

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陆扬、王毅，２０１５：２９６－３１２）。然而在近代
中国的语境中，作为公共领域存在的逻辑前提，“民众”和“社会”的自

我组织和整合程度事实上从未达到过可与国家相抗衡的地步。也就是

说，即便我们承认茶馆有时可以被归入某种“与国家权力对抗的社会

和政治空间”之列，但这种“公共活动的第三领域主要是在地方和乡村

层面上运作的，而不是在国家与城市层面上运作的……我们不应仍在

公共领域的名目下将中国与欧洲混为一谈，而需要努力去说明两者之

间的差异”（Ｈｕａｎｇ，１９９３：２３０）。
正是由于存在上述误用，笔者认为仅仅将茶馆视为一个公共空间

并不能解释多少问题。一方面，“茶馆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的论据常常

有名无实，甚至南辕北辙；另一方面，研究者对于在将茶馆定义为一个

公共空间之后可资进一步说明怎样的问题也并不十分清楚。在笔者看

来，我们不必削足适履地去争论茶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契合哈贝马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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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拉图尔认为，社会理论家常常假设在一切事物背后存在一个可称为“社会”的元面向，它

能就诸如政治、经济、法律、地理、生物等“非社会”领域中的那些不能按其自身逻辑加以

解释的“剩余”现象给出一个终极解释。然而，拉图尔认为这正是问题的症结：“社会从

来都无法解释其他事物，因为正是社会本身才是需要被解释的对象”（Ｌａｔｏｕｒ，２００５：９７）。
“他们（社会理论家）从社会或社会集合出发，然而，这实际上应该是他们理论的终点而

非起点”（Ｌａｔｏｕｒ，２００５：８）。



的概念和理论模型，而应从茶馆的本土经验出发，从日常生活的内部对

其进行概念化。换言之，茶馆研究的当务之急在于应当回归地方性观

察和日常生活的视角，警惕走向历史主义目的论和政治经济学还原论。

（二）迈向一种公共空间的社会诗学
当我们抛开公共空间的理论先见而回归茶馆生活的日常，我们将

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随便走进一间川南地区的乡村茶馆，简陋至极的店面首先便会让

人大跌眼镜。不过，物质空间的此种贫乏恰能更好地凸显出其在符号

和话语空间上的充盈。例如，不论赶场与否，茶馆总是集市上最为热闹

的地方。茶馆里不仅有熟人间的问候寒暄，也不乏陌生人之间的相识

之乐；茶馆不仅供人们闲坐、“混时间”，也能为客人提供各种扣人心弦

的消暇之趣（如麻将等）；有时，茶馆还有其严肃性的一面，人们不仅在

茶馆里谈生意，更在茶馆里讲公道并直接促成纠纷的解决。如此看来，

在相当有限的物质条件和相对微薄的日常收支下，乡村茶馆作为人们

与他人社交的“表演空间”、打牌消遣的“游戏空间”以及谈论是非长短

的“话语空间”的特质本身就值得我们予以理论性的关注。

由此，笔者希望引入当代人类学的诗学理论来捕捉和诠释茶馆与

乡村生活中那些不可化约的鲜活经验与生动意象。事实上，自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以来，人类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趋势便是出现了斯蒂芬·泰勒所
谓的诗学转向（ｐｏｅｔｉｃｔｕｒｎ）（Ｔｙｌｏｒ，１９８４）。在后现代主义等思潮的推
动下，人类学开始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去褒扬人的创造性、能动性以及个

体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那些偶然情形与情感波动。概而论之，诗学

人类学迄今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并出现了三种理论形态，即“后现

代诗学”“社会诗学”和“本体论诗学”。其中，后现代诗学旨在解构现

代人类学和民族志中的科学主义范式，褒扬人类学的反思意识和艺术

精神（参见克利福德、马库斯编，２００６；布莱迪编，２０１０）。社会诗学通
过“将本质主义视为一种社会策略”，重新评估了结构与能动性、权力

与修辞、霸权与反抗、民族国家与地方社会等当代人类学关注的重要论

题（Ｈｅｒｚｆｅｌｄ，１９８５，１９９１，２００５）。在此基础上，晚近兴起的本体论诗学
进一步探索那些“未被符号化”世界中的生成动力和宇宙图式。作为

一种方兴未艾的研究形式，本体论诗学对当代人类学的本体论转向同

样做出了重要贡献（Ｋｏｈｎ，２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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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脉络上看，赫兹菲尔德基于他对希腊克里特岛的民族志研

究所提出的社会诗学，实际上标志着诗学人类学在继克利福德和马库

斯主编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之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

段。与后现代语境下的诗学研究集中于语言和文本批判的取向不同，

赫氏坚持认为诗学研究不仅关乎语言，更意味着行动。“诗性的原则

引导着所有的象征性社会互动”，“任何形式的诗学总是关注着意义的

建构”（Ｈｅｒｚｆｅｌｄ，１９８５：ｘｖ）。在赫兹菲尔德看来，社会诗学一方面关乎
戈夫曼（２０１６）所说的自我呈现，因为“任何成功的自我扮演都有赖于
将自我同那些更大的范畴相认同”（Ｈｅｒｚｆｅｌｄ，１９８５：１０）；另一方面，它
也时刻关注着特纳（２００７）所谓的社会戏剧，因为正是在那些戏剧化
的、具有阈限性和反结构意义的社会行动和话语实践中，人的主体性、

能动性和诗性智慧（ｐｏｅｔｉｃｓｏｆｗｉｓｄｏｍ）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得以彰显。
尽管社会诗学将对表征、意义和策略的探索从语言研究拓展到实

践领域，但对于言说、话语和修辞本身的关注无疑仍是社会诗学所保有

的一个根隐喻。例如，赫兹菲尔德在评述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时曾说，

“在布迪厄的研究中，机械的符号学受到批判，公理成为虚幻，实践被

赋予重要地位”（刘珩，２００８：７５）。不过，在肯定了布氏实践论的理论
贡献后，赫兹菲尔德转而强调应将对语言符号的诗性挪用置于实践理

论的核心地位：“意义正日益演变成含有社会效验和结果的词语”（刘

珩，２００８：７５）。在他看来，诗学进路不仅有助于揭示现代社会的制度
化和结构化过程，而且能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于实践本身的认识。

