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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神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以新山和潮汕地区为主的分析* 
Cultural heritage and development of Deities Parade 

——Reference to the case in Johor Bahru and Chao-Shan District 

 

胡修雷  黄晓坚 
（中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871；韩山师范学院潮学研究所，广东 潮州 521041） 

 
 

2012 年 2 月，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Johor Bahru）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游神活动，马

来西亚首相首次亲临观赏并颁发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证书，使得这项已有 142 年历史的民俗

文化活动上升到国家层面的认可。柔佛古庙游神活动起源于新山华人五大帮派的神袛供奉

（即潮州人的元天上帝、福建人的洪仙大帝、客家人的感天大帝、广肇人的华光大帝和海南

人的赵大元帅，其中元天上帝为主神），新山游神能够在东南亚各国华社中独领风骚，离不

开新山华社早年独特的“港主制度”，更与近年来国内外民间、政府和报刊、摄影、影视媒

体等大量文化精英的介入密不可分。但是，在游神文化的原乡——中国潮汕等侨乡地区，这

一流于民间自发、延续数百年的活动，未能获得政府的积极关注和支持，更遑论把它作为旅

游文化资源和地方名片加以打造了。 

近年来，笔者先后考察了广东潮汕、福建长乐等侨乡地区的游神活动，2012 年 2 月又

亲临马来西亚柔佛州现场观看了新山游神的热闹场景，深刻感受到游神文化在中国和海外的

异同之处。1本文主要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依据民俗学和社会学视角，结合史料和田野调

查资料，探讨潮汕地区游神文化的由来、现状，新山游神的特点及其对原乡游神发展的借鉴

和启示，进而对海外华人文化和侨乡文化之间的传承特点和发展规律进行初步探讨。 
 

一、侨乡游神：传统民俗的形成与发展 
游神作为一种民间信仰，是人们在喜庆节日里，诸如春节或诸神圣诞的这一天，到神庙

里将神像抬出来游街，认为只有让神出来游街，与民同乐，神才保佑四方百姓。游神现象在

中国南方地区由来已久，版本各异，但都离不开一个“游”字，如妈祖游神、闽南六社游神、

海南儋州客家人游神等。中国各地的游神活动一般都在农历新年前后举行。传统游神活动

形式多样，场面热闹，具有明显的乡俗特点。 
 

                                                        

*笔者感谢安焕然博士对论文提出的宝贵意见。 

1 国内学者对游神的关注大多集中在各地游神活动的不同表现形式及其文化内涵，如宋俊华等：《徐闻县前

山镇元宵节游神仪式的文化考察》，《湛江师范学院报》2002 年第 2 期；张明等：《桑植白族游神仪式的遗

存及功能分析》，《怀化学院学报》2011 年第 10 期；鹏燕霞：《论民俗节庆中的“游神”与地方身份认同

——以桂林平山的“娘娘节”为个案》，《神州民俗》2011 年第 4 期；等等。国外学者主要对当地的游神活

动感兴趣，有关游神的各类报道和研究很多，如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和《中国报》等华

文报纸近年来都有大量报道；马来西亚南方大学中文系安焕然博士发表了不少新闻报道和学术研究成果，

如：《游神是新山的活文化》，《星洲日报》2006 年 2 月 19 日；《新山人过农历新年特別长》，《东方日报》

2007 年 3 月 15 日；《柔佛古庙及其游神传统的演变》，《南洋学报》第 62 卷，2008 年 10 月；《马来西亚柔

佛古庙游神的演化及其与华人社会整合的关系》，《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第 2 期；

《神人嘉年华——马来西亚柔佛古庙游神文化的承传与再造》，载叶树姗编：《2011 妈祖国际学术研讨会

——民俗、观光与文化资产论文集》，台中市政府文化局，2011 年；等等。其他如陈再藩、李永球等人也

有不少相关介绍文章，在此不一一列举。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0%20%20%20%20%20%20%20%20%20%20%20search.aspx?dbcode=CJFQ&sfield=kw&skey=Johor+Bahr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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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奉神明各异的游神习俗 
中国侨乡的游神活动，影响比较大的有： 

