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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山东多数地区，民间称冥婚为“结阴亲”
。结阴亲是一种特殊的婚姻形态，是指
双方当事人在亡故之后构成的婚姻关系。本文主要采用个案记录的叙述方式，对山东省莱芜
市近几十年来的冥婚习俗类型、仪式等进行了描述，并对冥婚原因及其所隐含的文化意义做
了初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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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文调研地点基本概况
莱芜市地处山东省中部，泰山东麓，北邻济南市所辖的章丘市，东邻淄博市博山区和
沂源县，南邻泰安市所辖的新泰市，西邻泰安市郊区。辖莱城、钢城两个区和一个省级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20 个乡镇、办事处，1070 个行政村（居）民委员会。总面积 2246 平
方公里，东西长约 56. 8 公里，南北宽约 62.2 公里，面积 2246.21 平方公里。总人口 124.29
万人；其中，男性 63.24 万人，女性 61.05 万人；非农人口 43.03 万。
莱城区地处鲁中泰沂山区，在历史上是齐国与鲁国的交界限地带，总面积 1862 平方公
里，辖 14 个乡镇（办事处），768 个行政村，人口 87.4 万。2006 年，全区预计实现国民生
产总值 158.5 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 5160 元。
莱城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著名的粮菜果畜生产基地，全区耕地面积 75 万亩，农
业人口人均 1.251 亩，土质肥沃。莱芜盛产“三辣一麻”
（生姜、大蒜、鸡腿葱、大红袍花
椒）
、蔬菜、瓜果、粮油等农产品。先后被命名为“中国生姜之乡”和“中国花椒之乡”
。境
内莱城区矿产资源丰富，现已探明的金属和非金属矿有 50 余种，主要矿种有铁、煤、铜、
金、石灰石、花岗石、大理石、石英石、白云岩等，其中铁矿石储量 6.5 亿吨，列华东之首；
煤炭储量 8 亿吨，是全国地方煤矿重点产煤县市区之一，素有“钢城煤都”之称。 全区钢
铁、铸造行业蓬勃发展。
钢城区是全国最小的县级区。1993 年建区，人口只有 29 万，面积 336 平方公里。然而，
就是这个最小的区，背靠莱钢集团，去年全区人均 GDP 在全省排名 16 位，人均财政收入位
列前五。目前的钢城区，全区村村通公路、自来水和有线电视，农村基础设施大大改善。截
至 6 月底，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9944 元，农民人均现金收入达到 4114 元，有
68 个村集体经济收入达到 10 万元以上。
由于时间所限，本文主要的调查地点主要限制在莱芜市钢城区，仅小范围的对莱城区
有所涉及。

二、 莱芜当
莱芜当代地方志中的冥婚习俗
地方志中的冥婚习俗
所谓“冥婚”，当地称“结阴亲”
，就是指为死亡的孤身男女举行婚配仪式。孤身男女死
亡后，由家人或亲友为之操办，为其并骨而葬于同墓，在“阴间”结为夫妇。这样，男女双
方都能够得以进入祖林，入穴，宜家宜室，并且可以过继后嗣，使自己的血脉在家谱上代代
延续，并得以享受后代的祭祀。
当代编修的地方志中对莱芜冥婚习俗有所记载。张兆清主编《十卷书.村庄》卷十，总
附录之十八---《莱芜民俗》之“禁忌与陋俗”：未婚男女夭折，双方父母便托媒找合适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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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成婚，进行合葬，称结阴亲。双方家庭即成亲戚，常年走动，互相看望。 莱芜市志》 第
六节“迷信习俗”：结阴亲，未婚男女夭亡，一方向另一方类亡者提媒陈亲，举行同藏，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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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结阴亲”
。结阴亲后双方礼尚往来，与正常亲家无异。在莱芜风俗网风俗迷信类记载：

习俗结阴亲 未婚男女夭亡，一方向另一方类亡者提媒成亲，举行同葬，称为"结阴亲"。结
亲后双方礼尚往来，与正常亲家无异。上述迷信习俗，建国后随着人民政府明令禁止及群众
思想觉悟的提高，多数已基本消失。
但上述对结阴亲现象的描述，皆为少则几十字、多则数百字的简略的介绍性文字而已。
至于山东地区冥婚习俗的调查与研究，除了本人 2009 年所作《山东省梁山县冥婚习俗的调
4

查与研究》 外，至今还没有系统的调研成果可以参考。

三、 莱芜市冥婚的类型及其个案
莱芜市冥婚的类型及其个案
在莱芜地区，结阴亲就是指死人与死人之间的婚配，在调查中所有的调查人都是持此观
点。但实际上我却调查到一桩死人与活人之间的婚配，以及妻子改嫁的男方与妻子的死后并
骨，虽然讲述人认为这不属于阴亲范围，但在此我还是将其列入本文。
我调查到的案例，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死人与死人；死人与活人；死人与纸人。下面
分别辅以详细个案予以介绍。
（一）死人与死人的阴亲。其又可细分为:
死人与死人的阴亲
1、已埋葬多年男方与刚刚去世未曾发丧的女方。
这是莱芜最普遍的一种类型，几乎过半的个案都可归入其中。
1）个案一
访谈地点：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颜庄镇野虎沟村
访谈人物：赵女士，65 岁，村里的明白人，神妈妈
男方：张胜
女方：王筝
举办阴亲时间：2008 年
俺村里有个闺女 20 岁，在北京一所中韩合办的大学里念书，毕业那年查出来了白血病。
就住在咱莱钢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之后，好多人家就来打听想攀阴亲，还有的出不少的定
亲钱。可是这孩子她娘不同意，那些人明着是娶亲，实际上是想卖孩子的零件（身体器官）。
后来临着咽气前两三天，她二姑奶奶给介绍了个墨埠村的小伙子，她娘图个看闺女近便，就
答应了。那个小伙子是 2005 年死的，埋了三年了。说起来巧，他和这闺女同岁，而且也是
得白血病死的，这就是有缘分啊。
这种事没有声张的，都是亲连着亲介绍。就这样她二姑奶奶牵线做媒，倆边家长见了面。
男方去了一男一女，买的东西，带去了两个红包袱，里面也有红衣裳也有蓝衣裳。还给了
1200 块钱。一切都和活人一样订了亲。
等王筝一过世，尸体直接运到莱城火葬场火化，把骨灰盒抱到了男家。咱这边闺女死了，
反正是不能入林地的，不如直接葬到男家省事。咱这边是她亲姥爷和另外一个老头（即下文
提到的送阴亲后，即得癌症的王姓老人）去送的，没办法，这种阴间的事谁也不愿意掺和。
她娘给准备了“五条领”嫁妆。一件衣服叫“一领”
， “五条领”就是：球衣，褂子，小棉
袄，大棉袄，外套各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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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这种事都很重视，男家还给买好了棺材。棺材最底下是床红色的小褥子，约八十公
分宽，一米长，放上个红布缝的棉花小枕头，巴掌这么大，再往上铺上几件新衣裳，撒上骨
灰，最上面盖上小被子，盖上棺盖就大出丧（出丧过程，大体与个案二十类似，在此不再赘
述）
。
他俩也没拜堂成亲。以前都兴用双方的兄弟顶替做“替头”
，代替俩人拜堂，现在早就
不这样了。计划生育以后，孩子那么金贵稀罕，谁舍得让孩子去掺和这种阴间的事啊。以后
要真出了啥事，就从这上面犯疑影（怀疑）。你看，就这家，那去送客的王老头，这不，到
了当年过年的时候就查出癌症（见个案一 ）来了，这两天才下了病危通知书。
头着烧五七，男家父母专门来了一趟，给送来的做纸扎钱。说是让王筝爹娘看着孩子生
前稀罕啥就扎啥，钱都是他们出。后来就找了俺庄附近的一家纸扎店，扎的电脑，轿车啥的
一整套。五七那天，雇了辆车，拉着去的男家林地烧的。
男家还给他们过继的张胜哥哥家的儿子，才三四岁，也就起个指引灵魂的作用，给王筝
指指路。办完了阴亲之后，孩子她爷爷奶奶还带着他来认姥娘姥爷门呢。说是他姥娘姥爷还
给了他 600 块见面钱，这家人家怪会做事啊（即明白礼数）。
这是孩子一二十了，要是十岁以下就不办阴亲，随便找个旮旯埋了就算。要是再小，两
三岁，三四岁，埋也不埋，直接扔了，让狗吃掉。以前条件差，死孩子多，哪个村里都有“少
亡林”
，遍地是死孩子，往里面一扔就了事，现在就扔到荒郊野外。这种孩子是“讨债鬼”，
不是人，是到人世间来走一遭，坑父母的。只有让狗吃了，才不会再回来投胎。有的还在死
孩子头上拍一砖头，让他死透，别再回来。据说有的回来投胎的就说：
“那家人家真瞎包（坏），
还拍了俺一砖头，俺可不回他家了。俺去那个某某家，今天去，俺明天就回来”。还有的孩
子更瞎包，死了狗都不吃，他父母就得去看看，给他翻个身，这样狗才会把他吃掉。
2）个案二
访谈地点：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方家庄
访谈人物：栾堡芝，女，女方的表婶子
男方：肖马庄，李庆全哥哥
女方：方家庄，刘家
举办阴亲时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俺侄女四妮子 19 岁那年得了重病，总是咳嗽，没钱治，很久都不好。后来到了五月里，
实在病重了，才住了院。院里病床很紧张，大夫就让在走廊里搭了张小床，打针输液。刚去
的时候，四妮子精神还很好，在过道里来回跑。到了下午大夫给输完液，她爹还给她买了两
只冰糕，吃完了，还没来得及继续打针，就没气了。到了晚上，她哥哥就到俺家里来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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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爷，三大娘，四妮子死了，抬回来搁在南边场院 里呢。俺俩就赶紧跑到场院，一看，孩
子全身发青，脸都蓝了。按觉得不对头，就问聚众头（负责看尸体）怎么回事。聚众头悄声
说：
“大婶子，人家主家没说，你就别问了。这是打错了药毒死了。
”这都十几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人老实，也就这么算了。
四妮子她娘就问俺：“姐姐，前几年肖马庄李家死了个一二十岁的男孩，他姐姐是咱庄
霍家的，俺想给四妮子提亲，你看行吧？”俺就说：
“行啊，要不这么个闺女家，埋到地头
上算啥（那时候还不时兴火葬）？这亲事就这么订了。”
到了过晌午，给她买了口小棺材，里面放上点小硬币和棉花。我约合人给她棉了床一米
长，两尺宽的芜湖蓝小褥子，铺在身下。又给她做了件红棉袄，蓝外套，下身棉了条蓝棉裤，
蓝鞋。做了个一米面子，六尺宽的芜湖蓝布小被子，盖到身上。身两侧分别放一个包袱，一
个包两条旧裤子，另一个包两件旧上衣。盖上棺盖，找了本家四个哥哥抬着就往肖马庄男家
送。咱这边去了两个客（音 KEI，去男方吃酒席的贵客），还去了两个人帮忙拿嫁妆。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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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农村中用来打谷、晒粮食的平坦场地。
3

