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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神话与民俗信仰

GAKUSHU TO KENKYU

柳田国 男“ 人 神 信 仰 论 ”的 变 迁
孙

国际关系学院 日语系
[摘

敏

柳田国男的人神信仰论以 1943 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人神信仰论包含氏神

要]

信仰和御灵信仰，但到了后期，御灵信仰消失，人神信仰全部归入氏神信仰，他提出所有日本人都会数
度转生并最终化为氏神。柳田人神信仰论的前后期变化，从本质上来说是致力于日本民族的文化认
同和新国家学的“发明”。因此，柳田国男的人神信仰论既有其巨大的民俗学贡献，同时也具有迎合战
争的策略性局限。
[关键词]

柳田国男 人神信仰 氏神信仰 御灵信仰

柳田国男是日本民俗学的开创者，氏神信仰

民俗学

大正史 世相篇》
（1931）、
《日本的祭》
（1942）等。

研究是其民俗学的核心。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

其中《祭人为神的风习》对御灵信仰、
《农村家族制

也往往把关注点放在其氏神信仰方面。但是，如

度和习惯》对氏神信仰进行了比较集中的研究。

果以人神信仰为视角进行分析，我们则可以发现，
柳田也曾十分关注御灵信仰。
当然，柳田国男很少使用“人神”一词，在论及
人神信仰时也多称之为“祭人为神”。既然如此，
我们则可以将“人神”概念放大，使之包含氏神信
仰、御灵信仰、伟人信仰、战死者信仰等等。本文
拟在此基础上，以是否包含御灵信仰为标准将柳
田国男的人神信仰论分为前后两期，并通过前后
两期的比较探究其本质特征。

1.1

氏神信仰
柳田国男（2001）认为，日本人的氏神信仰分

为两个层面，一是从祖先崇拜中形成的氏神信仰，
即祖先神信仰，这是自古以来就植根于人们心中
的固有信仰；二是新的朝廷制度，即将日本朝廷神
话中的神灵，如宗像、贺茂、住吉、八幡、熊野、春
日、白山、诹访、鹿岛、香取等，派往日本各地，作为
更加灵验的外来氏神，统制本地氏神。其中由祖
先崇拜生成的氏神信仰是柳田信仰研究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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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前的人神信仰论

下文中所提到的氏神信仰也专指这种祖先神
信仰。

以 1934 年的《民间传承论》和 1935 年的《乡土

初期氏神信仰的内容还不是很清晰，大致内

生活的研究法》为标志，柳田国男的民俗学体系初

容为，农业耕作是日本人最重要的生活方式，春耕

成，从此民俗学逐渐壮大起来。至 1943 年为止，

秋收，祖先把辛辛苦苦开拓出来的良田美圃传给

柳田国男在民俗学的框架中对日本人的信仰做了

子孙，世代赖以繁衍生息。子孙感恩祖先的恩泽，

大量零星的研究，这些研究散见于《山岛民谭集》

自然而然的就诞生了祖先崇拜之风。以这种祖先

（1914）、
《赤子冢的故事》
（1920）、
《祭人为神的风

崇拜为基础，把祖先作为神灵祭祀供奉，祖先就成

习》
（1926）、
《农村家族制度和习惯》
（1927）、
《明治

为家族之神，形成氏神信仰，成为家族精神生活的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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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
（柳田国男，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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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被看作是御灵”
（笔者译，下同）[1]。御灵信仰