妈祖游神。在福建湄洲和仙游、广东雷州、广西良塘和台湾的一些地方都非常盛行。妈

祖，又称天妃、天后、天上圣母、娘妈等，是历代船工、海员、旅客、商人和渔民共同信奉

的神祗。各地关于妈祖的传说非常多，其游神内容也不尽相同，但场面游都十分隆重。游行

时，妈祖戴玉佩金，非常荣耀。民间流传着不少关于妈祖显灵来惩恶扬善的传说。比如据传

有一个善良的老太婆，每日到天妃神像面前焚香颂愿，诚心礼拜。天妃感其诚，赐予老太婆

戒指一枚。这天，老太婆焚香完毕，刚跨出庙门，便见地上有一枚戒指。老太婆转身入庙，

在天妃面前掷杯问示，是否可以拿走戒指，得圣杯。于是老太婆便高高兴兴地拿走了戒指。

每当游妈祖神时，围观的人都争拥上前摸神像或者銮轿，以求得来年好运。 

福州游神。游神、迎神是福州乡村正月里举行的一种习俗活动，具有道教色彩。正月里

的游神是乡村“做年”（春节）的重要活动之一。游神常以村为单位，有时数村联合，用敞

篷大轿抬着当地供奉的神祗塑像，如泰山神、白马王、临水奶和各村单独供奉的主神、诸主

神的部属，如孩儿弟、七爷、八爷和白须等竹制的“扎骨”神像，分别由人顶着，在锣鼓和

鞭炮声中结队巡游村境，百姓夹道观看、迎接，场面热烈。 

闽南游神，在漳州诏安、龙海等地的乡镇和村落很流行。以诏安六社营神为例，它包括

深桥镇华表、竹厝、梅园、店前、后埔、上圆山、下园、新宝等村子，旧时统称“六社”。

六社的游神活动在每年正月十三到十六举行。出巡的神明是被供奉在六社共有的庙宇（俗称

“大庙”）的“三通圣王”即包括大王公、二王公、三王公和陪享神注生妈等神灵。大庙位

于华表村，六社游神历史悠久，清代嘉庆之前就已存在。①龙海下宫村的游神则以“扫帚娘

子军”令人注目，游神时她们身着裙子，腰扎红彩带，手持扫帚左右摆动。据村里的老人介

绍，扫帚即可以清除灰尘，也可以将人间邪恶的东西清除干净，要参加“娘子军”是有条件

的，即必须结过婚，但年龄不限。这支“扫帚娘子军”要走在游神队伍的前头，为众神明开

路，穿街过巷，虽然动作不是很整齐，但显示着自古以来人民群众就很爱护环境，清洁卫生。

现在，下宫村的扫帚在市场上的销路非常好，下宫村也成为远近闻名的“扫帚村”。② 

海南儋州客家人的元宵节游神活动。儋州的客家人主要集聚在那大镇的富豪村、南丰镇

和洛基镇的塘坡村、牛路窝村、江头村、力乍村等地，每逢元宵节都会有游神活动，而且当

地村民把这当成一个特大节日来庆祝。游神时，分两个人或者四个人抬着一个神位（诸位神

仙有华光大帝、娜咤、车大元帅、洗夫人、铁塔元帅、天篷元帅等神仙绑好放在轿子上），

有当地的神公（神棍），念请神咒，用鸡血滴如盛有酒的碗中喷洒神仙，说这是壮行酒。在

神仙出门的时候，好多人都站在挂着一条红布做成的横幅旁边（据说这样就可以削灾得福）。

村民抬着神位坐的轿子走村串户，每到一户人家，哪户人家就摆放好祭品参拜（嫁出的女儿

也要回来参拜，以乞求婆家平安）。有的时候会发现某个村里的人会突然颤抖起来，双眼无

神跑过来抱住神仙，他是被神仙入身了，客家话就叫“杠到了”这也是游神的高潮（此时的

锣鼓声更激烈振奋）。被入身的人似乎整个人都神化了，只见神公把早就准备好的一条长约

20 厘米的银针先粘上放有釉子叶的酒中沾洗，然后从嘴角刺穿（有的还把一把点着的香火

用嘴巴咬），然后爬神位上去，站在轿子上，一只手拿大刀挥摆，一只手撑着腰，好象将军

出关上战场的架势。再由村里小伙子抬着走，小孩子要扛军旗，此时也有大鼓、磅、喇叭等

乐器伴随。走完村子后，把被神仙入身的人放下，由他自己拔掉串过嘴巴的银针，只见他起

来喝了一些釉子叶泡的酒后整个人就清醒了，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晚上，村子还要放