给四妮子准备了两个包袱，一个包袱里一个箔篮子，箔篮子里各有一面镜子，半缕宽心面，
几块钱。就这样，咱抬着棺材，跟着俩客，另外俩一人夹着一个包袱，把四妮子送到燕埠子
岭，大约是到男家距离的一半。这时候，李家也到了，迎过棺材，把咱抬棺材的工具换成他
6
们的，往回返。咱这边就只跟去了那两个客。 李家给俩人垒了个新坟，到那里就埋掉了。
李家还给夫妻俩过继了个儿子。李家总共有两个儿子，但都早早死了。老大留下了个儿
子（媳妇改嫁了），跟着姥爷爷爷奶奶过活。于是就干脆把这个孩子过继给了老二。两家人
亲戚一直走的很好，那孩子现在快二十了，每年都来看奶奶。2009 年 8 月，他姥爷去世了，
还来俺家报的丧，俺捎去了二十块钱，一刀纸。现在他奶奶年纪也大了，等她去世之后，这
亲戚可能就走动不起来了。
3）个案三
访谈地点：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方家庄
访谈人物：栾堡芝，女方的叔伯嫂子。刘洪，女方的亲哥哥（刘洪：从 1966 年开始在
村里小学干教师，还兼着干村里团支部书记、赤脚医生、宣传队负责人，管理村剧团。2006
年内退后，开始干大总理，在村里德高望重，相当于旧时的族长）
男方：方家庄，杨家
女方：方家庄 刘家
举办阴亲时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俺有个四妹妹，从小就有腿疼病，整天治也治不好。有天早晨按叫她去吃饭，开门一看
她吊死在房梁上了。那时候是八几年，她才 19 岁。那怎么办，一个小闺女家是不能入祖坟
的，那尸体埋在哪里呢？寻思了寻思，当庄里杨家有个儿子死了还没办阴亲。杨家这个儿子
三十多岁时，在辽沈战役（1946）中牺牲了，被追认为烈士。本来是该办阴亲的，但是他家
是个后娘，亲娘早死了，就没给他办这事。只是用他的旧衣服，写上牌位，为他做了个衣冠
7
冢，入了林地 。于是俺家就托人到杨家说和，希望能结个亲家。杨家也很同意，因为当地
的有说法，认为未婚男女死后会变成孤鬼。杨家当然也不希望此事发生，加之此事迫在眉睫
（当时不兴火葬，尸体需尽快下葬）
，于是决定马上为二人完婚。由于此桩婚事是俺女方主
动，所以男方一分钱也没有破费。俺家自己买了个大约一米六的小新棺材，铺上褥子，给俺
妹妹穿上蓝色新衣，放入棺中，上面再盖上小被子，搭上她平日的旧衣服，封棺。杨家提前
把抬棺材的工具拿来，套在棺材上。那一天要分两场，上午办婚事，下午办丧事。早饭后，
8
俺找了本家的一个大爷和一个姥爷 当客，几个人抬着棺材就往男家送。杨家为了给这个儿
子续支（有后代），就把他侄子过继来做儿子，抱着只公鸡，作为孝子给父亲指路，去迎娶
新娘。两家迎到半道上，杨家接过棺木往回返。咱这边就光跟去了那两个客去坐席（喝酒），
其他人就回家了。
杨家提前在家门口搭好了灵棚，里面放一桌子，棺材一到，就放进灵棚，把女方的牌位
9
（火纸叠的）放到桌上 。找了个神妈妈给念了念：
“你以后就找了媳妇了，在那边好好过日
10
子”
。这样婚礼就算完成。女方来的两个贵宾就入席喝酒。席间，杨家就开始报丧 。等酒席
结束，亲戚朋友也就差不多来齐了。此时，仪式正式进入丧礼阶段。先去土地庙，给俺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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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客分别是四妮子的一个大爷和一个姥爷，俩人都是七十多岁的老鳏夫。因为这和送平时的喜事不同，
送过阴亲的客，以后就不能再做阳间婚事的客了，所以多选年纪大的（因为他们以后做客的机会比较少了）
或者没有儿女的鳏夫（因为人们为了图吉利，多请儿女双全的人做客，没有阳间喜事会请鳏夫）
。
7
当地，男性不结婚也是能进林地的，但只能埋在林地边角，等成冥婚后才能正式迁入林中。未婚女性死
后确是绝对不允许进林地，因为女人是别人家的人，只能进婆家林地，所以未婚而亡的女子只能被埋在自
家地垄边，或小树林边，以免浪费耕地。
8
还是注 8 中那两人。
9
此时，桌上只有女方的牌位，男方牌位要等发丧时候才写。
10
把有人逝世的消息告诉男女双方的亲友和村人，即使已经知道消息的亲友家，也要照例过去报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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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送盘缠 ，泼汤 ，把她牌位子放到纸马上烧掉，送她上路 。然后写好男方牌位，放到椅子
上抬着，另外有人抬着俺妹妹棺材就去了坟地。把男方牌位和俺妹妹棺材埋进坟里，丧礼就
14
算结束了。由于杨家只过继了一个儿子，所以没烧头七 ，只是二七时候上了上坟。五七时
候办的隆重，男女方家人都去，烧摇钱树，纸马，电视机等等。
俺两家亲戚一直走动的很好。每年俺那外甥都来给俺过生日。其他的婚丧嫁娶，建房
考学也都走动，比一般活着人的亲戚走的还好呢。活着的人还可能离婚呢，这个阴亲可离不
了，可不是比那个更亲，更割不断嘛。
4）个案四
访谈地点：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方家庄
访谈人物：刘安，女方表叔
男方：肖马庄
女方：方家庄，刘家杨家，二十二岁
俺有个侄女，1968 年得病死了。那天下午她就不大好，俺给她打了一针，赶紧的送医
院。到了二厂医院，人家大夫说，人都死了你们还抬来干什么。俺们这才知道早死了，又抬
回去搁到车站上，那时候才刚上黑影，也就晚上 6 点多。俺和她同岁的，那年都是二十二岁，
还是年轻啊，吓的俺就不敢看她。她活着的时候和肖马庄一个男的订过亲，虽然没结婚， 可
也算是男家的人了，得埋到他家林地里。就这样，一抬到了家里，就赶紧的去肖马庄找男家
商量，看看人家要是不要（这种情况，在当地，男方多数是不要的）。男方家族力量当天晚
上开的会商量，最后告诉咱决定要了。第二天一早他们家族里就出动人，到林地上挖了个新
坟。咱这边一晚上也没睡觉，一直忙到第二天晌午。吃完晌午饭，咱这边就抬着棺材去送，
15
还陪送了口柜（木箱子），里面装了几块钱，几身衣裳，当嫁妆。还跟去了俩客 。男的家迎
到咱庄头上，接过去，抬到他们家门口灵棚里。她男人或者公婆，如果愿意看看她，就打开
棺盖看一眼，要是不愿意看，就直接抬到林地上埋掉。
这个不算阴亲。得等到她男的也去世了，俩人才埋在一起。要是这个男的又娶了老婆，
以后三人就都葬在一起。有两种葬法：其一，夹棺葬。男的在中间，先死的老婆为大，葬在
左边，后死的老婆在右边。其二，排棺葬。从左到右依次为男人，先死的老婆，后死的老婆。
这种未婚先死的闺女，俺这里叫花姑子。要是不给她们结阴亲，就会回来闹事。家里命
软的就会做梦或生病，要是找神妈妈来看，就说是花姑子来要钱了，或者是要求成亲之类的。
这些都是迷信。
5）个案五
访谈地点：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方家庄
访谈人物：刘洪，男方姐夫
男方：方家庄， 朱家
女方：方家庄，吴家
举办阴亲时间：1954 年
当时俺孩子他大舅 20 来岁时，得病死了。过了两三年，到了 1954 年，吴家闺女得了伤
寒也死了。就去给孩子他大舅提亲。这种事一般都是女方主动，因为女孩子家死了没处埋。
男孩子还可以埋到边角里呢，所以一般女家都着急。
11