在此需要澄清的是，尽管社会诗学关注自我呈现和话语建构，但这

并不意味着它排斥对一切权力和宏观问题的探讨。恰恰相反，社会诗

学从一开始就已将宏观与微观、国家与地方、霸权与抵抗之间的内在张

力作为其核心论题之一。① 事实上，赫兹菲尔德曾对社会诗学下过一

个明确的定义，他称之为“人们力图与那些将转瞬即逝的利益制作成

永恒境遇的力量进行博弈，将日常互动中微末的诗性细节同那些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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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必须指出的是，当赫兹菲尔德将社会诗学运用到具体的实践场域中，尤其是他在分析民

族国家和文化亲密性（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ｎｔｉｍａｃｙ）、社会时间（ｓｏｃｉａｌｔｉｍｅ）和纪念时间（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ｌ
ｔｉｍｅ）等概念和现象时常常过度依赖某些社会科学中既有的二元框架，而这实际上已经
部分违背了社会诗学的概念初衷，即对日常生活本身的生成性和复杂性加以非还原论式

的理解。因此，本文中笔者仅仅是在理念和形式上使用“社会诗学”这一概念，而并未采

纳赫兹菲尔德为其进一步注入的经验内涵和操作框架。



宏大的官方叙事和历史编纂关联起来，从而戳穿围绕在后者周遭的那

些体量幻觉（ｉｌｌｕｓｉｏｎｓｏｆｓｃａｌｅ）的学术探索”（Ｈｅｒｚｆｅｌｄ，２００５：２６）。而
在将社会诗学运用到中国研究的一个重要案例中，石汉就十分清晰地

向我们展现了社会诗学在权力问题上的分析效力。在这项讨论湖北巴

山乡村生活中“社会热度”（ｓｏｃｉａｌｈｅａｔ）再生产的研究中，石汉以乡村
赌博为例，集中探讨了由“玩”和“赌”———两个当地人用来定义不同人

群及其赌博形式的本土社会范畴———所揭示的道德边界和权力运作。

在当地，有些赌博被认为是无害的，例如老年人玩的长牌；而另一些赌

博形式，例如“炸金花”则被视为有败家的风险；有的赌博被官方所明

令禁止，但地方精英和政府官员又恰恰是这些大额赌博的主要参与者。

通过社会诗学的视角，石汉说明了在一个微观情境中不同权力主体叠

写诗性意义的动态过程，“透过地方观念和社区实践，社会热度可以被

更好地理解为一种灵活的建构社会关系以及展示个体成功的方式，而

且，它还是检视老年与青年、农村与城市以及地方社区和官方话语之间

结构张力与现实冲突的一个绝佳范例”（Ｓｔｅｉｎｍüｌｌｅｒ，２０１１：２７７）。
综上所述，由于社会诗学在分析自我呈现、社会戏剧、话语形式和

权力策略等议题上的洞见，它对于探讨“茶馆作为一个诗性空间”这一

本文的中心论题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在笔者看来，将乡村茶馆视为

一个诗性而非政治性的公共空间，关键是要理解茶馆在地方社会和民

众日常生活中的运作机制，厘清人们在茶馆中的表演技术、游戏策略和

话语制作。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将以笔者在四川罗城为期６个月的田
野调查为基础，对集中分布在当地老街上的传统茶馆以及茶馆里的日

常生活进行民族志考察。需要说明的是，出于对前人研究的批判性继

承，同时也考虑到表述上的方便，本文中笔者将继续使用公共空间这一

词汇，但仅仅用来陈述现实生活中茶馆作为一个公共场所的空间属性。

（三）罗城：一个川南集镇的街市与茶馆
“尽管茶叶在中国十分普及，但很少有一个地区像四川那样为使

人们能轻松愉悦地饮茶而提供了如此周到的物质环境”（Ｓｐｅｎｃｅｒ，
１９４２：５２）。在四川农村，茶馆几乎全部位于集镇一级的聚落之上，“如
果没有集市，乡村茶馆几乎只是一些冷清、荒僻且不值一提的场所……

但如果没有茶馆，集市本身的趣味性和重要性也将大打折扣”

（Ｓｐｅｎｃｅｒ，１９４２：５６）。当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施坚雅在成都近郊的高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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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田野调查时，当地的茶馆同样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施坚雅，

１９９８：４５）。
本文的田野点是一个名叫罗城的川南集镇。从地理位置上看，罗

城地处四川省南部的丘陵地带，行政上隶属于乐山市犍为县，距县城

２８公里。作为犍为县河东地区最大的集镇和贸易中心，罗城有着热闹
的集市。按照川南方言，集镇又称“乡场”，乡场有集市的日子称为“逢

场”，无集市的日期称为“寒天”，而那些没有逢场与寒天之别的中心市

场（如县城）则称为“白日场”。１９４９年前，罗城的集市为一旬三集，每
旬逢农历１、４、７日赶场。１９４９年后，场期依照政府的行政命令而发生
了数次更迭，先后沿用过五日一集（逢农历１、６日赶场）和七日一集
（逢周日赶场）的场期数。１９７９年后，罗城的场期改由公历推算，１９８４
年１１月１日起定为双日集，即逢公历偶数日赶场并延续至今。①

从历史上看，罗城兴于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散见于当

地的族谱和其他民间文献显示，罗城汉民中的林氏、邱氏、熊氏、张氏、

王氏、李氏等几个大姓，以及回民中的苏氏、蔡氏、马氏、海氏等，均是在

清康熙至道光年间陆续迁来四川的外省移民，其中尤以自称源出湖北

麻城县孝感乡和湖南宝庆府邵阳县者最多。从官修志书来看，早在乾

隆十一年刊行《犍为县志》时，书中已有“罗城铺”和“罗城村场”的记

载。② 可见，当时的罗城已经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场镇聚落。而到了清

代末年，罗城的街市范围进一步扩大，共有９条街道、４条小巷和１２
道闸门。民国二十六年，罗城镇人口达 ２６０５４人，居全县各乡场
之首。③

罗城老街，今人称为“船形街”，自罗城设场以来便一直是当地的

市场和社会中心。从外观上看，老街两端窄、中间宽，长２００多米，宽
２０余米，酷似船形；老街为典型的穿斗式建筑格局，且房屋的沿街一侧
均筑有非常宽阔的檐廊，川南一带称为“凉厅子”，别具特色。从店铺