天灯，上面挂有一个红布，如果谁抢到就是村中最受神仙保护的人，以后的一年里就会家人

出入平安，人丁兴旺，生意兴隆。③ 

除了传统侨乡的游神活动，在湖南桑植、江西宁都等地也有一些独具特色的游神活

动。大陆地区的这些游神活动有着各式各样的起源传说，信奉神灵各具特色，信众群

体规模和范围大小不一，内容也不尽相同，但它们大多起源于民间自发，蕴涵了朴素

的民间信仰与追求，是构成中国传统民俗的重要内容。这其中，潮汕地区的游神活动

最具代表性。 

（二）潮汕地区的游神习俗 

潮汕游神在中国游神活动中历史悠久、影响较大，其最初起源难以考证，明代潮

州戏《荔镜记》曾有描述潮州人游神赛会的情景。至清代，“迎神赛会，一年且居其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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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园婆娑，无日无之，放灯结彩，火树银花，举国喧阗，昼夜无间也。”
④
一些地方史志还

把它作为社会习俗记载下来，《澄海县志》云：“十一日夜起，各神庙街张灯、仕女游，放

花爆，打秋千，歌声达旦。”“银花火树, 舞榭歌台, 鱼龙曼衍之观, 蹋踘秋千之技, 靡不

毕具，而人乐从, 通宵聚观, 至晓方散。”
⑤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变迁，现在潮汕地区的游神活动依旧兴盛，辖区内各乡镇也有自己的

