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5 

ВЗАИМОСВЯЗАННОЕ ФОЛЬКЛО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СОЗДАННОЕ ЖЕНЩИНАМИ-УЧЕНЫМИ 

INTERRELATED FOLK HERITAGE CREATED BY WOMEN SCIENTISTS 

Чжан Хуншань, 

Минск, Беларусь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история женщин-ученых, разнообразное фолькло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Резюме: Фольклор - это своеобразная дисциплина, чья тесная связь с историей страны, ее 

автохтонной культурой была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исследована. С разворачиванием процесса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данная взаимосвязь проявила себя в наибольшей степен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в фольклорном наследии, 

созданном женщинами-учеными, особое внимание уделяетс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тенденции бережного 

отношения к культурному разнообразию, его диахроническому развитию. К счастью, интерес к 

фольклорному наследию женщин-ученых был возрожден,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в силу культурного 

разнообразия, с другой стороны, вследствие популярности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обществе 

и создания еди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 что привело к гомогенизации различных фольклорных традиций. 

Keywords: history of female scientists, diverse folklore heritage. 

Summary: Folklore is a kind of discipline, whose close connection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 its 

autochthonous culture has been insufficiently investigated. With the unfolding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this 

relationship has manifested itself to the greatest extent.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folklore heritage created by 

women scientists, special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current trend of respect for cultural diversity, its diachronic 

development. Fortunately, the interest in the folklore heritage of women scientists was revived, on the one 

hand, due to cultural diversity,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the popularit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modern 

society and the creation of a single translation, which led to the homogenization of various folklore traditions. 

 

民俗学是群体的生活文化，包含人们相处、互动以及相互理解的基本文化指令，包含着人生最基本

的行为方式。民俗民俗得到尊重和重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于民俗以及成为人民正确感知和想象共

有生活的一种依据。[1] 

“女性研究者的女性视角更清晰，更容易体认女性的情感，能够更好地进入女性的日常生活。”女性

学者本来就应该在婚姻、家庭这些“东家长李家短”的问题上拥有更多的话语权。这一认知，实际上是与

社会性别制度中对女性的规定相互呼应，换言之，女性的日常生活格局应该与学术格局相一致。比如

，女性在调查与育儿有关的问题时，会更容易与访谈对象形成共鸣和同情，能够迅速融入田野，获取

更多的经验资料。这是因为，女性在某些领域天然地具有一些便利。女性学者去做这些话题的研究，

自身的经验也能帮助她发现女性与社会发展的相关关系。[2] 

近些年国家、历史与民俗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同时也都有性别问题凸显。从民俗学研究中可以看出

指出，这是一种十分感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影响理论走势的问题。就是把关注重点放到女性学者的身

上，因为她们的研究工作和著述有史料可依，有与男性民俗学者合作或不和谐的记录。对之展开研究

，能观察、能统计、能反思，能走向国家、社会、历史和传统的深层。这是一项值得进行，也可以开

展的工作，可惜以往光顾者少，现在关注的也不多。 

女性学者概念不仅于狭义的泛指，而是具有广义的概念。在十九世纪初期民俗学搜集和研究的女知

识分子所采用的界定，实际上，有些女性学者的贡献比男性更重要。则侧重于民俗搜集资料和民俗研

究成果两者。来到这个领域工作的学者未必是专业民俗学者，而这也符合那个时代女性和男性学者都

大量民俗学活动的事实。中国女性学者的民俗学遗产是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并大都获得男性

学者的支持，双方形成合力。 

在中国民俗学学科中，钟敬文问老先生是该学科创始人，从他的著述可以看出，接受精神民俗论，

是他把中国国学中的民俗观加以现代科学化，转为独立学问的一个过程。“民俗”一词，在中国古已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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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前民俗附属在经史子集各门类中，并没有专门的类别。班恩的精神民俗观出现后，让中国民俗

有了自我归类的可能。 

而钟敬文老先生的夫人陈秋航老师也是一位民俗学领域的重要女性学者。 

钟敬文与夫人陈秋帆，携手东渡日本留学。钟敬文从事中日民俗学比较研究，陈秋帆的翻译就以日

本和朝鲜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著述为主，她翻译的日本民俗学者松村武雄《山姥的手》等，成为钟敬

文与松村武雄对话的基础。她不仅翻译，还有自己的研究。1932 

年，她翻译日本学者中村星潮的《农村教育之根本问题》时，在中文设了“译者按”。她在按语中提出，

农民文艺传承一般文艺的原始形态和要素是最文艺的东西［3］。钟敬文在日本期间发表过推介朝鲜汉

学家兼民俗学家洪锡谟《东国岁时记》的论文，阐述中国魏晋时期《荆楚岁时记》对东亚国家岁时民

俗研究的历史影响。陈秋帆也在这期间随之投入了这项工作，增加了对朝鲜民间文学作品的翻译。他

们还合译过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的中国小说在日本江户时代流行之一斑》，作者是日本东京法政大学