在灵魂观方面，涉及了灵魂从哪里来，如何转

的起源“和邪神或荒神的思想很接近”[2]。御灵信仰

生等。柳田认为，人的灵魂来自作为境界之神的

是祭祀凶恶的人神的思想，其思想来源分为两部

道祖神，灵魂转生的力量也来自道祖神。日本的

分，一为信奉恶神，二为祭人为神。在日本人的神

道祖神也可以写作道阻神，不仅是道路之神，同时

灵信仰中，灵分为和灵和恶灵，神就分为和神和恶

也是守护地界的神。自古以来人们就经常到路

神，甚至同一个神也有和善和凶暴的两面。柳田

边、村与村的交界处祈求健康的孩子。人们认为

认为，
“不仅限于日本，很多国家的民间神灵和佛

那是小孩子死后去处的塞河边，或者是人魂转世

不同，经常有善恶两面。而和人的生活接触最多

投胎为婴儿的地方。没有孩子的人们到那里祈求

的，并不是神本来的亲切之姿，而是其偶尔的愤怒

孩子，有孩子的人们祈愿孩子健壮成长。数百数

与威力。对善神来说，即使不祈愿什么也可以得

千年来，凡人的父母向道祖神求子，也就是说，人

到当然的恩惠，与此相反，对恶神如果不早早奉

们在借形体于母胎的同时，也从村子交界处的石

祀，则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因此常常讨恶神的欢

头堆里获得灵魂。人活于世，灵魂的不断使用会

心，吸引他的注意力。此神如果是移动性的神，就

使其一点一点地变旧变脏。石地藏所在的地方，

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的把他送出村去，如果是本地

大多是可以重新换用的清净的人魂聚集地，因此

的神，就把他看作凶暴的地主老财一样，每年极尽

在这里也会发生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新

小心地祭祀，高度注意不要引起他即使一点点的

婚的妇人从这里经过，就发现了怀孕的征兆等。

怒气，以招致他凶暴的神罚”。
（柳田国男，1997：

人们向道祖神、地藏、小石头堆求子，其根源是一

446-447）同时，把人祭祀为神，这根植于日本的万

致的。生活里充满了不安，对轮回转生的信仰作

物有灵思想。神这一词语在日本用义非常广泛，

为一种终极力量，可以使人的心灵获得救赎。
（柳

卑贱的或者被称做野神之类的东西中，有时也会

田国男，1997）

有树木、动物等。人的灵魂成为神受到膜拜祈祷，

不过，日本的轮回转生却和佛教不同，死后人
的灵魂并不是马上就转生到别的家庭，或者迁徙

也是当然的。
（柳田国男，1998a）
柳田认为，
“祭人为神是日本民族的惯常之

到别的世界。人们坚信，父母的父母们都栖息在

习，人在死后经过一定的期间，在一定条件之下，

故乡的山川草木里，怀念并守护着他们曾经置身

大致会遵循以往的方式，将其祭祀于一处神社的

于此地的现世生活。
（柳田国男，1998a）这也正是

神灵”[3]。
“此神大致立于人天之境，是近世所谓荒

氏神信仰的根基所在。

人神的一种，属于御灵”
（柳田国男，1997：488）。

将祖先祭祀为神有一个必备前提，即灵魂脱

可见，所谓的祭人为神，正是指御灵信仰。不过，

去死的污秽。而灵魂脱去死的污秽，则需要两个

并不是任何灵魂都会被祭祀到神社里，将死者作

条件。第一，经过一段时期。在日本，死是污秽

为人神（御灵）祭祀到神社里有三个条件。第一，

的，需要经过 33 年或 50 年才能净化，这正好是族

他们生前都是一代一方的俊杰。第二，要有枉死

人忘记死去人的时间，而从外部看，这刚好是墓地

的念力。他们大多数是英年早逝之人，尚有生活

的树木变成树林，墓碑上的字逐渐被人们忘却的
时间。第二，有后代祭祀，通过祭祀使灵魂净化。
死而无后，没有家族祭祀的亡魂经常会显现于人
间作祟，
努力使人们来祭祀他们。
（柳田国男，
1998b）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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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渴望，而在愿望并未达成之时就死去了。自然
终老的人，成为氏神，而无法成为人神。枉死的人
具备了必要的条件使肉体虽去但念力却能留于
世。日本人非常重视的就是这种未了的念力。古
时候京都的八处御灵等都是枉死的贵族。作祟一

御灵信仰

词作为中世用语，是指神威以及基于此的人祸。

柳田国男说：
“人死后如果不能被祭祀于氏神

只有遗念余执非常强烈，经常以所谓作祟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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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自己强烈的喜怒之情表达出来的冤魂，才可以