类型上看，老街上最多的便是茶馆。平时，茶馆总是镇上最具人气的地

方，到了逢场天更是热闹非凡。茶馆里既有高谈阔论的茶客，也有闲坐

一隅的乡人；既有身怀绝技的工匠，也有肩挑背负的小贩。除了围桌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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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犍为县罗城镇政府编，《罗城镇志》，未定稿，第２９１页，存于罗城镇政府。
乾隆《犍为县志》卷之二《建设志》，乾隆十一年刻本。

民国《犍为县志》卷四《居民》，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茶的人，茶馆里最多的便要数打字牌的人。事实上，许多初到罗城的外

地人，都会对眼前这满街茶馆和牌客的景象惊叹不已。

二、茶馆社交：自我呈现与社会关系的延伸

在精英眼中，乡人总是在茶铺中消磨大把的时间，因而茶馆也便成

了滋生懒惰的温床。这种看法当然与近代以来时间观念的变革有关。

然而，我们需要探寻的是，乡村茶馆究竟有着怎样的面貌？乡人在茶馆

中都做些什么？茶馆中的互动对他们而言又有何种意义？

让我们首先来看乡村茶馆的经营空间。从物质陈设上看，四川乡

场上的老茶馆大多十分简陋。斑驳的墙壁、潮湿的地面、昏暗的灯光、

裸露的电线以及吱吱作响的桌椅板凳都可能成为茶客抱怨的对象。一

般而言，老茶馆内部不设任何遮挡和屏障。在营业时，店前的门板会被

完全卸下，以使店门完全向街道敞开。“四川的乡民并不需要任何私

密空间来享用他们的茶点，他们也从不在意能够展示室内奢华感的橱

窗之类的东西”（Ｓｐｅｎｃｅｒ，１９４２：５４）。从茶客的角度来看，良好的视野
似乎比饮茶本身更为重要。例如，对一个未入座的茶客而言，他所期望

的无疑是能够轻松地察知茶馆内部的情形，如那里是否有他的好友或

某位大爷是否已经就座；而对那些已入座的茶客来说，他们所希望的同

样是拥有一个全景的视角以便可以不受妨碍地观看街道上川流不息的

人群和不时上演的社会戏剧（Ｓｐｅｎｃｅｒ，１９４０，１９４２）。
四川乡村茶馆中的传统茶具称为“盖碗儿”。一套完整的盖碗儿

包含茶碗、茶船和碗盖三部分：浅底的茶碗盛水，以便茶、水的充分混

合；茶船在下，以防茶水烫手；碗盖在上，利于茶水保温。在既有的茶馆

研究中，有学者将茶馆自明清以来的兴盛视为一种“非日常性饮食范

畴进一步日常化”的结果（王鸿泰，２００８：５６）。在笔者看来，一套朴素
的川南盖碗儿正可视作是这一过程的生动体现。一方面，以“碗”而非

“杯”来饮茶，由此赋予饮茶以日常饮食的性格。另一方面，碗底加船，

碗口加盖，又显示出饮茶超出日常饮食的独特气质。然而，随着塑料、

玻璃等现代材质和茶杯的普及，盖碗儿在乡村茶馆中已经越来越难以

见到。有趣的是，尽管已经用上了茶杯，许多老茶客进店时仍然会叫

“泡碗茶”而非“泡杯茶”。可以说，恰恰是在语言无意识的层面，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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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茶与日常生活的某种原初关联得以保留。

茶馆中的灵魂人物称为“堂倌”或“跑堂”。在简易的乡村茶馆中，

堂倌不仅是唯一的服务人员，而且是茶馆礼仪最为重要的践行者。

“过去在茶馆吃茶是很讲究的。以前堂倌都要在肩上搭一根帕子，你

进茶馆，不管桌子再干净，都要先给你像模像样擦一遍，请你坐。你看

现在的茶馆，桌子脏兮兮的，你不喊他哪个给你擦？好了，你说泡碗茶，

跑堂的来斟水，也是有讲究的。如果你是经商的，就要给你掺满；如果

你是袍哥大爷，就只能给茶叶子润一下，然后倒了，再冲二道才喝。这

就是见人掺茶。等付钱的时候，哪个开的茶钱，要大声喊出来，堂倌收

了哪个的钱，也要大声喊出来，比方说今天某某大爷开的茶钱，好多碗；

嗓门要大，要让整条街都能听见”（２０１６０３０９，老Ｗ）。
有了店面和堂倌，茶馆也就成为了茶客们进行自我表演的公共舞

台。首先，从内部来看，四川各地茶馆里均有一套固定的“茶语”，这成

为了饮茶人的一种规矩。“以前的老茶客都晓得，碗儿盖起就表示你

还有水。如果你把盖子揭开来趴起，老板一看就明白———哦，他要冲茶

了，就会来加水。如果我不喝了，那就把盖子放在桌面上，这就表示我

要走了。为啥子呢？因为桌面上不干净，你放下来，就表示不再用。你

要是去解手或者办啥子事，盖子没揭老板是不敢捡你的，因为这就表示

你一会儿还要回来。但如果隔了好久还不见人，那就表示他是个新茶

客，他不懂规矩”（２０１６０６２２，老Ｗ）。
其次，“喊茶钱”是茶馆社交的一种重要形式。“进入茶馆，已经在

那里的朋友和熟人会站起来向堂倌喊，‘某先生的茶钱我付了！’这便

是喊茶钱，叫喊声可以来自茶馆的任何一个角落，当然也可以相反，刚

到者为已经在那里的朋友和熟人付茶钱”（王笛，２０１０ａ：８９－９０）。这
是王笛对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成都茶馆中“喊茶钱”场景的生动描述。实
际上，不仅相互表演“喊茶钱”的茶客之间熟悉彼此的身份和地位，堂