在土地庙前，将亡者牌位放在扎糊的纸马或纸轿等，点火焚烧，并由长子指路送其上西方。意谓为亡者
准备好去西天路途中的费用和交通工具。
12
泼汤指为亡者敬上的从阳间到阴间的送行饭。汤一般用小米粥，意谓让亡灵吃饱喝足后，在去西方极乐
世界的路上不挨饿。
13
此时，只是烧女方牌位，因为女方是刚去世，还未进行此仪式。男方去世时，早已经进行过此步。
14
见注 6.
15
还是注 8 中那两人，他俩从年轻时候就在阴亲中当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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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案六
访谈地点：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颜庄镇野虎沟村
访谈人物：王香，70 岁，死者的侄女
男方：王来，王升，野虎沟村
女方：半壁店子村 ，桑梓峪村
举办阴亲时间：70 年代
咱这边讲阴亲，就是指男的死了多年，遇到一个大闺女得了重病，快不行的的时候，就
16
牵牵线，让俩人成个夫妻，要不女孩子没处埋 。
俺有两个叔叔，差不多大，都是找的阴亲。七八十年前，咱山东老家征兵，他俩为了躲
避服役，逃到了东北讨生活。后来不多久在那边染了一种病，回来就都死了，埋到了林里。
就这么过了二三十年。
俺大哥是和他俩一起长大的，虽然辈分不同，可是年龄相当，一起经常在一起玩。有一
天，俺二叔骟了头公牛。公牛要是不骟，见了母牛就发疯，但骟了之后必须得不停的遛着它
走，不能让它歇着或者趴下。俺二叔就这么遛了一夜，俺哥就说：
“叔，你回去歇着吧，俺
给你先遛着，保证不误事。
”可俺哥毕竟年轻，很快就困了。那时候俺家老大门口有棵百年
大柳树，旁边有块很大的石头蛋，平时大家就在那里晒太阳。俺哥不知怎的，就躺在那块大
石头上就好像睡着了一样，也不知道是不是在梦里，清清楚楚地久看到那死去的哥俩并排站
在他眼前。回去之后俺哥病了很久，这东西，只要看见就没好事。
邻村半壁店子，有个十八九的闺女正好也这时候出了事。咱山区不是没鲜鱼嘛，她娘买
了条咸鱼放到柜子上，可后来忘了，可能一开柜子盖，鱼滑到地下去了。那时候那么穷，一
整条咸鱼找不到还了得，她娘怀疑是女儿偷吃了，就摁着她猛揍。正好这孩子身上来了例假，
再加上被冤枉了气闷，就得了例假不好的病，不久就不行了了。正好王来他姑嫁到了半壁店
子，女孩家人就去找到她，问能不能结个亲。
这边听到俺哥做的梦，家里老人明白是哥俩回来要求结婚了，于是就痛快的答应下来。
女孩去世后，她家里人就抬着往这送，咱去半道上接到林地。旁边搁张大桌子，女孩弟弟抱
着姐姐的红牌位代替姐姐，咱这边王来的兄弟抱着他的红牌位代替哥哥，拜堂成亲。然后将
两个牌位换成黄纸的，和女孩子的棺材一起埋到王来破开的坟里。
他们结婚的时候得七几年，那时候俺都参加工作了，俺是 1967 年参加的工作呢。那天
俺还专门去打开棺盖看新娘子了：她是用的个席床子（席棺材）。那时候穷，买不起棺材，
就把草编的席子割成一块块，用木条子楔成棺材样。她穿着红棉袄，梳着俩筢角，就是电视
里丫鬟那样的在耳朵两边盘起来。脸上没化妆，看起来和活人一样。
后来过了不久王生也找了个桑梓峪村的闺女，那闺女她姥娘家就是俺村里岭上姓赵的
家，都是邻舍家，一说和就行了。这种事啊，都是有亲戚在当中（联系）。
7）个案七
访谈地点：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颜庄镇澜头村
访谈人物：赵奶奶，84 岁，刘国伟的奶奶
男方：刘国伟，死时 17 岁
女方：阎蓝
举办阴亲时间：2003 年
1993 年俺孙子国伟上高二，那年夏天，他和几个小同学翻学校墙头出去游泳，不小心
滑进深处，再也没上来。当时孩子年纪小，家里人又过于伤心，就没没给他找阴亲直接埋到
林地角了。后来 2003 年，柳桥峪村有个姓阎的闺女快不行了，就托亲戚来打听。俺约莫着
16

未婚而亡的男子可以埋进祖林边角，但女孩子生下来就是别家人，是不能进自家祖坟的，只能等婚后，
埋入夫家林地。
6

国伟算起来也得 27 岁，该成亲了，就答应下来。咱办的很简单，也没定亲，就是等那闺女
咽气那天娶过来就算了。当时阎蓝她娘家给她打了个篼子（棺材）
，俺家里出的篼子钱。把
闺女放到里头，盖子上搭块红布，直接讲究送到咱老刘家林地上拜堂成亲了。
当时，俺记得是在林地旁边灵棚里，放张大桌子（祭桌）
。用火纸做俩牌位，一人一个，
分别在中间贴红纸，各自在红纸上写上俩人的名字。找了俩老妈妈（老太太）
，一人拿一个，
给俩人念叨了念叨，就算拜了堂。接着把那闺女埋到坟里，就结束了，之后俺两家也没走动。
咱这边兴让老太太拿牌位。这种人不一定是神妈妈，往往都是那些死了老伴的寡妇，这
些人不在乎啊。要是找旁人，人家不愿意干，犯疑影。野虎沟那个王老头不就是给人家送了
闺女接着就得了癌症啊（见个案一 ）
。不光这个，人家送阴亲的，做媒的也都犯疑影啊，谁
愿意掺和阴间的事啊，好多人做了媒，不就接着得病，就这么回事。
2、埋葬多年的男女方。
1）个案八
访谈地点：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颜庄镇野虎沟村
访谈人物：赵女士，65 岁，村里的明白人，神妈妈
男方：王龙，17 岁
女方：南下冶，闫妮
举办阴亲时间：2007 年
1996 年冬天，俺村王龙和同学们一起去学校上晚自习，路上正好遇到给学校运炭的小
拖拉机爬不上坡，就和同学们一拥而上帮忙推，正推着忽然上课铃响了，大家一哄而散往教
室跑，小拖拉机斗子里的炭“哗”的一下扣在了地上。晚上十点下了自习，王龙妹妹找哥哥
一起回家，发现他不见了，回家一看也没人。他父母急了，赶紧到学校里找，整整一黑夜也
没找到人。到了第二天下午三四点钟，学校里去人推炭，才发现王龙跪着被闷死在了炭堆里。
就这么邪，那一小堆炭，就是故意埋也埋不住人，他十七岁的大小伙子，一米七多的大个子，
竟然就死在了里面。家里人没办法，只好认命，把他埋了。以后又要了个儿子，继承香火。
2007 年，王龙二姑来说媒，介绍南下冶一个死了三年的闺女。他家里人算了算王龙也
不小了，已到成家年龄，就同意了。给了女家 600 块钱定亲钱，就选了个日子准备结婚。
女孩子家陪送了口柜，里面压着两身衣裳。咱这里以前穷啊，都是兴陪送柜。这柜不是
新打的，是代代传下来的，她姥娘传给她娘，她娘再陪送给她。现在日子好了，早就不用这
个了，都是陪送家电家具。但这种结阴亲的，嫁妆不用多了，是那么个意思就行，反正这柜
留在她娘家也没用。可是王龙他娘不懂啊，这柜里陪送的衣裳她还现在还留在家里来（不吉
利）
，这东西应该当天就给闫妮在坟上烧掉才对。
按说应该给王龙过继个他大爷，叔叔家的侄子，可是他爹兄弟们关系不合，再加上王龙
家过的怪富，要是过继了别人家的孩子，就得分给他一半家产，这不合算。于是最后就让王
龙十一岁的弟弟给他指的路。那天早上七八点钟，他家里就找人去林里破坟，另外一批人去
接新娘。结阴亲主要就是他俩的魂结婚，所以女家没把闫妮尸骨起出来，只是写了牌位带来。
女方家人来了，吃过早饭。王龙他弟弟就使个传盘，把俩人的牌位放上，再加上招魂幡（见
前文）端到林上。摆上两双筷子，两对盅子，献献供，烧烧香，把俩牌位子埋到坟里，就完
了。
2）个案九
访谈地点：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莲荷小区
访谈人物：李先生
男方：十多年前死亡，去世时 20 多岁，山东沂源县鲁村镇鲁村（鲁村镇与莱芜市接壤，
虽然在行政区划上属于沂源县，但其风俗礼仪与莱芜市极为相象，密不可分，具有较高参考
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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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方：五十多年前死亡，去世不到 20 岁，山东沂源县鲁村镇鲁村
举办阴亲时间：2007 年十月一日
我二姐姐自幼体弱多病，解放前患脑膜炎去世了，死时才十几岁。当地风俗，女孩子是
17
不能入自家林地的，也不能上折子 。 因为女儿是别人家的人，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
只能等出嫁后上婆家折子，入婆家林地。所以自我记事起，春节时家堂桌子上除折子外，总
是在最右边供着一个牌位上书：姑姐妹小二花之位。所谓“姑姐妹”就是指有人称她为姑，
为姐，也有称之为妹。“小二花”则是她的小名，那时候落后，女孩子多没有大名。二姐的
18
牌位就这样供了五十几年。2007 年，我们村张家托人 来问：
“你们家小二花愿意找主吗？
19
咱村张家想给儿子寻个媳妇。”我们两家离得不过几百米，素来关系很好。她二大娘 就答应
了。于是张家九月初一，带着酒肉，就到家里来提亲，把婚期定在了十月初一。因为结阴亲
的日子，一年中只有两个：清明和十月一。因为只有这两个日子可以动。平老坟，迁坟只能
这两天。
张家儿子去世也有近二十年了，他是挖井时，塌方砸死的。他比我二姐要小二十几岁，
但是结阴亲没有在乎年龄的，不过就是了家人一桩心愿。死后，媳妇带着儿子改嫁到五里之
外的邻村，办阴亲那年他儿子二十岁。按说应该找他亲生儿子来当孝子接亲，可以人家都不
愿意来。这么多年了，张家对人家不管不问，是他继父养大的，人家怎么可能来呢？而且他
也没任何财产，就算过继也没人肯同意，所以就找了家族内几个后辈来帮的忙。张家想起给
儿子办阴亲，是因为最近几年他总回去附在母亲身上闹。人被附上了，用咱们话说就是会赖，
也就是总小病不断，病病怏怏的。他母亲就是总发癔症，就是深更半夜的又跳又叫，用他儿
子的口吻说话，讲以前的事情。我是无神论者，不信这个的。他儿子身前的事情，他母亲肯
定知道啊，也还是她自己思想在作怪。但在农村里，大多数人还是相信的。再说，给儿子找
个媳妇，也算了了老两口的心愿。
张家老两口都六七十岁了，家庭条件也不好，咱就没要他们定亲钱。一般都是要给的，
给多给少要看男家的经济状况。咱就没要，如果我父母活着的话，他们一定是要给的，但现
在老人都不在了，咱就不要了。
定下日子后咱就开始忙活嫁妆。给二姐去集上买了三身衣裳，包括两身秋衣裤和一身送
老棉袄棉裤，棉了三床小褥子，三床小被子，装在包袱里。结婚头天晚上，张家来了两个女
人把嫁妆拿过去准备放在新棺里。
结阴亲是一定要在夜里举行的，不能见光。多选择夜里十二点之后，那时候“鸡不叫，
狗不咬，吓不着鬼和魂”。不信你听听，那时候很少有鸡狗闹动静，都睡着了。而且阴亲也
不可以进家，拜堂仪式也用不着，就是把二姐从她的坟地接到张家林地，与男方合葬，也就
是从一个林地到另一个林地，中间不进家门。结婚那天凌晨 12 点之后，男方开着拖拉机，
20
来了四个人，两个人抬小棺材（上盖一尺宽一尺长的红布，因为是喜事） ，另两个后辈分
抱两人上书两人名字的火纸牌位。我们领着他们先去找到二姐坟地。也就找个大约位置，五
十多年，估计什么都剩不下了。指给张家坟地后，我们就到一边站着，不再管了，剩下的全
是男方的事情。张家把小棺材从拖拉机上抬到坟地边，摆上三个肉菜，三个水果菜做供品，
摆上两双筷子，烧上香，供养了十几分钟。大家都没哭，毕竟双方都过世这么多年了，在场
17