的话说，是以人格的崇敬为主而祭祀的，并非出自

被当作灵验之神进行祭祀。第三，人神在日本诸

对作祟兴灾的怨灵的恐惧，也并非出自如果祈祷

神的系统组织中地位较低，一般来说有地位较高

就会有赐福的期待和感谢。藩士在君主临终时把

的神在其上进行统御。
（柳田国男，1997）例如，年

旧君的始祖供奉于神社等就是其中很显著的例

纪轻轻就被杀害的武者常常被尊为若宫八幡。所

子，但这些神灵一旦跨越了地界就不被认为是神

谓若宫，即为贵者之子，若宫大多祭祀的是悲惨死

了，所以在这一点上还是遵循了以前的习俗的，换

去的人的灵魂。人们相信，在大神的统御之下，即

言之，这是人神思想的第一次扩张。而第二次就

使这些若宫经常发怒，但有大神的德威所在，也能

是脱离和乡土的关系，把人之灵作为国家全体的

很容易将他们收服。
（柳田国男，1998b）

神进行膜拜崇敬。在西南战争之后，东京的招魂

氏神是和神，御灵是恶神，但比起氏神信仰，

社祭祀其战死的将士是其之始，而达到今日之规

御灵信仰更受到人们的重视。
“御灵一般是仅靠当

模，是从十几年后的爱国战争开始的。死当成为

地大神的威力难以制御的灵魂，因此虽然人们自

国家之神，这种壮烈的觉悟，把立于战火之前的人

古以来的风习是以祖灵为中心在产土社、祖灵社

的精神提高到多么高的程度，这是无从得知的”

统一进行祭祀，但后来更普遍的做法是把八幡、天
满等大神请到当地，人们坚信他们拥有统御灵魂
的最大力量，与产土神形成主从关系”[4]。

（柳田国男，
1998a：
513-514）。
也就是说，人神思想第一次扩张的表现就是
祭祀丰臣秀吉、德川家康、岛津齐彬等，这和氏神

另外，柳田国男在 1914 年提到楠木正成之死

信仰中的祈福、御灵信仰中的防灾不同，是出于人

的时候说，
“把这古老意义上的作祟神德最显著发

格崇敬的。但这些人神依然是作为某一地方之

挥出来的，就是怀有强烈的一念之力的人们残生

神，并不是全国的神。而第二次扩张的表现就是

于此世的御灵。……楠家兄弟在凑川临死前做何

靖国神社及其前身东京招魂社，在这一信仰中，人

宣言？即便今人也不敢将之视为无根据的妄想，

魂突破了地界，可以成为国神。

而我们现代人的理想也复如此。如果能死而成为

“二十一年养在我手，三月不见成为国神。这

幽界之名士，也算终男儿之能事。此思想所及之

类歌谣在日俄战争时不知不觉就流行起来。这虽

处本来甚广”
（柳田国男，1997：495）。也就是说，

然也是古风式的、久眠于多数国民心底的灵魂观，

柳田认为，在人们的信仰中，楠木正成兄弟一定会
凭借临死的念力化为御灵，以作祟的神威显灵于
世。这和中国的即使化为厉鬼也要如何如何，是
非常相似的。
1.3

人神信仰的新扩张

但随着新国家主义的发扬，忽然脱离出产土的狭
窄的界限，马上就带来了巨大的团结。大家也渐
渐认为，人生所到之处的青山皆可作为坟墓之地，
到处都可以工作至长眠。这亦是一大助力。
”
（柳
田国男，1998a：
514）
靖国神社信仰的突破，不仅仅是地界，更重要

人神信仰是不断变迁的。氏神信仰和御灵信

的是对灵魂归处的颠覆。人生的自然理想是死去

仰是日本历史比较悠久的两种人神信仰，至近世

融入祖先氏神，风云人物死后或为御灵，或为人格

近代，人神信仰出现了新的扩张。
“所谓人格崇敬

崇敬之神，但这却不是普通人可及的。而在新国

的思想，是在长久的岁月里极其缓慢地养成。千

家主义这一意识形态的推动下，战死成为国神变

年以前就不用说了，即使在后来的丰国大明神、东

成比归于氏神更优的人生选择，这是对古老信仰

照大权现的时代，都很难找出与大正时期一致的

的颠覆。同时，柳田认为，这种扩张带来了为国战

可称作日本人气质的东西。变迁是自然发生的”

死的全民团结，是对国家有益的。

（柳田国男，
2001：164）。
“不过，明治时代增加的许多地方神，用今天

综上所述，柳田国男前期人神信仰论的特点
可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人神信仰包括祖灵信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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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御灵信仰、伟人信仰、战死者信仰等，其中伟人
信仰和战死者信仰是日本近世近代的新变迁形
式。第二，在 1943 年以前，虽然柳田国男已经关
注到伟人信仰、战死者信仰的兴起，但战死者的灵
魂归处问题尚未凸显。在柳田国男的人神信仰论
中，人死后灵魂的归处主要有两处，一为氏神，二
为御灵。子孙祭祀是成为氏神的必要条件。枉死
的灵魂凭借强大的念力化为御灵。第三，柳田国
男认为，人神信仰如同其他社会事象一样，是不断
变迁的，随着时代的变化产生新的形式和内容。
战死者信仰带来战时的团结，是国家的助力。可
以看出，柳田国男的民俗学并不是指向古代的，而
是指向当下的一门学问，具有强烈的经世性。而
战时的民俗学研究，
无疑充当了战争的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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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七生报国与人神信仰的矛盾
二战期间，上至政府文书，下至士兵的家书，