倌对每一位客人也几乎掌握着同等程度的信息。在罗城，“喊茶钱”的

日常表演每天都在上演。喊茶钱不仅是个人展现慷慨、“挣面子”的一

种重要形式，而且是茶客间建立长期互惠关系的一种有效途径。

再者，招呼路人喝茶也是一项值得注意的举动。“喝茶！”当熟人

从茶馆门前经过时，已落座的茶客总会热情地力劝友人入席。相谈数

语后，对方通常都会以有事在身为由婉言谢绝。在罗城的茶馆里，作为

一种日常表演的劝说（ｐｅｒｓｕａｄｉｎｇ）和谢绝（ｒｅｆｕｓｉｎｇ）每天都在茶客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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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重复进行。从理论上看，“喝茶”是典型的述行行为，是以言语行

事的生动表现（参见 Ｒｏｓａｌｄｏ，１９８２；Ｂａｕｍａｎ＆Ｂｒｉｇｇｓ，１９９０）；从实践
上看，川南的“喝茶”与刘新所描述的陕北农村中主家与客人之间围绕

“吃烟”的仪式性行为有着很大的相似性（Ｌｉｕ，２０００）。不过，“吃烟”
发生在家屋内，是主人展示好客（ｈｏｓｐｉｔａｌｉｔｙ）的一种义务；而“喝茶”则
上演在公共场所，它使得茶馆社交的范畴进一步延伸到茶馆空间以外

的广阔人群之中。茶馆社交的此种开放性对于重复和强化个体与其整

个社会网络的关联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任何一间茶馆里，茶客群体中的一部分在一定时

期内总是固定的。在罗城，许多因素促成了茶客们大多倾向于选择在

固定的茶馆内度过他们的闲暇时光。例如，对许多来赶场的乡民而言，

“自己大队的茶馆”，即由本村人所经营的茶馆总是更受青睐；再如，如

果某位朋友恰好在镇上经营一家茶馆，那么不论是出于意愿还是碍于

面子，当地人也总是要去照顾朋友的生意。因此，一个茶馆的生意好坏

往往能反映出店主在当地的社会资本和人脉关系。又如，许多老年茶

客不习惯携带手机，为了方便与家人及时联络也常坐在同一家茶馆，他

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有固定的喝茶座位。可以说，在茶客对茶馆的习惯

性选择这一点上，罗城同戴利朝研究的赣南圩镇的情况是一致的（戴

利朝，２００５：１０３－１０４）。
不过，对茶客的稳定性也不宜过分夸大。一方面，由于茶馆设在集

镇上，茶客的来源因而遍及整个罗城集市所服务的乡村地区，即民间所

谓“赶罗城”的片区，亦即施坚雅所说的标准基层市场社区（施坚雅，

１９９８：４０）。在如此广阔的区域范围内，茶客们对彼此的了解程度其实
是有限的。例如，人们对彼此的信息仅限于一些间接的亲属或地域网

络，如仅知道某人是某某的亲戚，或某人的家在某村某生产队等，而向

邻座的茶客询问某人的具体身份也是常有的事。另一方面，在一定时

期内，总会有许多新面孔走进茶馆，并逐渐成为其中的常客。“五年

前，为了我孙儿上小学我们就在街上租了房子，这五年街上喝茶的人换

了好几批喽。有的是娃娃读书上街来的，有的是买了保（险）的，有的

是政府或者学校老师退休的，有的是去外面娃儿女儿那住一阵又回来

的”（２０１６０９０１，老Ｃ）。由此来看，茶馆固然是熟人间日常化的社交空
间，但显然也超出了一般乡里社区和熟人社会的范畴（将乡村茶馆视

作一个熟人社会的观点可参见吕卓红，２００３；戴利朝，２００５）。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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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不仅是联结人们所属的第一社区（即村落）和第二社区（即市场）

的桥梁（关于二重社区归属理论可参见Ｓｋｉｎｎｅｒ，１９７１），而且在一定程
度上构成了第二社区面向外部世界敞开的一个窗口。不过，需要强调

的是，四川乡村茶馆运作的主要界域几乎总是局限在第一社区和第二

社区之间，而非第二社区和外部世界———而后者恰恰是西方近代公共

空间运作的首要场域。

由此来看，在茶馆中，人们既可与熟人相伴，也乐于和陌生人同坐；

既可以招呼路人，帮熟客喊茶钱，也可通过一套便捷的茶语同堂倌和他

人进行交流。在茶馆里，茶客通过一系列的表演成功地完成自我与其

他在场的社会角色、熟人网络乃至整个市场社区的认同。不过，值得

注意的是，茶馆作为一个“表演空间”的运作之道并非是以某种对象

化的方式去再现一个社区———就像公共空间范式所暗示的那样；恰

恰相反，茶馆之所以能在一定程度上被我们视为一个公共空间，正是

因为它为人们旨在建立相互关联并维持群体范畴的一系列实践提供

了一个大容量的中介器（ｍｅｄｉａｔｏｒ，参见Ｌａｔｏｕｒ，２００５：３７－４０）。如果
借用拉图尔的一个重要区分，茶馆作为一个社区公共空间的第一个

特征在于它是表演性（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的，而不是明示性（ｏｓｔｅｎｓｉｖｅ）的
（Ｌａｔｏｕｒ，２００５：３４－３５）。①

三、茶馆休闲：赌博、游戏与社会热度的再生产

除了饮茶，乡村茶馆中最为常见的休闲方式莫过于各种形式的游

戏和赌博。无疑，在官方和文人叙事中，赌博乃是“旧时代的一种瘟

疫”，②甚至在一些研究中，赌博也被视作茶馆文化“庸俗性”的代名词

（朱小田，１９９７）。不过，在做出此类价值判断之前，我们应当首先搞清
楚茶馆里所谓的赌博究竟是些什么把戏？它们的形式是怎样的？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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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拉图尔以群体（ｇｒｏｕｐ）为例阐明了他的这一区分。他认为，现代社会学家通常以群体之
下存在着某种社会惯性（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ｅｒｔｉａ）作为其本体论支撑。因而，无论其成员如何更迭，
群体本身总是稳定的，并可以作为一个自在实体而予以经验性地描述和定义，这就是明