折子即一张折成若干牌位状的红纸，按辈份高低依次排列列祖列宗名字。此折皆事先请人写好，沿用多
年。
18
这个中介人被称作“传话人”
，多数为与男女两家都能说上话的热心亲戚和朋友。他们只是传一次话，
之后就退出，换由男女双方家庭自己商议。所以他们与活人的媒人不同，甚至都不肯称自己在做媒。因为
阴间的事情毕竟是不祥的，没有人愿意掺和进去。
19
即讲述人李先生的二嫂，此处他是以自己孩子的身份称呼她为二大娘。
20
当地兴买小棺材，因为耕地金贵，小棺材占地少。政府规定不许留坟头，只能挖一米深，把棺材埋进去
后，彻底平上土。所以现在多数是火化后，将骨灰盒砸开，骨灰倒入棺材，安葬。骨灰盒和棺材只能选其
一，否则就会“重棺”
，即相当于是两套房子，房顶套房顶，人就无法出来了。
8

的大多数人根本都没见过他俩，很难有什么感情。然后男孩的侄媳妇就念叨：
“二婶子，你
这就和俺二叔成亲了，跟着俺们回家吧。
”于是打开棺盖，在坟地上铲了一铲土，代做二姐
的尸骨撒入棺中。棺材最下层是铺的六层小褥子，男女方各棉了三床（很小很薄，六床总共
不到半斤棉花）
，然后是我们家陪送的三身衣服，其中棉袄棉裤要对起来摊开，似乎象穿着
一样。土就洒在这三层衣服上面，再往上是男方给买的三身衣裳，最上面是六床小被子，还
是男女方各准备了三床。就这样，钉上棺盖，重新盖上红布，就可以接走了。
大约等到他们铲土时候，我们娘家人就离开回家。因为结阴亲，我们是不能送闺女的。
如果送了阴亲就不能再送阳亲，大家都忌讳。所以一般都是找那些无兄无子的，六七十岁的
老人来当客。我们家弟兄四个，大哥去世的早，二哥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肯定不能让他
去。张家就打算让我和四弟弟去，但她二大娘不同意说：他二哥年纪大了，家里啥事都指望
着老三和老四来。要是让他俩去送了，那以后咱家有个红事啥的，谁来顶，不行。到最后咱
家究竟也没去人，所以到了男家的具体细节咱就不清楚了。但大差不差，一般咱这边都这样
做：把新娘接到林地后，将棺材放入已破开的坟中，与男方合葬。并且把两人的火纸牌位套
上写着两人名字的红色吹塑纸牌位，摆供烧纸烧香，烧纸扎，并将两个红牌位一起烧掉，大
约凌晨五六点之前，全部仪式完成。帮忙的人都回到男家去喝酒。因为请来的忙人都是外姓，
或者朋友或者村里他姓。咱莱芜沂源，自家人是不能埋自家人的。一般都是找到外姓人说：
“家里找个阴亲，得麻烦你受点罪，晚上去帮帮忙。我到时候弄点棒子秸咱烤烤火，暖和暖
和（阴历十月冬夜已经极冷）”。按说娘家虽然没去人送，但酒是该喝的，可考虑到他老两口
都那么大年纪了，咱也没去给人家添麻烦。不过即使去，也不能去主桌当大客，那样以后就
不能参加阳间婚礼了。
后来咱就和正常亲戚一样走动。头一年春节后，他父母来看的我哥哥嫂子。因为论及起
来，我们家在村里的辈分比他们高一辈。可是他们老两口实在年龄大，经济条件也不好，后
来喝酒时候我哥哥就和他们说开了，以后只是婚丧嫁娶来往，别的就不用走动了，他们家很
感激。如果我父母活着，他们是一定要来走动的，但是现在老人不在，就不用讲那么多礼数
了。
我二姐嫁过去后，就上了张家的折子，凡七月十五，春节都是男家上供，我们再也不用
摆上她的牌位了。虽然他俩没有后人，但张家都是一个林地，别人上坟的时候，就顺带着说
句“二叔，二婶子，过来花钱吧”，也就可以了。
这种事情多数是他父母或兄弟姐妹来办，很少有小辈操办的，他们都嫌麻烦。而且阴亲
对象也很难找，大多去世一两年后才找到，还有的十几年，甚至七八十年的也有，所以一旦
合适也就不计较年龄，辈分，家庭条件之类了。
据说自从二姐嫁过去后，男方母亲癔症就好了，再也没有犯过。
我们村里结阴亲的有三四例，村里人都能接受，这不是什么离经叛道的事情。大家这些
事情。大家都知道是迷信，是在胡闹腾，可会去办。你象我们家，也就是图一个过年时候大
桌子上不再摆她的牌位子。可人家有的不是，还真有人通过阴亲结一门好亲戚的。
之所以办这事大多是由于鬼魂回来闹，要娶媳妇要嫁人。可我觉得还是老人思想上的事：
年纪大了，神经衰弱，到了晚上睡不着觉就胡想八想。再就是家里孩子不听话，不孝顺，一
伤心，就想起来，要是他那个孩子活着，说不定还很孝顺呢。这样三寻思两寻思，就想到阴
亲上了。
这种事解放前就有，文革时期全停了。还是毛主席英明，那时候也没神也没鬼，照样人
人都很好，啥事也没有。
3）个案十
访谈地点：山东省莱芜市
访谈人物：薛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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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方：山东莱芜钢城区新华厂职工，老家南麻
女方：山东莱芜钢城区黄庄镇大上峪村
举办阴亲时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我们厂有个职工，家是南麻的，40 多岁，上班时候让电线杆子砸死了。叶落归根，九
几年，农村这种事都是拉回老家去埋到林里。可他老婆接着就带着孩子改嫁了，那他就成了
个孤鬼，没人并骨啊。就到处打听，正好黄庄大上峪村二十几年前死了个闺女，又离南麻很
近，觉得很合适，就托人去说和。那家闺女的父母都还在，也都同意。男家就带了礼品，送
去了三千块钱做聘金，定下了成婚的日子。
到了那天，男的家开着车，拿着两个人的牌位，买了几身新衣服，系到包袱里提着，抱
着给女孩子买的新骨灰盒，用几个塑料袋装着上供的菜，酒，就去了。那时候都才刚兴火葬，
骨灰盒都不多见，一般都是去火葬场烧了，热咕嘟的盛到塑料袋里提回去，往棺材里一倒，
埋了就完事。
那天男家是下午四点多到的，在女家等了会儿，天一擦黑就开始去坟上取骨。阴亲是见
不得光的，按说是要夜里 12 点之后办，可是男家离得远啊，而且还得趁天黑回去并骨下葬，
要是半夜开始，那等拉到家，就天明了。女孩子已经死了很多年了，墓穴里只剩了些棺材木
渣渣，尸骨是一点都找不到了。于是上上供，烧了香之后，也就将就着锄了点带着木渣渣的
土，倒到棺材里，拉了回去。整个过程比活人结婚简单多了，结阴亲也就那么回事，心理安
慰。
这是咱老百姓，人家那些有钱人，还真有大操大办的。那些有钱有财的，比如说弟弟给
哥哥办了个阴亲来，晚上埋了，第二天就像模像样地请一天酒啊。他们主要就是让人知道，
自己有钱，给家里人办了阴亲了。往往就会说：“那个啥，我给家里哥哥办了阴亲了，晚上
埋得，中午你得来喝个酒啊。”要是去喝酒就得给钱，但是这种事，很少有人收钱。阴亲这
是死人结婚，你收了钱给谁啊？也就是大家凑一块喝场酒乐呵乐呵，都去世那么多年了，没
有人难过，在酒场上都不提结阴亲的事，就是喝酒，声张一下这个事，给自己脸上贴贴金。
4）个案十一
访谈地点：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方家庄
访谈人物：栾堡芝，女，男方的表奶奶
男方：刘茂祥家儿子，刘灿宝，25 岁
女方：宋家庄，张家
举办阴亲时间：1997 年左右
方家庄灿宝活着的时候和本村的一个女孩订过亲，两人感情很好。女方父亲是个包工头，
资产颇丰，想送给女儿一处宅子做嫁妆。但是灿宝的父亲只是个普通的教师，家庭清贫，平
时就总觉得和女家不配。当亲家公提出陪送房基地时，他感觉心里更不舒坦了，认为女方是
瞧不起他。于是气愤之下放出话来说，我们刘家再穷还能划不出个宅子吗，要你们施舍。就
是因为这件事，双方老人结下了芥蒂，并开始阻挠两个孩子的婚事。1995 年二月中旬的一
天晚上，女孩子到家里来找灿宝，两人在房间里谈话，一直到深夜才走，也未听到争吵。到
了第二天一大早，灿宝的叔叔去沙河干活，看到灿宝呆坐路边树丛，就过去问：“灿宝，这
么冷的天，你坐地上干啥呢？”灿宝一声不吭。叔叔走进一看，原来早就不喘气了，全身冰
冷，旁边放着个空农药瓶子。解开衣服看看，身体也没有伤，就抬回来放到大门口。
这是怎么回事呢？好好的孩子怎么突然就死了呢？为什么偏偏发生在与女孩子彻夜谈
心后的当晚呢？灿宝家姐姐妹妹和哥哥咽不下这口气， 去女孩家哭闹理论，要求给出个明
确的说法，并威胁，如果不承认，今天就把死尸抬到她家里。同时家里人也去找媒人，要求
把定亲后男方的所有支出，包括就亲钱（当地方言成定亲为就亲）
，下解钱，换手绢钱，统
统都要如数归还。对于男方提出的两点要求，钱的问题很好解决，女方痛快的归还了所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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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多贴上了一小笔，算是作为对刘家失去儿子的一点安慰。但女方决然不肯承认其与死亡事
件有关，而且也没给出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刘家虽然愤愤不平，但苦于最终也找不出灿宝
死亡与女孩有关的直接证据，事情就这么搁下了。
1997 年，宋家庄患脑瘤死了个闺女， 20 岁左右，死在了家里。按当地风俗，女儿是别
人家的人，死了只能埋到只能埋到婆家林地里。要想让自己女儿早日入土为安，就得赶紧找
个主（丈夫）。于是女方就托灿宝的二姑（嫁到了宋家庄）上门去刘家提亲。灿宝父亲觉得
21
结阴亲是个好事，而且双方年龄相仿，就答应下来，定下日子，就了亲 。之后就开始张罗
着给灿宝过继个儿子，准备成亲。灿宝两位哥哥各有一子，老大刘涛，老二刘洋。一日，灿
宝父亲就对两个孙子说：“我准备每人给六七十块钱，把你俩都过继给你三叔，以后一块去
给他上坟拜土。
”两个孙子一听，都很乐意干，于是就都过继给了灿宝。
成亲当日早饭后，女方的一位姥爷（即爷爷，当地人称爷爷为姥爷），一位叔叔抱着女
22
孩的骨灰盒，拿着嫁妆——一对箔篮子 往方家庄送，灿宝家派人迎到庄头，接过骨灰盒迎
23
应回家。灿宝家此时早已在大门院外搭好灵棚 ,摆好桌子。等鬼新娘一到，就供养到桌子上，
前摆两人的纸牌位（男方准备）
。排位是黄色火纸扎的，顶端三角区贴红纸，表示亦喜亦丧。
如图：