“七生报国”一词大为流行，以此大肆号召宣扬日
本士兵为国捐躯。那么，七生报国一词是如何流
行起来的呢？它与人神信仰之间有何矛盾呢？
七生一词源自《太平记》中对楠木正成临死之
际的描述。据记载，楠木正成于 1336 年 5 月与足
利尊氏大军在兵库凑川激战，败于足利军，楠木一
族退于民舍，念佛之后一齐切腹自杀。临死之际，
正成问弟弟正季说：
“据说人会依靠临死的一念而
转生。你想转生成什么？”按照佛教的说法，人在
佛教十界中除去佛界的九个世界，即菩萨、缘觉、
声闻、天上、人间、修罗、畜生、饿鬼、地狱中转生。
正季说：
“我 要 七 次 转 生 为 人 ，誓 杀 朝 敌（足 利
氏）。
”正成说：
“这真是罪孽深重。我也一样，定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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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后的人神信仰论

随着战争的蔓延，战死者越来越多，解决战死
者灵魂归宿的问题提上日程。按照柳田国男前期
人神信仰论的研究，这些在战场上的阵亡者，并不
是寿终正寝，特别是，他们其中很多都是尚未成家
的年轻人，无后而终，这在氏神信仰和御灵信仰的
脉络中，明显是要化为御灵的。无数的战死者化
为御灵，这对怀着满腔爱国热情的柳田国男来说，
是不可接受的。
1943 年，柳田国男在关于氏神信仰的演讲中
明确提出了信仰与战争的关系。他认为，信仰对
战争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站在合理主义的立场上
是无法理解、无法解释何为军神。如果氏神信仰
生生不息，
“那么继军神之后，日本也会有人慷慨
赴死吧。……这一工作实际上和制造弹药一样，
是战争的后援工作”[5]。如何在氏神信仰的框架中

转生为人以达夙愿。
”两人大笑着互刺而死。
（岩田
重则，2003）
二战中七生报国一词的流行源自旅顺之战中
日本军人广濑武夫临死前的一首汉诗：
“七生报
国，一死心坚。再期成功，含笑上船”。对这一行
为，夏目漱石和柳田国男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回
应。夏目漱石写了《艇长的遗书和中佐的诗》一
文，对此进行了讽刺。夏目在文中说，
“广濑中佐
的诗与其说是拙劣，不如说是太落入俗套，这首诗
毫无个人特色，是不需要写出来的，但是广濑却留
了下来，唯一的解释就是觉得自己很伟大，而进行
自我褒奖。因此广濑的行为看似很勇武，其实是
很虚伪的”[6]。而柳田国男则大为赞赏，说：
“当广濑
中佐留下七生报国的遗言登上旅顺的闭塞船的时
候，这句话已经成为年轻人的名言。虽然也有人
把这首诗作为诗人死前的咏叹，但作为立在生死
关头的一名精诚的武夫，这与其瞬间的心境是极

树立军神信仰，成为柳田氏神信仰研究的重要课

为贴切的。而正因为这是其日常熟读之句，才会

题。之后，柳田国男对日本人的信仰研究体系化，

有更新的感触。而这种体验现在正由至诚纯情的

出现了几部集大成的研究成果，如《话说祖先》

年轻人们继承，并发扬光大。七生报国这四个字

（1946）和“新国学谈”三部作《祭日考》
（1946）、
《山

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学，成为国民生活的一个目

宫考》
（1947）、
《氏神和氏子》
（1947），对氏神信仰

标”[7]。从七生报国一词，夏目漱石看到的是自我褒

做了体系化的深入研究。

奖的虚伪，而柳田国男看到的是精诚至纯的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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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情，
而且柳田认为，这种精神需要发扬光大。