示性。而拉图尔否认这种明示性，并指出任何群体都必须以持续不断的集群努力（ｇｒｏｕｐ
ｍａｋｉｎｇｅｆｆｏｒｔ）为存在前提，一旦集群工作中断，群体就会立即消逝。换言之，群体本身是
空洞的，它完全依赖于行动者的联结来充实。这就是表演性。

犍为县罗城镇人民政府编，《罗城镇志》，内部资料，２０１７年版，第４２０页，



“无谓”的活动在乡人的日常生活中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又发挥着什

么作用？

解放前，罗城茶馆里的赌钱活动可谓如火如荼、五花八门。据《罗

城镇志》记载，彼时当地的赌博形式计有“花鸡笼”“红宝”“推牌九”

“字牌”“码估”“麻将”“六红”“点点红”“推十点半”等十余种。在如

此众多的把戏中，最为流行的有两种，叫“红宝”和“花鸡笼”。“解放以

前，打字牌的很少，茶馆里都是红宝和花鸡笼。红宝就是一个兜兜，吊

起后里面放一个坨坨，上面写的有字，一共四种花样。每次放一坨，放

好你就去押，押到了就赔，押不到你就输钱。掌关的人每玩完一回，就

把兜兜取下来，再放一个进去，再押，这就是红宝。还有一种，叫花鸡

笼，就是摇筛子。一个杯杯，一个碗儿，一个盖盖，摇了就盖起，你就去

押。有两种耍法：一种叫打定子，一二三四五六，压点，压中了，就赔你

四倍，你压一块钱就赔你四块。还有一种叫打杠子，就是押三点。一二

三、二三四、三四五、四五六。比方说他摇个六，你押四五六就押到，只

要挂到，就赢钱，他摇个六，你押一二三，就输钱。打杠子就是一元赔一

元”（２０１６０７２６，老Ｗ）。
作为罗城有名的老茶馆，“三元号”“丰泰店”等正是过去人们开红

宝和摇花鸡笼的热闹场所，“以前这些店子都是开红宝和花鸡笼的，新

街头也是花鸡笼多，上节街酒厂才打字牌”。彼时，赌博不仅有形式上

的区别，而且有着阶层上的分化，“以前打字牌的少，那些当官的、有钱

的才打字牌。老百姓就是包包头的钱摸出来押，押了就走。为啥呢？

因为打字牌时间长嘛。以前打字牌要打三十六盘，现在打一圈至少也

要一两个小时。你想赶场的农民来卖点鸡蛋卖点蔬菜，卖了的钱就马

上拿去押，开红宝、摇花鸡笼又来得快，押到了就赔钱，押不到输了算了

也就走了。等迟了太阳又大，又要走回去下田做活路，哪儿来的时间

呢？所以说，农民都喜欢开红宝，摇花鸡笼”（２０１６０７２６，老Ｗ）。
由于茶馆赌博对社会秩序构成的潜在威胁，民国时期各地的地方

政府曾多次对之采取措施进行整治，但总体上收效不大（胡勇军、周志

永，２０１６）。直到１９４９年后，茶馆赌博才在一段时间内得到了根除。在
新的意识形态框架中，赌博不仅被视为“封建陋习”的典型，而且公然

违背了社会主义所推崇的一套全新的劳动纪律和生产精神。“解放以

后，毛泽东的时候就不准打牌，更不准赌钱，有段时间这街上连坐茶馆

的都没有。只要看到你这些坐茶馆的，都赶你到乡下去支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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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０７２５，老Ｃ）。从技术层面来看，新的政权通过基层政权建设有效
克服了国家政权内卷化的困境，从而形成了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控制

（杜赞奇，２００３），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禁赌措施的严格执行。
然而，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赌博在中国乡村地区再度盛行起

来，甚至“在许多地区成为了主要的社区行为”（Ｓｔｅｉｎｍüｌｌｅｒ，２０１１：
２６３）。集镇上，茶馆也再度成为赌博活动的主要场所。目前，罗城茶
馆里涉及赌钱的娱乐活动主要有三种：麻将、扑克和字牌。其中，麻将

较为常见，参与者不论性别，均以中青年人居多。扑克作为另一种较受

欢迎的游戏，在当地以所谓“跑得快”的玩法最为流行。玩牌时，通常

五人以上同时参与，绝大多数是男性，虽然赌注数量不一，但一般都具

有明显的赌博性质。与之相反，过去仅仅为官员和绅商所把玩的字牌

却意外受到了更多乡民，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青睐。更为有趣是，现在当

地人打字牌的赌注一般都很小，而人们对本就不大的输赢也经常一笑

置之。

流行于罗城茶馆里的字牌又叫“贰柒拾”，这是一种在川南，特别

是乐山一带十分常见的纸牌游戏。现在一般认为其发源地在距罗城约

３０公里的五通桥（今乐山市五通桥区），故民间又习惯于将“贰柒拾”
称为“桥牌”或“桥字牌”。从样式上看，一副贰柒拾纸牌共８０张，分
红、黑两色，每色含“壹”至“拾”字牌各四张。纸牌呈狭长形，轻盈小

巧，便于携带和抓握。玩牌时，可由三人或四人同时进行，形式十分灵

活。从规则上看，贰柒拾在有限的纸牌数量中规定了一套颇为复杂的

排列和组合方式，不仅一般的同字牌、连字牌之间可以相互组合搭配，

而且同色贰字、柒字、拾字牌还被特许组成一个可以和牌的独立序列，

这也正是这种纸牌得名“贰柒拾”的一个主要原因。

贰柒拾在规定和牌方式和计算和牌大小时，则严格遵守一套“符

数”规则。在和牌时，讲究１０符为起符，少于１０符则不能和牌；１１－２０
符为中和，２０符以上为大和。在计算时，不仅每一种纸牌组合都被规
定了相应的符数，而且符数会因手牌和出牌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例如，