图一：冥婚牌位
灿宝的大嫂和二嫂各抱一个牌位，轻叩三次，象对拜磕头一样，哭着说：
“你们这就算
成亲了，以后再那边好好过。”就算是拜堂成亲。接着女方来的两位客人进家喝酒，喝酒期
间，灿宝家就急忙去男女双方的亲戚家报丧，人一到齐。刘涛抱着“母亲”的骨灰盒，刘洋
抱着“父母亲”的牌位，去林地入土并骨安葬。丧礼开始。林地里，早已开坟破土，为新婚
夫妇砌了个砖头的双穴新墓。灿宝的尸骨未动，封在左穴。女孩子的骨灰盒放入右穴，封起。
24
将两个牌位并排置墓中。埋土，垒坟堆，烧纸，至此冥婚结束。等五七 时，再焚烧纸扎祭
祀。
婚后第一年，娘家还来人走动。但 2008 年灿宝父母去世后，这亲戚关系就断了。
21

灿宝家没有给女方聘金，因为是女方主动。只是婚后第一年春节后，女方妹妹来走亲戚，灿宝父亲给了
她五十块钱。
22
柳条编制的篮子，多做嫁妆。当地妇女多用来装阵线，布头，所以又称阵线箔篮子。
23
灵棚大约两三平米，一人多高。任何材质，任何颜色（红色除外）
，如塑料布、草席子、破床单等等，
只要是能搭成棚子的材质皆可搭设。
24
当地习俗，人死后每逢七天一祭，"七七"四十九天才结束。冥婚并骨当日为一七，七天之后为二七，依
次类推，为三七、四七、五七。如果主家有两个儿子的不烧二七，三个儿子的不烧三七，也是依此类推。
一般五七最为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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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案十二
访谈地点：山东省莱芜市莱城区吕花园小区
背景资料：口镇原称土子口或吐子口，清末改为吐丝口，简称口子镇。位于莱城以北
13 公里，1985 年 10 月，改称口镇镇，简称口镇，辖 48 个行政村，面积 112.5 平方公里，
耕地面积 57411 亩，人口 6.02 万人。1953 年前，曾为中共莱芜县委、莱芜县政府及其所属
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所在地。口镇自古就有重商传统，是著名的冶铁“铸造之乡”， 有着厚重
的工业基础 其中山东汇金股份有限公司是莱芜市口镇的支柱企业。其农业也比较发达，盛
产小麦、玉米、花生、地瓜和多种蔬菜、果品，尤其以出产姜、大蒜、大红袍花椒享誉全国。
访谈人物：女方的婶子，鼎力化工集团职工
男方：十几岁，初中生，口镇，陶镇村，喝药自杀
女方：十五岁，初中生，莱芜西乡，病死
举办阴亲时间：2007 年
俺侄女病死那年十五岁，她爸爸一开始不想给她找婆家。一是因为年纪小，再个就是找
了婆家就得埋到男家，咱上坟拜土的就不方便了。于是就在蟠龙山公墓给她买了个墓地，埋
进去，还立了碑。后来过了一两年，这个说那个说的，都觉得闺女大了不能总留在娘家。正
好口镇有个男孩子家托咱厂里一个熟人来说和，家里商量了一下就答应了。男家来人谈好了
日子，给了点钱。钱不多，也就给闺女置办点衣裳，比正常结婚钱数少多了。她四婶子给她
做了几身衣裳，棉了几床小被褥（莱芜风俗，死人陪葬多用小被子）,装到几个包袱里。给
闺女用火纸做了个牌位，写上名字。到了那天，后半夜俺一家子就拿着东西，带着牌位，请
了个神妈妈，去了公墓。俺西乡有个规矩：大闺女结婚不见天，寡妇再嫁才大天白日的（白
天）
。再说这是件伤心事，也不愿意别人看到，就决定夜里办。按说那天男方是该小辈的来
接新媳妇，可是他年龄小，没后辈，是他叔抱着牌位子来接的。他是用红纸做的牌位，上面
写着名字。俺觉得，俺们按说是也该用红牌位的，可是谁操办咱就得听谁的，一个人办事一
个样，人家让使黄纸咱就得用。到了墓地，把两个牌位放在一起，神妈妈给烧烧纸，念叨一
下，大体就是说他俩以后有家了，就去那边好好过日子吧。然后男方就抱着两个牌位子回去
25
葬了。到此全部事情办完，天还没亮。咱女方这边只去了两男一女，她俩叔和她三婶子 。
具体到了男家，怎样安葬，咱就不清楚了。
6）个案十七
访谈人物：赵大爷
男方：十八九岁，病死，寨里镇前裴王村（寨里镇位于莱城西北，汇河北滨）
女方：十几岁，十几年前病死，寨里镇大鱼池村
举办阴亲时间：2005 年
俺村里病死了个男孩，才十八九岁，这么年轻不能让他打一辈子光棍啊，他父母就准备
给他成阴亲。埋了两个月后，打听到邻庄大鱼池村有个小闺女，十几岁死了，还没找对象。
就托两边都能说得上话的亲戚做媒，去女家提亲。女方同意后，男孩家就带着礼物正式登门
商议婚期，并给一点定亲钱。
到了结婚那天，一大早男方分两拨人同时行动：一拨人去女家搬新娘，即去女孩墓地，
将女家已经破坟取出的骨灰盒，覆上一块红纸，抱到男方林地；另一拨人，直接去男家林地。
破土开坟，露出新郎的骨灰盒，并留出新娘的地方。然后在林边用火纸做个纸牌位，写上女
方姓名，朝着女方娘家方向烧香烧纸，请新娘“神主”过来。等女方骨灰盒送到之后，就将
两人并骨合葬。中午 12 点之前，所有仪式完毕，女方来的两男两女贵宾及其他亲友一并到
男家赴宴。从下埋之日起第七天，要烧头七。过二十几天，烧五七，大约四十多天时，烧百
日。之后女孩就算男家的人了，每年过年，七月十五男方家人都将两人牌位摆上供养。另外，
25