游神习俗，其中，不少所谓的神明其实就是当地百姓的祖先。比如潮安县凤凰镇的下埔村，

其祖先就是著名的民族英雄文天祥，文天祥的孙子创祖下埔村后，开枝散叶，至清代又出了

一位功臣，叫文殿佐。文殿佐平定山贼有功，在他死后，因为没有官职，但他为国家做出了

贡献，就封他在一个庙里为神。这样，祖先变成了神，拜神和祭祖也就成了密不可分的一件

事情。后来，凡是文氏的后裔，每年的二月初二都要纪念殿祖公，所以叫作二月戏。除了演

化于对祖先的崇拜，各朝各代的忠烈先贤，也常常化身乡村的神明。如潮安县凤塘镇鹤陇村

村民信奉的“感天大帝”，其实是战国时期的晋国忠臣介子推。“潮州人重鬼神，因此不论城

乡，各种庙宇、老爷生特别多。每一个村都有村庙，村民有定期的祭祀活动„„岁时节庆都

伴有村民的各类祭祀活动。”⑥因而，“营大老爷”是由潮汕乡闾的祭祀发展而来，随着历史

的演进，在村落的整合与扩展过程中，产生了社祭和庙祀的整合，即在一个村落中，由某一

座神庙承担起社坛的功能，这座神庙所供奉的神明也就成为这个地区的社神，潮汕人将它称

为“大老爷”。在这种祖先崇拜演变至神明崇拜的过程中，透露出一种教化民心、弃恶扬善

的朴素的民间道德信仰。 

潮汕地区的神明共有多少？至今尚未有全面的调查和统计，只能从已有的庙堂和供奉的

主神的统计数字来了解一二。据不完全统计，潮汕地区共有467座庙宇（不包含佛寺、道观

和善堂），庙堂供奉的主神共有74位，其中供奉较多的神明有土地、三山国王、天后（妈祖）、

关公、双忠公、风雨圣者、龙尾爷、花公花妈等。
⑦
虽然这些神明不一定都被请去参加游神

活动，但潮汕地区信奉的神明众多，被请去参加游神活动的神明数量自然也不会少。 

在乡镇游神活动中，潮州卧石乡的游“三山国王”的声势比较大。三山国王是潮汕地区

常见的神袛。每年的正月初九，乡民便将庙中的“大王爷”等六尊木雕偶像抬出来，初十全

乡家家户户摆牲祭祀，焚香烧元宝。到了十一日，便将神像送回庙中。送回神像时，有的人

将神像夹在腋下，有的人将其扛在肩上，还要故意让神像相碰撞。游行结束时，将神像集中

在空旷的地方，抱着神像狠狠一摔，这叫“舂老爷”。有的地方，甚至用草绳子套住偶像的

脖子在地上“五马分尸”。这种方式，潮州俗语叫做：“卧石老爷(神)愈食愈惊”。据说是能

够把神像弄得越破越烂，则来年的运气越兴旺。只要游神后把神像修补完整就行了。另外，

位于潮州南北郊的意溪、枫溪两地的游神规模都有比较大的影响。 

在潮州一带，游神活动最隆重的莫过于游“安济圣王”。明初，潮州人谢少苍任永昌府

官。有一次，当地发生旱灾，他开仓济民，不料触怒朝廷，被处酷刑。行刑时，梦见一神 明

暗中庇护，谢少苍觉得这位神明同王伉庙里的塑像一模一样。为了感恩，便将他们带回潮州。

适逢韩江水急，便将神像供置于“青龙古庙”，洪水果然解除。后人感恩，称之为“安济圣

王”。游“安济圣王”时，先掷杯茭选择吉日，日期一般在元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仪式也

比较讲究。首先是“洗安路”。“洗安路”的队伍前头是马头锣，后面是“肃静”、“回避”

仪仗，沿着未来要出游的路线行进，敲锣宣布出游日期。洗安路的目的在于扫清路障，驱除

妖邪，同时也提前通知各家各户，各家各户闻知后，便纷纷大扫除，准备五牲，蒸做甜馃、

红馃桃、发馃、元宝、鞭炮。 经过紧张准备，到了游神这一天，便到青龙庙门前鸣放礼炮。

鸣放礼炮后，将安济王爷及“大夫人”、“二夫人”的神像请进銮轿，然后举行“拜起马”

仪式。仪式完成后，由几名大汉抬神轿游行。游行队伍最前面是马头锣、—卜六对绫罗绸缎

描金绣银的五彩大标、安路牌“肃静”“回避”和八宝法器；接着由一长者着长衫马褂双手

捧着小香案，再接着是二十四对锡香炉；后面才是“安济圣王”的第一乘轿，“大夫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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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的第二、三乘轿。然后便是十三班潮州大锣鼓。每班有三或六面彩标，一面大鼓、八