三个同字红色手牌（即坎牌）为６符，出牌（即对牌）为３符，黑色手牌
为３符，出牌为１符；四个同字红色手牌（即滚牌）为１２符，出牌（即开
牌）为９符，黑色手牌为９符，出牌为６符；“贰柒拾”红字为６符，黑字
为３符；连字牌和异色同字牌（即吃牌）均无符。不难看出，要打一场
贰柒拾，不仅要系统地掌握一套完整的游戏规则，而且要拥有相当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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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和经验。当地人常说，贰柒拾“有扯头”便是这个意思。

与其复杂的规则形成对比的是，如此大费周章地打一场贰柒拾几

乎很难有那种深度游戏的刺激感（格尔茨，１９９９），当然，也无法保证任
何显著的金钱收益。一方面，贰柒拾的赌注很小，有时甚至没有。因此

当地人常说，打贰柒拾是“打耍”，是纯粹的游戏；另一方面，打贰柒拾

的乡民几乎都是常年客，长期来看总会接近某种输赢均平的状态，“今

天赢了点明天也会输出去，所以打牌是没得意思的”（２０１６０７２２，老
Ｗ）。因此，打牌虽然在形式上是一种赌博，但当地人更多地视其为
“混时间”的一种方法。不过，“混时间”的说法其实也不准确。实际

上，打牌不仅不能保证收益，反而常常会耽误手头的工作和“活路”。

不过，在笔者看来，恰恰是这种非功利的，对于日常生活的中断和欲望

满足的延迟，才使得打牌变得格外具有吸引力。

一方面，打牌的过程类似于特纳所说的社会戏剧。牌局一旦开始，

现实生活即告暂停。所有实际生活中的利益、欲望、矛盾、情绪都被悬

置，人们也随即进入一个颠倒的理想化的游戏世界。另一方面，游戏的

意义不仅是个体性的，而且是社区性的。当同属一个基层市场社区的

乡民总是按照相同的集期前往同一个集镇，并在同一条街道上相邻的

茶馆里至少打上几个钟头的字牌时，游戏这个原本“非日常性的社会

范畴”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被日常化了。对于来赶场的人们来说，加入

一场牌局也就意味着进入了一个场域。在这里，他们既能直接看到共

同在场的人群，也能在开始和结束一场牌局的间隙与邻座的人交谈，从

而获得关于他人和社区近况的详细资讯。正如赫伊津哈所言，“游戏

的长期举办恰是心灵的一种崭新创造”，“在游戏的场地内，一种专狭

的秩序当道。在此，我们接触到游戏的另一个重要特性，它创造秩序，

它就是秩序。它把一种暂时而有限的完美带入不完美的世界和混乱的

生活当中”（赫伊津哈，１９９６：１２－１３）。
由此来看，在“玩”和“赌”之间，当下乡村茶馆里的小额赌博在性

质上可能更接近于前者。打牌不仅能让人们摆脱贫乏和重复的日常生

活，而且对于社区的凝聚亦有功用。正如石汉所言，“在可接受的边界

范围内，赌博再生产了社会热度，即人们渴望已久的一种集体欢腾的重

要形式”（Ｓｔｅｉｎｍüｌｌｅｒ，２０１１：２６３）。不过，必须认清的是，罗城茶馆作为
一个“游戏空间”，其运作之道并不像格尔茨笔下的巴厘岛斗鸡那样是

对既有“社会关系的一种模拟”（格尔茨，１９９９：４９４）。恰恰相反，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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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及其所维系的游戏共同体是对既有社会关系的一种总体性悬置。

由此，我们可以说，茶馆作为社区公共空间的第二个特征即在于它不是

功能化的（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ｅｄ），而是戏剧化的（ｄｒａｍａｔｉｚｅｄ）。

四、茶馆议事：话语制作与政治经济秩序的建构

人们去茶馆既为了交友和休闲，也常常会谈正经事。在四川农村，

上茶馆解决一场纠纷或商讨一笔买卖是最为常见的情形。不过，人们

很少在茶馆里直接采取暴力行动，或是带着现成的货品去茶馆交易。

事实上，茶馆议事在本质上是诗性的———就诗性的词源学意义，即其同

言说、表述、话语、修辞的内在关联而言尤其如此：茶馆在地方政治和经

济事务中的重要性完全出于日常生活中人们对其作为一个“话语空

间”的诗性挪用。

一直以来，学者心目中最能体现茶馆严肃性和政治性的莫过于

“吃讲茶”（王笛，２０１０ｂ）。位于罗城南街口的“舟和园”饭店，过去叫
“三元号”，便是罗城历史上最有名的一间茶馆，也是１９４９年以前地方
精英以吃讲茶的方式调解民间纠纷的地方。当地广为流传的一句民谚

“邱知府、林知县、生死衙门三元店”描述的便是清代道光年间集镇上

吃讲茶的情景。具体而言，民谚中的“邱知府”叫邱亦峰，字远大，是一

个举人，当地人都叫他邱举人，民国《犍为县志》载有其名。① “林知

县”叫林华京，是罗城林氏的祖公。他因经商有方积蓄了不少家业，并

以家资捐得了一个功名，人称“正八品华京公”。② 而所谓“三元店”即

三元号，也就是彼时这两位德高望重者邀约矛盾双方共同吃茶讲理的

场所。“以前有啥子大事小情，就要喊起邱举人和林三老爷到三元号

去讲理。那时候官府、衙门你也不用去，就看他两个来解决”

（２０１６０３２２，Ｚ伯）。
民国时期，罗城吃讲茶的茶铺不再限于三元号，而吃讲茶中的主角

也换成了新一代的社区精英，即当地人称为“舵把子”的袍哥大爷。有

清一代，袍哥或哥老会作为秘密会社的重要组织形式，在川渝广大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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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民国《犍为县志》卷七《人物》。