莱芜风俗，闺女结婚时必须要有女性亲属去送，俗称“送女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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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食，七月十五（如果不供养的，就上坟），忌日，都由男方家为他们上坟。两家亲戚伺候
爷是和活人结亲家一样走动，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八月十五看女儿，都要办。
村里的丧事包括阴亲，都是村里两三位大总理和家族内的亲戚来帮忙操办。这些大总理
没有师承，只是从前辈老人那里言传身受学会的。他们为村民服务，也不收取任何费用，只
是自在仪式结束后，喝一场酒。过后，主家送一些茶叶之类的礼品对他们表示谢意。
3、妻子改嫁的男方与妻子或其它女子的亡魂。
这一类是种特殊案例，类似阴亲，但绝不符合当地阴亲--死人和死人结婚的定义。但因
其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人们对于阴亲内涵的理解，所以也纳入文中，以作参考。
1）个案十八
访谈地点：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颜庄镇野澜头村
访谈人物：刘萦怀
男方：吴某，南野煤矿矿工，死时 40 多岁
女方：吴某妻子的灵魂
咱这里这种情况是不办阴亲的，这种人死了，谁也不用娶，他老婆甭管改嫁到哪里，埋到
哪里，魂都得回到他坟里。
七八年前，南下冶煤矿“五二”矿难的时候，状元沟村有个姓吴的死了。当时他有四十多
岁，死之后妻子就改嫁到三岔沟村。媳妇改嫁，吴某他娘就想给他成个阴亲，免得在那边孤
单。可是庄里有个神妈妈就和她说：“不用找阴亲，你媳妇这就来（很快就回来）。
”果不其
然，过了没两年，她家媳妇就死了，这不就很明白了。正应了神妈妈的话。这家媳妇虽然是
埋到了第二个男人坟里，但魂还是又回到先前男人坟里来了。所以这种情况，没有办阴亲的
必要。
2）个案十九
访谈人物：赵大爷（见 2 类个案二）
男方：50 多岁死亡，寨里镇前裴王村
女方：2007 年，70 岁死亡，寨里镇前裴王村
仪式举办时间：2007 年
俺庄里有个男的五十多岁就早早死了，他老婆就改嫁邻村一位鳏夫。2007 年，老太太
70 岁时去世。她与前夫的儿子，就去她第二个主家商量，想把妈妈接回去与父亲合葬。这
家人就同意了（因为她第二个丈夫以后可以和他去世的老婆合葬）
。于是老太太就被接回本
村，发丧与前夫合葬。
（二）死人与活人的阴亲
死人与活人的阴亲
个案二十
访谈地点：山东省莱芜市钢城区艾山街道办事处青泥沟村
访谈人物：栾女士，钢城区艾山街道办事处青泥沟村，教师
男方：贺胜衣，莱芜钢铁厂职工
女方：高蓝，艾山街道办事处北城子坡村，莱芜钢铁厂职工
举办阴亲时间：1975 年
我在青泥沟晚小上学时有个同学叫高蓝，家是北城子坡的。梳着条大辫子，人长得很漂
亮，高中毕业后进莱钢招工当了工人，谈了个对象叫贺胜衣，莱钢车队的司机。男方家庭条
件很好，家在莱城，爷爷奶奶都是部队上的高干，他父亲也是高干。小伙子长的也很帅，俩
人郎才女貌，感情很好。那时候还不兴自由恋爱，他俩就偷偷在坐在马路边上拉呱，后来被
男孩父亲的一个朋友看见了，就给他俩做了媒，从此之后俩人名正言顺的开始谈朋友。1975
年，俩人准备十月一结婚，可是未曾想到，那年夏天，女孩子得了胃癌，住进了医院。高蓝
从小就常说肚子疼，心口窝疼，现在看来就是胃不好。七十年代，癌症这个词才刚听说，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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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技术还不发达，高蓝住了一个多月院就死了。胜衣在她住院期间，衣不解带，黑白不分的
悉心照料了她一个多月。到后来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怎么办？一个闺女家，还没结婚，往
哪里埋啊。女方家长就和男方父母商量。按说没结婚，人家男家说不管就不管啊，可是由于
俩人感情特别好，男孩子痴心一片。于是最终决定，即使高蓝死了，也当新娘子大操大办的
接回家。咱莱芜地儿有个风俗，没结婚的闺女不能死到娘家（不只没结婚的闺女，所有死到
外面的人，也不允许进家里院门，不吉利，都是在大门外搭个灵棚，停放尸体），就让高蓝
死到了医院里。高蓝快咽气时，男孩子悲恸欲绝，给她带上准备结婚用的金戒指，金项链，
给她穿上平日的衣裳，咱老百姓都讲究，人死后不能穿红的花的。但她毕竟是新娘子，就在
外面加披一件新娘穿的红外套。这些东西都得咽气之前戴好穿好，人死之后再戴，就带不走
了。女方娘家给准备了两个箱子，里面装着陪送的红色喜庆衣裳。一般都是陪送柜（柜比箱
子大）
，但他俩是工人，就陪送了个箱子。男孩子是司机，会开车，就把高蓝尸体抬到车上，
连着嫁妆拉回了家。高蓝娘家去了俩男的，一个女的去送闺女。一般闺女结婚都是闺女送，
可她是死了的人，就让她大娘去送的。我和她大娘很熟，去串门的时候，她把那边的操办过
程都和我说了。
男家早就准备好了棺材，在院门外搭好了灵棚，还给买好了死人穿的衣裳—蓝褂子，红
裙子。尸体一到就给她穿上，入棺"停灵"。棺材讲究“铺金盖银”最下面铺黄色的褥子，尸
体上盖银色的被子。尸体枕的小枕头，一定不能高过脚（平躺在棺材里，脚是朝上的）。如
果枕头过高，让死人看到了脚，就不吉利，就会有人跟着走。也就是说，这家还得再死一个
人。另外里面用红包袱包上二三身她平日穿的衣服，还有使惯了的洗刷用品，牙刷、牙缸、
茶杯等等，还有她平日里喜欢的物件，比如收音机，小镜子什么的都一并放进去，让她带走。
不能放新的，新的到了那边她不认。灵棚里安供桌、置灵位。供桌上摆一碗小米饭，双插竹
筷，叫"倒头饭";烧上三炉香，前面摆个火盆，用来烧纸。
先是去土地庙泼三次汤，给土地爷报个到，早中晚各一次。
第一次泼汤，发纸马。男方后辈带上白孝帽，穿上孝衣，腰里缠上根麻绳，手拄四五十
厘米长的“孝棍”，孝棍一头缠上火纸，孝子们就这么弯着腰，大声嚎哭着去土地庙。最前
面两个人抬着汤边走边泼。所谓汤就是灌上半桶凉水，抓上一把小米，据说亡魂需要小米汤
引着去阴间报到。后面依次按辈分和年龄大小依次跟着后辈。到了庙前，烧上香，找个家里
老人会念叨的，或者找个神妈妈，说：“老祖宗啊，这个孩子去了，你在那边多照顾多操心
啊”
。然后全体跪下磕头，烧掉纸马，返家。中午第二次，男家给高蓝过继了胜衣哥哥家的