靶子并不是战死者化为御灵，而悄悄地把战死者

但是，这种转世七生的想法却在柳田人神信

化为佛教中的饿鬼。于是，柳田国男挥起弘扬日

仰的体系中产生了矛盾。在《太平记》中，转生是

本文化的大旗，对外来佛教侵入日本人的灵魂观

在佛教体系中展开的，会有十界转生，在神道中，

进行了批判。或者说，在柳田国男的佛教批判的

怀着强烈的怨念转生也属于御灵信仰体系。如果

掩 盖 下 ，前 期 研 究 中 的 御 灵 信 仰 离 奇 消 失 了 。

按照这一逻辑，战死是一种怨念之死，战死者转生

1947 年，柳田国男说，
“日本的神道就是氏神的传

即化为怨灵，那如何能号召万千年轻人投入战争

统”[8]，完全把御灵信仰从神道中抹煞了。

呢？因此，通过学问研究使楠木正成和七生报国
的战死者们脱离御灵信仰体系，进入氏神信仰体
系，
这成为柳田人神信仰论亟待解决的时代问题。

2.3

氏神信仰中转生观的建构
其次，柳田国男将转世七生建构成为氏神信

仰转生观的重要内容。
2.2

佛教批判与御灵信仰的消失
首先，柳田国男将御灵信仰从研究视野中抹

去，
其手段为佛教批判。
柳田国男提出，佛教侵入日本的生死观，改变
了日本人对灵魂的看法。盂兰盆节是祭祀亡灵的
节日，盂兰盆节祭祀的亡灵包含三个种类。第一，

通过佛教批判，柳田国男巧妙的把御灵信仰
抛诸脑后。战死者如何不化为御灵的问题似乎解
决了，但战死者如何化为氏神，还需要进一步建
构。于是，柳田国男对前期的氏神信仰又做了修
正，主要是对转生观做了大量修补。
柳田认为，日本人的转生观主要包含四项内

是祖先之灵，即祖灵、祖先神、氏神。第二，是过去

容。第一，死后灵魂仍然留在国土上，不会去遥远

一年间去世的新魂，也叫做新精灵，有的地方“精

的远方。第二，显幽二界的关系是非常亲近的，交

灵”一词也特指新亡的灵。第三，
是外部的亡魂，
也

通便捷，交流频繁，来世就在今生的身边，只是我

叫做“客佛”
“无缘佛”
“饿鬼”等，
是借着盂兰盆节的

们看不到。灵魂来去是完全自由的，可以经常回

机会聚集而来的无家可归的灵魂。这第三种“外部

访。但如果对此世的牵挂没有了断，就无法踏入

的亡魂”正是佛教带来的，
是“加入日本固有的祖先

彼世。第三，灵魂必然转生为同一家族的血脉。

祭祀思想中的新成员”。
（柳田国男，
1998c：
72-73）

祖先会为子孙策划，经几度转生进行同一事业。

对这种佛教式的灵魂观，柳田批判说，以前日

第四，依靠临终未完成的强烈心愿，亡魂会长久的

本人的祖先观中对历代祖先没有差别待遇，人死

留于世上。
（柳田国男，1998c）因此，生前的愿望死

之后过若干年，就会融入一个尊贵的叫做祖神或

后必能达成。

祖灵的灵体中，舍弃个性，融为一体。但在佛教文

由 此 ，柳 田 国 男 建 构 起 他 后 期 的 氏 神 信 仰

化的影响下，没有留下子嗣就去世的人，无论怎样

论。他认为，对日本人来说，彼世并不是遥远的国

为家为国鞠躬尽瘁，也只能成为饿鬼。而佛教的

度，仅靠一念之力就能转生，继续经营人生。代代

唯一解决方法就是在祖先祭祀中增加对饿鬼的祭

祖先不断转生，服务于同一国家。这些“善意的幽

祀，把这些亡灵送往十万亿之外的遥远地方。
（柳

灵”永远留驻在国土上，这是日本民族的本来之姿

田国男，1998c）这和日本固有的灵魂不离开故土

态。成神与转生是两立的，死后没有再转生的灵，

的观念是相违背的。

就永远作为祖神保家卫国。一旦被祭祀为神，就

从这里可以看出，柳田国男偷偷更换了他要

没有机会再转生了。灵魂将舍弃作为人的个性，

批判的信仰预设。在前期的研究中，柳田认为灵

融入到叫做祖灵的强大的灵体中，为家为国，自由

魂有两个归处，即氏神和御灵，因此，柳田要解决

地活跃着。这就是氏神信仰的基底。
（柳田国男，

战死者归宿的问题，需要批判的前提预设应该是，

1998c）

战死者化为御灵。但在后期研究中，柳田批判的

通过转生观的补充，柳田国男重构了氏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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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论。在前期，柳田国男的结论是，人如果枉死，