面锣、两双钹、亢锣、月锣、小钹、钦仔、深波、苏锣、大小唢呐、二十八节大笛、扬琴、

古筝、木琴、云锣、大宛、大提胡等等。神轿经过路段，各家各户都在门口设祭。
⑧
 

（三）潮汕游神的现状和特点 

久闻潮汕地区“游神赛会”盛名，2001 年，笔者曾跟随当地一位朋友到澄海冠山乡看

“赛大猪”，现场领略游神盛况。据乡亲介绍，所谓“赛大猪”就是比比谁家养的猪长得最

肥最膘壮。这项活动一般由乡里的各个姓氏轮流主持，每年轮两个姓氏。轮到的姓氏，族内

的长者都会组织人员把祠堂重新装扮一翻，以迎接大赛的到来。据说，当时官方对这类活动

是很不支持的。但见几百头宰杀在案架上的大猪列阵摆放在祠堂前，其恢弘气势绝对不亚于

兵马俑，顿时感觉到心灵的无比震撼与莫名激动。那年头，一些海外的华人还特地汇钱给家

乡的亲属，让其代养大猪呢！ 

潮汕地区的游神活动为普通民众所热衷，有些带有封建迷信色彩。如潮安县凤塘镇鹤陇

村的游神，虽然伴有热闹异常的猜谜和潮剧、木偶戏的表演，但却以狮糖、赌博和艳舞而远

近闻名。澄海盐鸿镇盐灶村的游神，也以“拖老爷”的精彩暴力争夺而著称。民间传说，老

爷欠拖，把他摔在地上使劲拖就能发财。村民逐利，本无可厚非，只是苦了担责的人——据

说，当年镇领导很快就被革职了。无独有偶，在潮州城里，也有官员受到游神的连累而下台

的。感情是老爷只佑民不护官？ 

潮州城里的青龙庙会及游神的规模和影响，民国以前一直位列潮州之冠。这几年庙宇复

建后，香火鼎盛，连前广东省长卢瑞华都题联相赠并亲临参观，庙宇方面也打着弘扬传统文

化的名号试图扩大庙会及游神规模，无奈总是受到来自相关主管部门的限制，难以施展。1
 

潮汕地区游神活动中最常见的神明是“大老爷”，它是管一个乡村或者若干个村庄的土

地公的上级，大老爷可以由不同神格的神明来担任。村落里大老爷的主要功能，是村落和超

村落地域的整合，这种功能是通过“营大老爷”这种普遍流行于潮汕地区的风俗来表达和呈

示的。⑨“营”为潮州方言用词，有“回绕”和“畛域”的意思，也就是土地祭祀过程中“巡

土安境”的仪式。潮汕“营大老爷”具有净土驱邪、保境平安、祈求丰登的民俗意义。因此，

作为一种传统民间信仰和习俗，不可否认游神活动中存在着一些迷信因素，但是游神活动也

具有一种强大的社区整合、治理与文化功能，游神赛会加强了潮汕区域文化对村落社区的凝

聚力与控制力，营造了稳定的社会秩序和认同机制；游神活动同其他地方过年过节祈求五谷

丰登、六畜兴旺的各种活动有着同样的意义，同时穿插于游神仪式中的文娱节目，也有利于

传承地方社会文化和丰富乡民的文化生活。 

现在，潮汕侨乡的游神赛会，早已从半公开的“非法”封建迷信活动转为堂而皇之的民

俗文化汇演。遗憾的是，尽管春节正月期间潮汕各地村镇举办的此类活动比比皆是，却都流

于民间自发、低俗杂乱的形式，未能获得政府的积极关注和支持、更遑论把它作为旅游文化

资源和地方名片加以打造了。 

 

二、新山游神：历史与现状 
中国侨乡的游神习俗，随着早年出国的人们漂洋过海，在东南亚等地逐步扎根、壮大，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住在地特点的游神活动。至今，在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

亚和马来西亚等国家都有许多华侨华人组织的游神活动⑩，这些游神活动大都起源于侨乡地

区的民俗传统，一般由住在地的华人社团组织管理。近年来，随着一些国家族群关系的改善

和当地政府发展旅游事业等方面的需要，海外游神活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新山古庙游神

就是其典型代表。 

                                                        
1
 由于潮汕地区宗族和村庙众多，游神活动被视为封建残余长期得不到官方的认可，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出

台文件明确禁止开展游神活动，这种对民间信仰理解的偏差大大压抑了游神活动的发展。参见王文科：《潮

汕游神民俗的认同与思想解放的拓展》，《韩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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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上的新山游神 
新山为马来西亚柔佛州首府，位于马来半岛南端，昔有“小汕头”之称。自 19 世纪以

来，柔佛王国推行港主制度，招引大量华人移民前来此地拓垦，广泛种植甘蜜和胡椒。这批

开发柔佛的先驱和港主多为潮籍人士，因而奠定了新山潮州人之基业。 

新山毗邻新加坡，1855 年开埠后实行“港主制度”。陈厝港港主陈开顺从新加坡招徕大

量潮州同乡前去种植甘密，也把源自新加坡的会党组织“义兴公司”带进了柔佛州。当时，

许多著名港主如陈旭年、林亚相、林进和等都是潮州人，他们都有“义兴公司”的背景。大

约在 1870 年，义兴公司首领陈旭年港主便发起建立了柔佛古庙，成为新山华侨的主要活动

场所。这座潮式庙宇设计典雅，建筑及雕塑艺术高超，体现了当年五帮华侨用于拓荒、团结

一致的宝贵精神。柔佛古庙内供奉的主神共有五尊：元天上帝、感天大帝、洪仙大帝、华光

大帝和赵大元帅。座于正殿正中的元天上帝，脚踏龟蛇，实是玄天上帝的型，当地潮帮人士

都俗称该神为“大老爷”。 

柔佛古庙位于新山市中心，该庙现存具有纪年的最早一件文物，是“同治庚午”（1870

年）由“中国潮州众治子敬立”的“总握天枢”牌匾，说明柔佛古庙迄今至少已有 140 余年

的历史。柔佛古庙内还悬挂有其他四面年份较早的牌匾，分别是福建省众弟子同立的“北极

增辉”（1873 年）、广肇府信士众敬送的“同沾帝德”（1873 年）、客社众信敬奉的“极德咸

沾”（1874 年）、 琼州府众仝敬的“万古威名”（1882 年）。 

柔佛古庙每年的最大盛事，是农历正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柔佛古庙所供奉的五尊主神