26
儿子，给她指路 。还是边走边泼汤。焚香程序完毕后，继子的爸爸抱着他（因为孩子太小）
喊三声：“娘啊，上西南”
，返家。
第二次泼完汤，一行人回家吃饭。家里人吃饭的时候，在桌旁放个搪瓷缸子，当“饭缸”，
“粮缸”，家人吃一口就象征性地往缸子里扔一口。再用布缝五个小小的“五谷囤子”，分别
装上大米、小米、高粱、谷子、大豆等五谷杂粮，和“饭缸”一起放到高蓝棺材里，这样她
27
在路上就有了口粮。另外还要烙 24 个（因为高蓝 24 岁 ）柿饼大小的白面“打狗饼子”，用
绳子穿起来，挂在她脖子上，为的是如果在路上遇到恶狗，扔给它一个，可以防身。这个孩
子一手端碗酒，一手拿个小棉花团，沾沾酒，在高蓝面上象征性的点几下，喊“娘哎，别害
怕，我给你净面了”
。沾三次，点三次，喊三次，净面就算完成。之后就可以盖棺盖，上面
撒麸子，摆上白面馒头。孩子们都会来抢，叫做“抢福”，抢到了兜在衣服里带回家，一辈
子有饭吃。那时候生活困难，有饭吃就很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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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过继孩子指路，得分给他一半或者三分之二的土地和房子。但他家是工人，就只是给了这孩子
些钱。
27
死时年龄多大，就做多少张“打狗饼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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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四点钟，第三次泼汤，烧轿。还重复上两次程序，焚香后来到烧轿的空地 。开
始“烧轿”这轿是纸扎的，里面铺上个垫子，再铺上建她穿过的一件褂子。她的继子抱着幡，
喊三声“娘哎，你别怕，我抱你上轿咧“，把相当于她灵魂的“招魂幡”放到上面，就相当
于高蓝坐到轿里了，虽然她的尸体还在棺材里。招魂幡就是用火纸剪成一大串铜钱状的纸钱，
用高蓝生前的头巾包起来扎到一根秫秸棒子上，这就相当于她的灵魂了。轿旁边还各有一个
纸人轿夫，也一并烧掉。之后再空地当中，放一张高凳子，仍旧是继子的爸爸抱着他，手里
抱着牌位，替他喊三声：
“娘哎，去西方路”。这三声，一声比一声高，喊毕，把老盆使劲往
地上一摔，裂成片片，取义岁岁（碎碎）平安，这叫做“摔老盆”
。老盆就是祭桌前烧纸的
那个火盆，一半还会在盆地弄几个洞。据说人在世多少会有些罪孽，到了阴间会变成“罪水”。
犯罪的人是要把罪水喝光的，在下面钻上孔，就会边喝边流，少受点罪。随着摔老盆的这声
脆响，哭丧队伍返家。
三次泼汤中间的间隔时间内，男方的女性后辈，他的妹妹或者侄女们就不断的在祭桌前
火盆例烧纸钱。等纸灰凉了，用张大火纸包起来，放到高蓝袖筒或手里，让她攥着带走。据
说只有今天烧的钱她才能带走。
泼汤完毕，这时已经下午四五点钟（一般选择太阳快落山时），开始发丧：大家抬着棺
材头也不回（不可以回头）的尽快走到林地，走的越快越好。那边林地上造就开好了坟，直
接将棺材放人墓中"下葬"，加封盖石，堆土成丘。家人在坟前摆上几份之前，念叨着：“这
29
份是给“林长” 的，这份是给“守门人”的您老人家花吧。这孩子初来乍到，您多照应“。
30
至此礼毕，众人返家。
三日后，圆坟。七天之后之烧“一七”，一直到“五七”，五七时将高蓝娘家陪送来的两
口箱子里的新衣服全部烧掉（箱子留着）
。另外男方还扎了电视机，金山银山，柜子什么的
一应俱全，据说还扎了轿车，那时候是很新鲜的现代化物品。
婚后，胜衣就向真女婿一样，逢年过节，红白喜事，都去岳父家。每次去，高蓝父母看
到这么称心的女婿，都会想起女儿，以泪洗面。后来就打算将自己的二女儿----高蓝的妹妹
嫁给胜衣。但是男家没答应。一是胜衣觉得每次见到小姨子，就会想起她姐姐，心里难受。
再就是男家担心那种病会遗传，不敢再娶她家的女儿。就这样走动了多几年。
后来胜衣娶了个东北的女孩，也很漂亮，老家是张家庄的。婚后就带着媳妇一起去岳父
母家走动，这新媳妇就成了高家的“替头闺女”。意思是高蓝死后，这女孩代替她继续做高
家的女儿。过了不久，女孩怀孕了，生了个男孩，不久就死了。又几年后，生了个女孩，也
没活成。一天晚上，胜衣就做了个梦，看见高蓝站在他面前，一手牵一个男孩，另手牵一女
孩，告诉他这是他的俩孩子。胜衣才明白原来是高蓝把孩子带走了。于是他就告诉了现在的
妻子。从此后妻子再也不肯去高家，而且也不许胜衣去。担心高蓝带走了孩子，再带走大人。
又过了好多年，他们才有了第三个男孩，现在已经结婚了。胜衣开始还偷着去看望岳父母，
后来就慢慢的不去了。
（三）死人与纸人的阴亲
死人与纸人的阴亲
个案二十一
访谈地点：莱芜市莱城区苗山镇崮山村
访谈人物：王学理，60 岁，是苗山镇崮山村庄的“善人”， 是附近几个村庄婚丧嫁娶
礼俗的明白人，会查日子、看风水主要是阳宅、喜欢研究风水方面的书籍。原本文化水平不
高，就是小学毕业，但是由于兴趣所在，都是经过自学得来的。由于心脏不是很好，所以有
更多的时间去学习，田里面的活比较少干。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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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是从家门口到林地大路途中，比较宽敞的一块地方。
每块林地都有鬼魂“负责人”
，称“林长”
。
这时烧的钱没有死者的，只有老盆里烧的钱才是属于死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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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理老人谈到了死人与纸人结阴亲的事情，这也是我所调查个案中唯一的一例：如果
去世的孩子还是很小的话，一般的父母或是家庭里面的人不主张给小孩结阴亲，但是现在没
有这么严格的限制。扎纸人主要是由于父母迫于无奈才给孩子扎纸人的。曾经王姓人家的儿
子未成年去世之后，几年时间过去父母身体不舒服会不间断的生病，经常梦见儿子回来要媳
妇，闹得家里不得安宁。后经神婆的指点就照一个女孩子的样子做纸人，做好之后选个好日
子把纸人拿到坟头上去烧掉，并会说现在都给你找了对象了，你就去好好的过日子，不要再
回来瞎闹了啊，之后那孩子果然就没回来闹过。