当时既有巨大的民俗学贡献，也凸显了其战时迎

会通过强大的念力化为御灵，如果寿终正寝，则化

合战争的时代局限性。

为氏神。通过后期的重构，结论已然变为，人死之
后，可以通过数度转生，实现生前夙愿，并最终全
部化为氏神，保家卫国。由此顺理成章的实现了
对投身战争的号召。
“所以会有七生报国的愿望”
（柳田国男，1998c：146）。
“代代祖先不断转生，服
务于同一国家，能够坚信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幸
福的”
（柳田国男，1998c：148）。
2.4

3.1

日本民族的文化认同
经世济民是柳田国男学问的一贯属性。在民

俗学之前，柳田主攻农政学，其经世济民性更加直
接，后来柳田转向民俗学，用民俗学指引人们走向
幸福也是它的一个重要目标。通过民俗学特别是
人神信仰体系的建构，柳田的一个重要学问目标
就是重建日本人的精神世界，实现日本民族的文

子孙祭祀

化身份认同。但是在战时，这一民族文化身份认

成为氏神的前提条件是子孙祭祀，但战死者

同又变了味道。

们无后而终，
那该如何解决呢？

1937 年，柳田说：
“最近德国新兴纳粹的民间

柳田国男在《话说祖先》
（1946）的开篇就从继

传承研究热是非常值得称道的。……为了诠释德

承制度入手对祖先的概念进行了剖析。祖先一般

意志的特质，高扬德意志的民族魂，纳粹政府非常

是指家族最初的一个人。从继承制度来说，日本

重视民间传承的研究，
特别强调德意志拥有世界上

存在长子继承、末子继承、分割继承等，但大多为

最好的精神，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拥有更好的精

长子继承。长子继承家业，次子及以下的孩子要

神”[9]。战后，柳田说：
“通过系统的知识与思考方式

么成为长子的分家，要么就离开当地，重新创立家

尽量振奋起战败后国民低沉的志气，
这是日本民俗

业，从而成为新的家族的祖先。

学被赋予的新任务”[10]。
“现在，
人们担心政治、
经济

柳田认为，战死者无后而终，可以通过创立子
孙使他们有后代祭祀，进而回归氏神体系。如果

的殖民地化，
而我最担心的是文化的殖民地化，
……
我期待着理解日本现实的日本理论的诞生”[11]。

死者是作为继承人的长子，就制定制度赋予其子

从战时到战后，柳田一直很关心如何通过民

孙后代，如果是次子及以下，就使之成为家族的初

俗学建构日本民族文化身份、形成民族凝聚力的

创者为其设立子孙后代。这一子孙如果不是直

问题。这一问题意识在战时起到战争推手的作

系，那么旁系也可以，甚至是无血缘者也可以。没

用，到战后才回归理性。
“在文化民族主义的意识

有血缘关系的人成为继承者是符合日本古代的继

形态中，民俗成为民族、国家的文化‘深层’
”[12]。

承制度的，日本自古以来就有从伯父到侄子、从伯

二战期间在日本发展起来的柳田民俗学，也势必

母到侄女、或者完全由无血缘者继承家业的民俗

成为日本法西斯主义国家文化的深层。

传承。
（柳田国男，1998c）
柳田说，
“让献身国难的年轻人成为家族的初代
祖先，
这也是再次振兴日本固有的生死观的一个机
会”
（柳田国男，
1998c：
150）。可见，
一方面，
柳田国
男要使战死者成为氏神，
另一方面，
柳田国男也要通
过重构氏神信仰来建构战后日本人的精神世界。

3 柳田国男人神信仰论的历史贡献与局限性

3.2 新国家学
对国家的热爱、对时局的关注一直是柳田国
男学问的灵魂，而其中战死者这一主题一直在柳
田国男的研究中若隐若现。早在柳田国男作为文
学者、诗人的时期，他就撰写了大量浪漫抒情作
品，其中不乏写景抒情、歌颂国士的作品。如他在
明治 23（1890）年发表的《地》，歌颂了为国捐躯的
国士。明治 28（1895）年，发表《古战场》，文中宣