金身便会在华人潮州帮、福建帮、客家帮、广肇帮和海南帮等“五帮”善信的簇拥下，众神

出游。一连三天的游神活动，是新山华人社会每年一度的盛事。史称届时，“全柔各港之港

主，须各领航船一艘，灯笼一对，前赴新山参加神游。”伴随潮音“兴啊！”、“发啊！”的阵

阵呐喊而来的，还有热闹的戏剧演出和锣鼓队、舞龙队等，盛极一时。 

这项活动至今已有 142 年的历史传统，其间除了 1942 年因马来亚沦陷、华侨惨遭杀戮

而停办外，从未间断。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三点：一是早年华侨远离家乡在异国谋生，内

心渴求神灵庇护，于是将家乡的“老爷”（神明）恭请到侨居地立庙供奉起来，希望获得保

佑。但是又担心神明在庙中呆久了不开心，每年正月春节或者其他节日，还要把它们请上街

头看戏、巡游，接受万众的顶礼膜拜。二是新山地区潮汕移民众多，游神活动具有比较宽广

的群众基础，他们相信游神仪式能保佑本民族兴盛以及国泰民安；加上当地热心侨领的推动，

游神习俗在庙宇、经费等方面得到了一定的物质保障。三是新山游神活动具有相当的包容性，

柔佛古庙不仅是潮州社群崇奉的庙宇，而且容纳了福建、广肇、客家和海南所谓“华社五帮”

人士的膜拜，这表明包容性是新山游神得以延续百余年历史的重要因素。 

（二）新山游神的新发展 

2012 年 2 月 10—14 日，马来西亚柔佛州新山市举办一年一度的游神活动。与以往不同

的是，这次游神活动创下了多项纪录：一是马来西亚首相首次亲临观赏并颁发国家非物质文

化遗产证书；二是马来西亚和中国的四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即马来西亚的古庙游神、

廿四节令鼓、高桩舞狮及中国的英歌舞）同台亮相；三是世界各国媒体前往采访数量空前；

四是游神阵容最大（夜游从晚上持续到凌晨，118 支舞龙队伍参与游神活动）；五是参与人

数最多（逾 30 万人），可谓盛况空前。 

遵照传统惯例，古庙五尊神明金身在五帮善信簇拥下，众神出游。一连三天的游神活

动，成为新山华人社会的一大盛事。随着近年来游神活动愈来愈热闹，尤其是年轻人的参与

更是逐年增加。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这五尊神的象征意义及神源来历，也可能不清楚游神即

源自潮汕文化的“营大老爷”，但是长长的人龙、热闹的气氛，或许古庙游神的魅力已不再

只是通常理解的“俗愿”，它已经构成新山华人社会的一项“活文化”了。 

游神现场，数十万善信和观众参与游行，狂热的游神队伍把行经路线挤得水泄不通，

马路边挤满了男女老少，大家争先恐后，其中有祈求平安的善信，有凑热闹的年轻人，还有

好奇围观的游客等。游神队伍庄严有序，有群龙跃舞表演，有花童、神仙、财神爷，有虔诚

的持香者，等等。人群热情沸腾，亢奋的“兴啊、兴啊”呐喊声、呼声震撼，善信们使劲地

摇晃起神轿，祈求地方平安与兴旺，整个城市都沸腾了，沉浸在无限的兴奋与喜悦当中。 



2012 年第一届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双年会 ● 马来西亚华人：从移民到公民 

 

6 

 