教授，主持日本著名中国古籍图书馆之一静嘉堂的工作，是陈秋帆在日本留学时的导师。长泽规矩也

在此文中指出，中国文学对日本文学影响很大，但日本学者所做的是日本化的汉文学，对日本学术界

理解中国文学产生了不利因素。青木正儿拿出了很好的研究成果，代表日本中国学的进步。长泽规矩

也所推崇的青木正儿是20 

世纪初敦煌学兴起时的后起之秀，是日本旧汉学转向新汉学的代表性人物。钟敬文后来多次向中国读

者介绍青木正儿对中国古典文学、通俗文学、诗词韵律学的研究成果。 

钟敬文主张研究、翻译与文学创作并行，不过翻译是相当费时的。陈秋帆的日语极好，承担了大量

的日本民俗学著述的翻译工作，成为丈夫的得力助手。应该说，在本文对女性民俗学遗产的广义界定

范围内，陈秋帆也是一位女性民俗学。[4] 

在中国，女学者与民俗遗产建设发生联系，相对而言，也有一个家学熏陶与自由阅读的过程。与班

恩不同的是，这些中国女学者不是不能上大学的。当时中国在发生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巨变，兴起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转入了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她们都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著名女学者、古

典文学家冯沅君，受哥哥冯友兰的影响，在1917年上大学之前，已经饱览群书。进入学术领域后，她

从古典文学延伸到民俗学和外国文学，成为纵横学界的多面手。另一位著名女学者、中国文学史研究

专家沈祖棻，也因为家学渊源深厚，博览家藏，激发了过人的天赋，她擅长使用古典文学中的民间文

学元素创作新诗。 

不止于女性，在20世纪初的中国，男、女优秀学者的差别没有那么大。在20世纪初成名的鲁迅、周

作人、顾颉刚和钟敬文等，都有少年自由阅读的经历，后来又都对民俗学作出了卓越贡献。 

其中女性学者冯沅君在上大学前从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但后来经过现代大学教育，她成为古

典文学界的翘楚，然后涉及民俗学。她与高亨的合著《楚辞选》，里面有对古代神话研究的精辟见解

。她与丈夫陆侃如一起留学法国，又有了跨文化的训练，她以这种雄厚的实力处理民俗资料是游刃有

余的。她的戏曲研究专著《古优解》，运用法国人类学者格拉耐等的学说，分析中国典籍《国语》《

左传》等史料，指出民间戏曲在政治、外交、宗教、娱乐、生产、生活中的多种功能，多有新见。[5] 

新中国成立初期，继续传承延安文艺新传统，女性民俗学者李星华加入了云南民间文学调查组。她

奔赴滇西，向边疆群众搜集传统故事，在工作中了解到尊重多民族多地区文化传统的重要性。20 

世纪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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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女性民俗学者郎樱从中央民族大学毕业。此后，她把毕生的精力都放到对西北柯尔克孜族英雄

史诗《玛纳斯》的搜集与研究中［6］。20 世纪70 

年代，一批艺术学者来到敦煌，考察和研究敦煌壁画中的舞蹈绘画。女学者董锡玖从敦煌壁画中发现

了诸多民俗，她介绍，在第217 

窟西壁下，有“折柳场面”，这类石窟艺术品是“表现人间社会生活、风俗习尚的乐舞场面和舞蹈形象”，

留下了历史艺术画卷。李承仙和常书鸿列举了第285 

窟的多位女神和男神，如“伏羲、女娲、日天、月天”［7］，指出中印佛教文化和石雕艺术交流的影响

。这批艺术学者在考察结束后，还与甘肃舞蹈艺术家合作，创造了大型敦煌舞剧《丝路花雨》，再现“

一带一路”历史文化的辉煌。季羡林先生曾撰文高度评价他们的工作，文章的题目就叫《敦煌舞发展前

途无量》［8］。 

“民俗学是研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文化传承的社会科学，它在应用上可以说是研究共同体延续的文

化政治学”；[9]女民俗学者的精神遗产覆盖面广、话题宽泛，涉及国家、历史传统、文化多样性、当代

与未来民俗的各个视角，现在还难以归纳十分集中的问题，但这笔遗产值得研究。女性的“细心，耐心

，不嫌烦，能沉住气”使她们对田野中的问题把握可能会更细致，有时更易捕捉访谈中的细微信息，也

容易体察到一些经常被男性忽略的细节，并在纷繁复杂的日常生活中发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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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езюме. Благодаря глубокому пониманию системы преподавания хора в китайских и российских 

высших обычных колледжах и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х Китая и России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проводитс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