柳田国男的人神信仰论在前后期发生了巨大

扬，武士们的尸骨虽然已经消失，但英名会常留世

的变化，这是与其当时的历史时代紧密相关，这在

间，为子孙传颂。明治 28（1895）年，发表《八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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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歌颂为国而战的大和魂。明治 29（1896）年，

的日记中写道：
“十二点大诏出。感激不止”[14]。
这一

发表《歌学私议》，认为诗人不能忽视社会现实，要

“感激不止”应该是饱含了柳田国男对战争的厌弃、

关心当世、
体恤众生。
（柳田国男，
2006）

对自己援助战争的无奈、
对自己反战的辩白吧。

因此，柳田国男进一步把民俗学和信仰问题
提高到国家层面。
“面临如今这旷古的大时局，日
本民族展现出的惊人的国民的精神力，特别是超
越生死的殉国至情中，除了日本民族的根本特质
之外，长久的岁月所培养出来的社会制度、特别是

4

柳田国男人神信仰论的战后评价

日本战败前后，柳田国男因其民俗学在学术
方面和社会方面的建树而在学术界、政界、社会上

可称之为民众的常识的东西，在背后发挥着重大

都受到了极高的礼遇。1941 年 1 月，他荣获第 12

的作用。……民俗学是反省的科学。……使人甘

次朝日文化奖。1942 年 11 月，在大政翼赞会之家

为家国献身的道德中，有着信仰的基底”
（柳田国

委员会演讲《家》。1943 年 6 月、7 月和 8 月，出席

男，1998c：118）。柳田认为，信仰的目的既不是宗
教，也不是民俗，而是在于国家。民俗学的新任务
是振奋国民精神。民俗学可以称为“新国学”，不
是新的国学之意，是国家一新的学问，是建设新国

大政翼赞会氏子委员会。1944 年 10 月，在内务省
神祇院演讲《我国的固有信仰》，其中关于生死观
的部分通过东京中央放送局进行了国际播放。
1945 年 8 月 11 日，他得知日本战败的消息，8 月 12
日，他对女婿堀一郎表达了迎接战败的决心，当日

家的学问。
（柳田国男，1999a）

下 午 ，他 在 木 曜 会 上 发 出“努 力 工 作”的 号 召 。

3.3 “传统的发明”

1946 年 6 月，他为天皇和宫家进讲。1946 年 7 月

英 国 历 史 学 家 霍 布 斯 鲍 姆 提 出“传 统 的 发

至 1947 年 5 月，任枢密院顾问官。1946 年 7 月，在

明”，认为很多“传统”与其说是拥有古老的起源和

靖国神社文化讲座演讲《氏神与氏子》。10 月，出

历史，不如说是近代的一种“发明”和“生产”。
“发

席 宫 内 省 委 员 会 。 1947 年 7 月 ，成 为 艺 术 院 会

明传统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过程”，换

员。1949 年 3 月，成为学士院会员。1952 年 3 月，

成后结构主义的语言就是“发明传统”是一种话语

成为 NHK 放送文化研究所的委员。1949 年 2 月

建构的过程，是“为了相当新近的目的而用旧材料

至 1962 年，频繁在 NHK 做神道方面的主讲，参与

来建构一种新形式的被发明的传统”。 因此，事

访谈节目。1957 年 3 月，荣获 NHK 放送文化奖。

实上，认为传统文化是从古代连续绵延传承下来

1951 年 11 月，
荣获文部省文化勋章。1962 年 8 月 8

的本源主义的文化把握方法是错误的。同时，把

日去世。8 月 10 日，
日本政府授予他正三位勋一等

“传统”和“近代”对立起来的二元式思维也是错误

旭日大绶章。8 月 11 日，天皇追赠慰问金。可以

[13]

的。所谓传统，就是当代被“发明”出来，被消费、
被有意识的操作和利用的存在。

说，他在晚年受到了极高的评价，
可谓荣华至极。
柳田去世后，民俗学、宗教学等领域学者展开

柳田国男的实践非常贴切的阐释了“传统的发

柳田思想的全面研究。一方面，柳田国男基于实

明”。通过柳田国男人神信仰论前后期的对比，可

证精神，对日本民间信仰中纷繁庞杂的实例成竹

以看出，
柳田后期的人神信仰论并不是日本自古以

在胸、信手拈来，颇有弗雷泽《金枝》的风范，他的

来的千年传统，
而是他在战时所改写、
创造、
发明出

氏神信仰论在学术届受到高度评价。另一方面，

来的新的“传统”，
完全是为了战时和战后的需要而

人们也开始反思他的学问。

创造设计出来的。这种人为的发明，
其目的正是为了
实现日本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和构建新的国家学。