新山的柔佛古庙游神活动历时悠久，近年来更是以文化盛宴而享誉海内外。不过，百

闻不如一见，能够亲临现场感受那狮队、龙阵、神座与香客的灼热人潮，抛开斯文的矜持扯

开嗓门用潮音大声喊出“兴啊！”、“发啊！”，那种尽情发泄后的满足感，自然是局外人所难

以想象的。尤其令人感动的，是马华社团领袖和文化精英着力打造族群文化品牌、掌握文化

话语权的不懈努力及良苦用心。在多元民族社会里，不同民族的文明形态乃至政治诉求需要

通过对话方能达致相互理解，从而促进民族间的和谐。而节庆表演这一文化形式，也许就是

完成这一使命的最佳途径。柔佛古庙游神“入遗”和首相的莅临参与，成为继廿四节令鼓、

高桩舞狮申遗后新马华社的又一大喜事，“象征着中华文化已经获得政府认可”
11
，

这是新马华社各方种种努力获致的正果，实属不易！ 

从历史上看，海外华人漂洋过海、散居各地，在异国他乡谋求生存是头等大事，很难再

有精力和时间顾及传统文化和习俗的传播，华人只能依靠个人或者家庭在小范围内维系中国

的传统习俗和信仰。而新山华社一百余年延绵不绝的游神传统，不同乡籍、方言背景的华人

都能走到一起，体现出新山五帮乡群和谐共生、团结互助的精神风貌，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由此，笔者不能不对柔佛新山传统的义兴公司乃至当今华人公会的领导力及其成功的运作机

制，表示由衷的敬佩与折服。 

另外，游神活动中新山华社以其精湛的民俗艺术功底，向世人展现了美轮美奂的中华文

化。无论是各具特色的祥龙瑞狮，还是数不胜数的巡游花车，其用料之精良、做工之考究、

表演之出色，均不让于原籍。也许，这就是源自华南侨乡精致文化的真传。由是观之，海外

华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实居功阙伟！ 

狂欢过后静下心来，笔者不免有几许感悟：柔佛古庙游神，让我们看到了民俗文化在华

人族群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民俗文化在增进华人文化凝聚力上发挥了独特的作用，而文

化凝聚力对于华人族群的生存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游神品牌：文化提升与社会合力打造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新山只有 30 多万人口，是个典型的“过境”城市。此后，因

怡宝等地锡矿业衰败，大量民众南下新山定居，新山人口很快突破百万大关，成为马来西亚

第二大城市。随着华人新移民的大量到来，传统的新山古庙游神活动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柔佛古庙不仅是民间宗教信仰的场所，同时更被视为是一个维护华人传统文化的象征，建

构华人历史集体记忆的最显著地标。”12
2012 年的新山游神有数十万人参加充分证明了这项

活动的魅力所在。 

今天，在闽粤侨乡等地的村镇，由民众自发组织的“营老爷”游神活动仍然相当普遍；

在东南亚各国华社，游神活动亦不鲜见。只不过，它们的规模都较小，影响也不大。作为游

神活动原乡的中国各侨乡，游神活动虽然延续了几百年，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具有强大

影响力的品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1新山游神如此大规模的华人民俗文化活动，其内

在动因及深远影响值得我们关注和探究。 

首先是本土大量文化精英的积极介入。大约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即有来自马来西亚本

国及新加坡、台湾等地的学者应邀前往新山，对柔佛历史、柔佛古庙和游神活动进行多方位

的研究，唤起了人们对保护、延续华人历史文化传统的强烈意识。在此基础上，文化精英们

刻意在游神活动中植入表演文化，并借机表达华人族群的政治诉求，把它打造成了一个展示

华人精神风貌的大舞台，从而受到来自马来西亚国内外民间、政府和报刊、摄影、影视媒体

等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瞩目，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华人文化精英们没有白费功夫：他们

吸引了国际的目光，掌握了文化的话语权。2009 年，他们进而着手“申遗”，只用了短短三

                                                        
1
中国内地潮汕电视台在 2011 年先后播出八辑《新山游神启示录》系列片，系统探讨新山游神活动，在当

地引起了不小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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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时间就收获正果，获颁马来西亚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证书。1下一步，他们还将启动申

请“世遗”的程序。 

其次是中国侨乡民俗文化的引进和交流。1998 年，新山游神活动的策划者之一陈再藩

回祖籍地广东省潮安县“寻根”，将一段短短七八分钟的游神录像视频带到了潮汕地区，渴

望与原乡游神文化进行交流，引起了潮州电视台的浓厚兴趣。此后，该台多次赴新山拍摄报

道柔佛古庙游神活动，还引入了马来西亚华人独创的“廿四节令鼓”，成为中马文化交流的

一段佳话。尤其是 2011 年，当汕头市主要领导访问新山时，在陈旭年街的华族历史文物馆

了解到当地的游神文化，深受感动，当即决定于翌年派出中国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潮阳英