林振国，《我们的家史》，抄本，存于罗城林家老宅。



村地区已经打下了坚实的社会基础。清末民初，在经历了一段与革命

政府的政治暧昧期后，袍哥组织走向了公开化，并在区域社会中最终发

展成以场镇为基础的地域性社会组织（Ｃｒｏｏ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１２３）。到２０
世纪４０年代初施坚雅在成都高店子进行田野调查时，他已观察到“基
层市场社区是一个最重要的单位，因为哥老会的分会由一个基层市场

社区组成，而且在几乎所有的情况下都只限于一个基层市场社区内”

（施坚雅，１９９８：４７；郝瑞，２０１１：５６）。在罗城，“仁字文孝公熊侣樵，义
字中正公余熙林、春秋公陈寿廷，礼字公平公王字安、欧浦朝、黄伯昌、

杨瑞云，智字智成公唐天富均系舵把子”。① 随着罗城场哥老会的影响

力在民国中后期达到鼎盛，袍哥各堂口的“舵把子”也成为了在茶馆事

务中说一不二的“大人物”。

不过，吃讲茶并不一定必须由地方精英来执行，“小人物”也可为

之。例如，樊树志引光绪《罗店镇志》中“俗遇不平事，则往茶肆争论是

非曲直，以凭旁人听断，理屈者则令出茶钱以为罚，谓之吃讲茶”的记

载，认为清代江南地区市镇茶馆中吃讲茶便是直接由平民来运作的

（樊树志，２００５：４６２－４６３）。事实上，除了精英式的吃讲茶，川渝地区
的乡村茶馆里同样存在着此种平民化的仲裁机制。例如，伊莎白·柯

鲁克在其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对璧山县兴隆场的民族志调查中就曾写道，
通过在茶馆和街市上“故意制造混乱”的方式来解决纠纷或伸张冤屈

不仅是一种颇为有效的行动策略，而且还成为了当地老百姓用以反抗

地主和乡长等压迫的“弱者的武器”（Ｃｒｏｏｋｅｔａｌ，２０１３：３８－３９）。按
照柯氏的观察，虽然百姓缺乏对强权和敲诈进行控诉的合法途径，但茶

馆里的闲言碎语构成的强大的舆论压力往往能迫使这些地方大人物低

头就范。

相较于精英主导的吃讲茶，这种由小人物挑起的以社区舆论为基

础的茶馆调解至今仍然行之有效。例如，笔者在罗城调查期间就曾遭

遇了一场纠纷双方在“丰泰店”门口大打出手的风波。由于索要借款

无果，一名来自附近村庄的中年男子将一位女性的脸部打伤。他们打

翻了一张茶桌，引来茶馆内外众人的围观。不过，从人群的态度来看，

他们对于被打者似乎没有表现出多少同情：“早上在丰泰店门口，疯子

婆遭一个男的打安逸了……听说那个男的是青狮的，疯子婆借了他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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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几十块钱，她自己说才三、四场，那个男的说已经一个多月了，硬要她

还。你晓得疯子婆那个人，在街上逮到哪个不管认到认不到就问人家

借钱，这次多半又是她借了不还，活该。讲她一会儿说自己男人在外头

打工，还没发工资，一会儿又说等她再去借，哪个信哦。不过那男人也

是恶得很，把人家桌儿都打翻了，疯子婆的小孩在一边哭哭啼啼的，你

晓得疯子婆又不让小的读书，真是耽误人一辈子”（２０１６０７２２，老Ｗ）。
除了调解纠纷，罗城茶馆还是一个专门化的交易场所。“过去，三

元号是吃茶讲理的地方，大地主、袍哥大爷些都喜欢坐三元号。而邵安

居呢，就是那些‘骟匠’和‘牛?子’聚会等生意的地方”（２０１６０９１６，老
Ｗ）。在罗城，所谓“牛?子”，就是专门从事买牛和卖牛的中介商人
（在本县清溪镇则称为“牛甲甲”，见吕卓红，２００３），而所谓“骟匠”，则
是专门对家畜进行阉割处理，以利于其生长和延长其寿命的职业人群。

“我们四川讲究牛儿长到四颗牙、六个牙，还有换边牙的时候就要骟；

猪儿一窝生，满了四十天就要骟，骟了要经老点”（２０１６０９１７，老 Ｃ）。
在四川农村，耕牛向来是最为重要、价值最高的“大牲口”，涉及耕牛的

买卖普遍采取间接交易的形式。不过，与江南市镇上茶馆作为信息中

心涉及各行各业的询价与交易不同（樊树志，２００５：４６１－４６２），四川农
村地区的大米、桑蚕等一般都是在庙宇内外的露天集市上进行直接交

易，并未受到中介牙行的支配；相应的，为生猪、牛只等采取中介交易的

个别行业提供恰当的生意场所，也就成为了川渝乡村茶馆最为重要的

经济职能。

在罗城，牛?子向来有着固定的聚会时间和地点。１９４９年之前，
牛?子多在“邵安居”谈买卖，而现在则转移到了“丰泰店”。每逢赶场

天的早晨，丰泰店前厅进门第三排的两张桌子便是专门为牛?子预留

的坐席。作为中介商人，牛?子的传统营生是从耕牛交易中收取费用，

因而搜寻信息一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技能。按照当地人的说法，“以

前只有这些牛?子才掌握得到哪个想买牛，哪个要卖牛，大概长啥子

样，情况如何。比如说我要卖牛，我咋晓得哪个要买呢？你就要去找牛

?子。牛?子手头要是有合适的买主，他就帮你卖。如果没有，他就再

去找其他牛?子。说好价钱以后，买牛的就跟牛?子来看牛，要得他就

牵，要不得就不牵。牛?子跑去跑来，要收十块钱工钱。而且本身这个

牛，是‘牛尾巴两边甩’。卖牛的卖掉一根牛，要给他十块钱；你这边买

成了的，经过他介绍的，也要给十块钱。你还不要小看这十块钱，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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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上做点工，伙食也不开，一天才一块三角八”（２０１６０９１５，老Ｃ）。
除了本地的耕牛，牛?子也从事一项特殊的“拖牛”交易。原来，

罗城以北２５公里的顺河街、金山寺等地原是一个重要的产盐区。整个
前工业化时代，四川井盐生产均依赖畜力，即以牛只推动“大车”来抽

取地下深井中的卤水。因而盐场附近的农耕区，也自然成为了“拖牛”

的主要来源。“以前金山寺、王村井的盐灶要弄牛儿去拉盘子，你像这

些地方农村里喂的打人牛，以前尽都是卖到盐灶上去的。那些打人牛

农民喂不住，个子够大，拉得动盘子的，都卖给了井上来的牛?子。因

为只有他才晓得哪个井上缺牛，哪个车间要买牛。那些盐场的牛?子

差不多也要跑到罗城来坐茶馆”（２０１６０９１５，老Ｃ）。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进行耕牛还是拖牛交易，１９４９年之前，牛?