从学问体系来看，纸谷威广（1987）认为，柳田
的氏神信仰论中还遗留了一些问题，
如祖灵归于高

那么，柳田国男是一名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者

山的思想与修验道和密教的山中灵地观的关系如

吗?1945 年 8 月 15 日，
日本战败投降，
柳田国男在他

何，个人的荒魂融入祖灵的过程如何等，都有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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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伊藤干治（1972）认为柳田国男的祖灵论可称为

出现了逻辑缺陷，日后受到了学术界的批判。正

祖灵一元论，
小岛璎礼（1972）则进一步指出，
并不能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把日本人的信仰完全统合于一元性的祖灵。
从柳田人神信仰前后期的论题转向来看，纲
泽满昭（1987）认为，祖先崇拜这一课题在昭和初
期时成为柳田国男学问的核心，这是因为日本近
代化引起家制度的崩坏，柳田由此开始思考“近
代”。樱井德太郎（1987）认为，这是因为随着战争
的激烈化，柳田更加关注“普通日本人”的生活，从
而开始研究日本民族的祖先观、祖灵信仰、灵魂的
归宿等问题。
同时，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柳田国男学问中
的“爱国”因素。神岛二郎（1986）提出，柳田国男
的民俗学是基于战败的痛苦与反思之上的强烈的
文化民族主义。堀一郎（1986）曾经说，柳田国男
的学问，特别是从战争末期到战后，充满了爱国、
忧国的热情，其神道研究并不是作为理论或考证
的学问，而是为了在日本民族精神低迷的时候寻
找到日本民族内在的价值所在，是为建立日本人
的民族自信、精神支柱的学问。中村哲（1986）也
认为，柳田民俗学中非常主观地摈弃了儒教与佛
教的因素，其根本是超越了实证的国学流脉的伦
理观，也就是说，爱国是先行于实证的。正如船曳
建夫（2000）所言，柳田国男是“日本民俗学之父”，
而“之父”则意味着他的弟子才是真正的民俗学
者，而在柳田民俗学中，实证精神有时则让位给了
爱国精神。
综上所述，由于柳田民俗学具有“国学”
“国家

5 结

语

综上所述，在前期，柳田国男的人神信仰论中
包含了氏神信仰和御灵信仰，御灵信仰的重要性
不亚于氏神信仰，寿终正寝的人会化为氏神，枉死
的人会化为御灵。到了后期，
“枉死的人化为御
灵”消失，直接出现了佛教系的“枉死的人化为饿
鬼”，柳田国男通过批判外来佛教文化对日本人传
统生死观的入侵而直接抹煞了御灵信仰，偷梁换
柱，把人神信仰全部归入氏神信仰，将氏神信仰上
升到神道信仰的高度，提出全部日本人都会数度
转生并最终化为氏神，进而实现了“人神信仰=氏
神信仰=神道”的建构。这一建构的目的是解决战
死者灵魂归处的问题，在战时可以召唤日本人投
入 战 争 、慷 慨 赴 死 ，在 战 后 可 以 慰 藉 存 活 下 来
的人。
柳田人神信仰论的前后期变化从本质上来说
是致力于实现日本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和构建新
国家学的“传统的发明”。柳田国男虽然并不是法
西斯主义思想者，但其民俗学建构在战时发挥了
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因此客观上对法西斯主义战
争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可以说，柳田国
男的人神信仰论既有其巨大的民俗学贡献，同时
也具有迎合战争的策略性局限。
[本文为 2016 年度国际关系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学研究业务费项

学”的性质，所以在思想统制很严的战争时代也能

目“靖国神社史研究”
（3262016T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项目主

够迅速发展起来。但同时，他的学术体系也因此

持人：孙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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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unio Yanagita's theory of Man-god Belief, formed in 1943,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eriods. In the early period,
the theory of Man-god Belief included Ancestor-god Belief and Ghost Belief, but in the later period, Ghost Belief disappea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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