歌舞参与其盛，随后还缔结友好城市关系，委实给今年 30 万人狂欢的新山游神嘉年华添了

一把火。 

再次是马来西亚相对宽松的族群政策与和睦的族群关系，为华社坚持传统习俗提供了良

好的社会氛围。“古庙众神出游不仅是一項宗教活动，也是一项富特色的民俗文化活

动，有赖于政府给予各民族文化自由发展。古庙众神出游已被列入柔州旅游年历项

目之一。”13大马华人在多元种族的环境下，执着地维护文化传承，不断发展和创造出一套

具有本地特色的新山华人文化，古庙游神活动展现了新山华人社会的凝聚力以及中华文化的

适应和再生能力。另一方面，以新山古庙游神活动为代表的海外华人游神，已为住在地社会

所普遍接受和认同，政府也认为这种活动既是民俗祭神，也是健康有益的社群联谊交流的社

会活动方式，是增进华社和当地族群交流感情、增进团结的一项重要活动。 

 

四、几点启示 
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中国的许多地方，传统的民间社会文化正以各种习俗形式顽强地传

承下来，成为普通民众信仰的主要表达与实现方式。如今侨乡的各种游神活动，依然残存着

相当的迷信色彩，但在乡村民间，更多时候还是表现为一种节庆式的狂欢，承担着传承民间

传统文化和习俗的功能，比如凤塘镇陇村村民出动大锣鼓，锣鼓队里面有化妆游行，有

布马，有穿古装的，这些标也有刻字、割字、雕字、绣金，没有这个机会，就没办法

全面地展示这些工艺，游神活动为传统民间工艺提供了展示的舞台，也是一次文化传

承的大展示。游神作为一种分散的、具有乡俗特色的民间活动，在内容和形式上从来就不

是一成不变的，如何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成为研究过程中应该解决的问题。 

由于受地理疆界和政治因素等影响，历史上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和精英文化并没有在东

南亚真正扎下根来，东南亚华人社会中流传最广的是各式各样的民俗文化，新山游神正是这

种文化的佼佼者。游神作为庙会文化的一种活动形式，其文化意蕴，不仅表现在民间信仰和

民俗文化上，亦显现于其社会性，游神与区域华人社会的互动关系，有其本土化的轨迹及特

殊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情境。14实际上，原乡情节是民俗文化在异国他乡生根发展的重要因素。

由于早期华人移民文化程度低，他们在海外立足的同时，往往将乡土信仰和民俗文化带了过

去，并与其后输入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形成并行不悖、相互渗透的二元结构

体系。可以说，以新山柔佛古庙游神为代表的海外华人文化现象，正充分反映出了海外华侨

华人文化的这一特点及其在构建当代华人族群文化中的重要价值。 

随着中国的日益复兴，海外华侨华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大为增强，对中华传统文化

的价值予以高度评价，并付诸其构建族群文化的行动之中。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和民间

文化的复兴、社会上对华文教育、中华文化的大力推介，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海外华侨华

人社会的文化活动，形成了侨乡与华社、政府与侨团等海内外多渠道、多层面的文化交流互

动局面。然而，囿于对华人传统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活动的偏见，各方力量在相关问题上仍

有博弈的空间，在此背景下，开展学术研究、加强新闻舆论宣传等方法不失为一种积极稳妥

的尝试，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1
 在学术交流中，南方大学安焕然博士认为，新山游神的成功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从最初单纯的游神活

动发展到后来的“嘉年华”商业包装，新山游神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出一条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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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以闽南、潮汕、客家、海南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侨乡，由于第一代新移民的断层，

其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的联系特点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侨乡民俗文化与海外华人文化的双

向互动，越来越成为维系海外华人与中国关系、推进中国与住在国关系发展的重要手段。学

界应当加强观察和研究活跃于海外华侨华人社会中的民俗文化现象，深化传统民俗文化对于

强化华人文化凝聚力作用的认识，为海外华社和侨乡文化研究提供扎实有力的理论支撑。 

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原乡的民俗文化遗产在分享了古庙游神的成功经验后，其潜在价值

将为人们所认知，其蕴含能量终将被进一步激活；中国原乡与马来西亚华社的文化互动和交

流，将揭开崭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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