子在交易中采用的都是一套独特的暗语。“牛?子做生意是不喊价也

不还价，解放前穿长袖子衣裳的时候，他们是用手指头过摸。一个把指

头伸到另一个的衣袖里，摸两下就讲好了价钱，哪根指头代表多少钱是

约定好了的”（２０１６０９１６，老Ｗ）。看上去，牛?子对交易信息和过程的
极端垄断行为与格尔茨对集市经济的观察颇为契合：“（在集市上）搜

寻人们缺乏的信息以及保护人们拥有的信息是最紧要的事情”（格尔

茨，２０１４：１５１）。然而，也正是由于牵涉高额费用、耕牛倒卖以及对交
易信息的垄断，牛?子在当地始终是一个饱受道德责难和社会歧视的

职业。例如，不少当地人都告诉笔者，牛尾巴不仅是“两边甩”，牛?子

更是“两边哄（欺骗）”。也就是说，他们会利用信息垄断的优势对买主

有意抬价，对卖主则有意压价，并且将其中的差额揣入自己的腰包。

“牛?子做生意从来都是靠哄”，“本来你的牛值两千，但他硬要说值不

到那么多，要你少卖点；本来一根牛值不起那么多钱，但他偏要跟你说

值这个价，要你多出钱”。正是由于做“亏心”买卖，不少当地人甚至表

示他们认识的牛?子大都没能善终，“老了都没得好下场”（２０１６０９１６，
老Ｗ）。

由此来看，茶馆不只是个滋生慵懒的消遣之地，也是一个在地方政

治和经济事务中有着重要作用的话语空间。在吃讲茶的例子中，“旁

人听断”既有效地化解了矛盾并让理亏者就范，也很好地展现了小人

物在实践中的诗性智慧。在牛?子的案例中，茶馆为耕牛买卖提供了

场所便利，同时，茶馆舆论将其表述为一种不道德经济更反映出茶馆议

事作为一种话语策略的诗性本质。从茶馆作为一个“话语空间”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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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治经济事务中的运作之道可见，乡村茶馆里的商谈从来就无意捍

卫抽象的个体理性，而是旨在彰显一种实质公正；同样重要的是，茶馆

也并不代表一个自觉组织起来的社会去对抗一个同样组织严密的国

家。相反，它所反映的仅仅是一个地方社区在“本能地”反抗外部世

界。质言之，作为一个社区公共空间，茶馆的第三个也是最为核心的特

征即在于它是诗性的，而非政治性的。

五、结　论

基于田野调查，本文呈现了一个川南场镇上茶馆生活的历史和社

会图景。在罗城，茶馆既是人们展示自我、和他人建立社会关系的“表

演空间”，也是人们消暇娱乐、感受社区生活热度的“游戏空间”，更是

人们调解纠纷、做买卖和谈论是非公正的“话语空间”。有别于“公共

空间”范式的解释体系，本文认为中国茶馆的首要特征并不在于它是

一个表征自治、理性和反抗精神的政治空间；相反，茶馆作为一个联结

着自我与社会、结构与阈限、话语和实践的诗性空间不仅蕴藏了丰富的

表演技术、游戏形式和话语策略，而且在乡村社会的实际运作中所体现

出来的表演性、戏剧性和诗性特征，也使之同近代西方理论中的公共领

域有着显著差别。

基于罗城茶馆的案例，我们可以重新回到“茶馆作为一个公共空

间”所表征的公共性这一基本问题上来。如本文所述，茶馆不仅在社

交边界上超出了人们所属的第一社区，在集体游戏中悬置了日常生活

中的社会关系，而且在公共议事中不断凝聚着集体情感与道德共识。

无疑，这些都明确地显示出茶馆在社区公共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不过，若将中国茶馆所具有的此种公共性同近代西方理论中的公共空

间所表征的由一个新兴阶级的形成和发展而开创的一种全新的政治和

思想形式相比较，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茶馆内生于传统中国

的乡村和都市社会，它与既有的社会制度有着高度的嵌合性，与既有的

社会结构亦有着很强的连续性。换言之，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很难说

茶馆与中国社会构成了外在关系，因而也就谈不上它具有任何普遍意

义上的公共性。另一方面，茶馆所体现的公共性尽管不带有现代性的

普遍主义色彩，却内化于以社区为基准的日常生活中。一则，茶馆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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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性使之从未脱离民众的日常生活，它不仅为人们的日常交往提供了

一个公共舞台，而且能将社会结构中的潜在张力化解于日常和地方社

区的边界之内；再则，茶馆的公共性又使之相对于其他专用性场所而言

具有更大的“可开发性”（王鸿泰，２００８：４９）。因此，茶馆不仅为人们逃
离繁琐的日常生活提供了天然避风港，而且为人们就地方政治经济事

务进行道德评估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话语空间。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就

茶馆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而言，尽管现实中茶馆生活的复杂性无法穷尽，

而本文也仅仅是一个“回归事物本身”的探索性尝试，但从本土经验出

发并在日常生活的内部对其进行细致观察和逐级提炼仍是一个基本原

则。相对而言，仅仅依靠概念的推导或简单地将西方社会理论移植到

中国经验上，也许都难以触及问题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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