四．芜市冥婚仪式过程总结
综观以上个案，可见莱芜市的冥婚是亦喜亦丧，先结婚后发丧。其仪式也是分为两步走：
1、 结婚。
⑴提媒，定亲。往往是与男女双方都有关系，都“说得上话”的亲戚或朋友做媒，给
牵牵线，从中间传信，征求一下双方的意见。如果双方都有意，就择日请男方家长买好礼物，
准备好定亲钱，去女方家定下亲事。如果当时女方还未死亡，则成亲的日子就定在女孩咽气
的当天。
⑵迎亲，拜堂（可省）。
男方准备好棺材，女方准备好嫁妆，届时直接将尸骨/骨灰/灵位接到男方林地。在灵
棚祭桌钱，由两位老人（或两男或两女） ，执两人牌位拜堂。
2、发丧。
男方过继其兄弟的孩子，为女方指路。一切按大出丧过程来办，将两人尸骨或牌位合
葬。此后，两人正式进入男家祖宗谱系，男方承担起祭祀的义务，每逢七月十五，春节，一
年两次拜祭。同时男女双方家庭按亲戚关系走动。

五．莱芜市冥婚的特点
与我所调查的山东省梁山县的冥婚相比，莱芜市的冥婚现象具有其显著的特点：
1、其结阴亲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女方得以安葬，所以往往女方主动。
梁山县结阴亲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使男方得以入祖林，享受后代祭祀，多为男方主动。而
莱芜市却有所不同。当地有“闺女不入自家林地”说法，女方去世后，无处埋葬，必然着急
打听有没有合适的男子，可以及时嫁过去，埋入婆家林地。在我所调查的个案中，很多都是
女孩在奄奄一息之时，家里人就忙着开始找寻婆家，等去世当日，就举行阴亲，将闺女嫁过
去，“结阴亲，自古以来只有男人等女人，没有女人等男人的”
（澜头村刘先生）。
也正是由于上述原因，莱芜市结阴亲的时间多为女方去世当天，或第二日火化后，直接
将骨灰盒或棺材接到男方林地埋葬。而在梁山县调查的 58 例个案中，少有这种现象，多为
男女双方死亡多年后成亲。而且其成亲的时间皆为白天，在中午十二点之前完成。莱芜市有
些地方，尤其是西乡及南部地区，莱芜有些地区结阴亲的时间定在午夜至凌晨之间。他们认
为认为鬼魂是见不得光的，只能午夜十二点之后“鸡不叫，狗不咬，吓不着鬼和魂“之时，
举行阴亲。甚至南麻地区认为一年只有两个时间可以结阴亲：寒食和十月一。因为只有这两
个日子才能动土动坟，这一说法在梁山是不存在的。
2、重“魂灵”，而非“尸骨”，鲜有“找替身”现象。
梁山地区注重“并骨“，强调结阴亲的关键是将女方尸骨迁来与男方合葬，这样两人就
可以共同迁入他们在祖坟中的法定位置（结阴亲之前，男方只是葬在林地边角）。如果找不
到合适的女方他们会做“纸人”或“稻草人”做替身，来实现迁坟的目的。
但莱芜更重视的是“魂灵”结合。有很多案例中，尤其是最近一些年，有很多是根本不
迁动女方尸骨的。只是做个牌位，上书女方名字，将其魂灵接引至墓穴，完成双方魂灵的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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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其目的也就实现了。结阴亲之后，男方的坟墓也不再迁移，还是原处不动。但是两人的
魂灵却经过此仪式，得以上供桌，享受代代祭祀。
再比如，在寡妇改嫁案例中，当地人也是相信，无论其改嫁到哪里去，其魂灵还是要回
到先夫身边，而不需举办阴亲。在梁山，这种情况是要行阴亲的，如果不如此，则要等改嫁
的妻子过世后，将其尸骨接回合葬。
3、 更重视“阴间”与“阳间”差异，相信并畏惧“鬼”的力量。
莱芜地区无论是女方送阴亲的客，执男女牌位替代亡魂成亲的人，还是提媒的媒人，都
会“犯疑影”，认为沾到阴气，会引发不祥的事情发生。例如文中分别由两人提到的野虎沟
的王姓老人，刚为村里死亡的女大学生当客送亲后不久，即得了癌症（见个案一 ）
。野虎沟
村的神妈妈认为现在不能让孩子顶替自己的兄弟姐妹成阴亲，因为现在孩子金贵，怕有不祥。
澜头村赵奶奶也说起很多媒人提了阴亲后，也是会生病或招惹不幸。还有几乎所有的个案讲
述人都谈到上述三类人多找孤寡老人，或者年岁已大不怎么在乎的人。总之，当地人无一例
外地认为阳间的人不适宜参与阴间的事情，否则会导致灾难。
除此之外，当地人也特别相信并畏惧“鬼”的力量。当未婚死亡女子未嫁之时，七月
十五及春节祭祀祖宗之时，她的名字是不能上供桌的，只能被当做“游孤鬼”
，用“栏门棍”
31拦在大门之外，因为鬼事不祥之物，不允许进家门。等将列位祖宗送走后，在大门外角落
里为她单独烧一份纸。
野虎沟村的一位神妈妈曾绘声绘色地讲述过“游孤鬼”的故事：这灵魂接过来之后，女
方那边就逢年过节供养的时候就不用管了。结婚之前年年都得想着她。咱这里逢年过节都得
供养，可是只是供养老人，没有说是后辈上桌子的。只要没结婚，不管年龄大小都算后辈。
她父母就得等把老祖宗都送走了，在大门外面，单独给她准备一份纸烧了。这种人是不允许
进家门的，咱这里叫“游孤鬼”，这些鬼无家无业，就相当于流浪汉。这样接了阴亲就可以
上男家的大桌子了，摆在最下首，也就是最东边，享受祭祀。
往往是未成年夭折的，或者恶死的人，好变成这种游孤鬼。俺庄里吴强家早先那个老婆，
是吊死的，整天回来闹腾。那是好几十年前的事了。当时吴强弟弟要结婚，没有钱，她婆婆
就说：
“老大媳妇（吴强是老大），你弟弟要结婚，你俩当老大的，甭管怎样，你得给我兑和
（凑）点钱来，要不你就别进这个门。”吴强他老婆就回娘家去借，可是没借来，哭哭啼啼
的回来，摊好了盆煎饼，就在那个盛粮食，放煎饼糊子盆的小东屋里吊死了。当初她公公就
是在那个屋里吊死的。以前这老婆（指吴强老婆）一进那间屋，就听见她公公说“上吊好，
上吊好啊”。她还出来说，还想让我上吊来，我就是不干。可是她这次着了恼（就是有了伤
心事），就容易被缠磨上，她公公到底还是指引着她去上了吊。据说这种吊死鬼，在哪里吊
死了，非得有第二个人也在同一个地方吊死，把他顶替出来，他脖子上的绳才能解了，要不
就走到哪里都拖着那根绳子。这个老婆八字软，全家他公公谁也不缠，就缠磨她一个。平时
她就病病歪歪的，让她公公一惹不就哭啊，一哭一着恼，就容易出事啊。要不人家说，平时
一点小事不能哭哭闹闹的，容易招事啊。只要高高兴兴的，啥事也找不上。
她死后家里一直平安无事，可是二十多年以后，吴强又新娶了个老婆。这下子惹着这吊
死的老婆了，她整天回来缠磨这个新媳妇，附到她身上说：
“你倒怪好，来享福来。这俩孩
子（她死后撇下了一儿一女）不是你生不是你养的，凭什么现在你得祭（享受孩子照顾）啊。”
虽然这新媳妇从没和她见过面，但完全是这个吊死老婆的声音。这个新媳妇也是八字软，整
天被她缠着，不是这里难受就是那里疼。这种鬼就是难缠，家里什么法子都想过了。年年她
闺女儿子够给她做了新衣裳烧了，不管用。请神妈妈从东南角折桃枝来钉，也钉不住。
她不光缠着这个新媳妇，她还跟着她闺女。她闺女定亲那天，刚一走，她婆婆就说：
“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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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门棍”即和门栏差不多长短的一截木棍。七月十五及春节祭拜之前，家里所有的门栏钱都放置栏门
棍，用来挽留祖先，同时阻隔恶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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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这孩子整天病歪歪的来，这不她娘在后头拖着条绳子跟着啊”
。她这个婆婆是个神妈妈
能看见鬼魂，她说这个吊死老婆光抓着她闺女的衣角，不敢上她的身。她这是看见闺女结婚
高兴啊，想跟着走闺女家，这是疼她，可没成想会害了她。她从来不缠他男人和儿子，他们
都身强力壮的，她压不住啊。
村里一般人家门口都贴着门神，她进不去，只能进自己家门。除非那些八字软的人家能
进去。吴兰就冲撞了她一回，那吊死老婆那么凶，说：“除非你叫吴强来赔不是，他不来说
好话，我不走。
4、继子分家产。
莱芜结阴亲几乎都要过继子嗣为其指路（指引魂灵）
，并承继烟火为其祭拜，一般是按
远近亲疏，首选死者兄弟家的儿子，然后再是族内的其他人。当然继子在承受责任义务的同
时也会享受利益，凡是举行了过继仪式，就要分给其一半甚至三分之二的土地、房屋或其它
财产。所以过继儿子是一件涉及到方方面面利益的微妙事情。
例如，（见个案八）按说应该给王龙过继个他大爷，叔叔家的侄子，可是他爹兄弟们关
系不合，再加上王龙家国的怪富，要是过继了别人家的孩子，就得分给他一半家产，这不合
算。于是最后就让王龙十一岁的弟弟给他指的路。那天早上七八点钟，他家里就找人去林里
破坟，另外一批人去接新娘。结阴亲主要就是他俩的魂结婚，所以女家没把闫妮尸骨起出来，
只是写了牌位带来。女方家人来了，吃过早饭。王龙他弟弟就使个传盘，把俩人的牌位放上，
再加上招魂幡（见前文）端到林上。摆上两双筷子，两对盅子，献献供，烧烧香，把俩牌位
子埋到坟里，就完了。
5、“不重丧”、“不重棺”
除以上所述几点外，与梁山相比，莱芜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梁山个案中的阴亲程序全部
是先娶后出丧，但莱芜却是不同，讲究“不重丧”、
“不重棺”。所谓“不重丧”是指人一生
只能举行一次丧礼。如果是去世多年，皆发过丧埋葬过男女亡魂，行阴亲时只拜堂不再发丧。
即拜堂后直接合葬于墓穴。
“不重棺”
，即不能将骨灰盒套放在棺材内合用，这样家人会有不
幸，而且死者的灵魂则无法出来托生。“牛马庄有个看大门的老头，年前新打了个坟。咱这
里坟都是两间，两口子一人一家。这老头不懂，把他死去多年的老伴骨灰盒扒了出来，又买
了口新棺材放进去，埋到新坟里。结果没过完年，这老头就死了。这死去的人，是不能迁尸
骨的，更不能重棺，只要拿死者的几件衣服或整合牌位埋进去，灵魂就合葬了。”
（澜头村刘
先生语）

六. 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莱芜市的冥婚本质是在逆回的神圣时间内，通过鬼魂的婚配及丧葬
仪式而实现灵魂的圣化。
以包括结婚及发丧程序的完整冥婚过程为例，我们可以看出整个冥婚仪式过程包括三个
神圣空间：家、土地庙和林地。这三者分别象征了俗世、阴间和神圣世界。其中家门、土地
庙门和林地则分别是通向俗世、阴间和神圣世界之门，是沟通三界的通道，同时也是从一种
32
性质的空间进入另一种空间的中媒 。
迎娶到男家的鬼新娘不能进家门，只能在门外搭灵棚发丧。因为家门是为了防御亡灵鬼
魂及恶魔的入侵，以防其进凡世作乱的；之后，由继子指路泼汤，指引着灵魂去土地庙报到。
土地往往被认为是管理游魂厉鬼并保护凡人免受其侵害的神灵，所以去土地庙报了到，魂灵
由凡世经由庙门下到了阴间；林地在村民眼中也是完全不同于其他地点性质的空间，其围砌
的边界将俗世和神圣隔离开来，是凡间与诸神联系之地。于是进入林地就迈向了通向天国的
通道，在这块圣地里，在诸神面前举行了婚配仪式，就得以实现圣化，上升至天界，合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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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神圣与世俗》
，米尔恰.伊利亚德，华夏出版社，2003 年 12 月版，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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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祖宗之列。正如 Arthur.P.Wolf 所说“在中国人眼中，神与祖先是一类，而鬼是另一类“ 。
因此，虽然从世俗地理空间表象上看起来，两次仪式只是实现了世俗空间的一个圆圈：
家---土地庙---林地----家（供桌），而从神圣空间来讲，实际上是完成了一个由下而上，
实现宇宙层次突破的过程：由阴间---神圣世界的圣化。同样从时间表象来看，冥婚是一个
均质延续向前的线性时间，但实际上是通过仪式使两人重回到结婚及丧葬，借助这逆回且永
恒的神圣时间，重新补全了其过去未曾经历而必须要经历的通过仪式或转变仪式，实现了圣
化。每一次圣化，就是一个新的开始，都是一个新的生命，于是冥婚仪式使死亡过度到了生
命，实现了微观意义上的创世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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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神、鬼与祖先》
，Arthur.P.Wolf，
《台湾本土宗教研究的新视野和新思维》
，南天书局有限公司，
2003 年 6 月版，P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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