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较视野下的德昂族年龄组织


———以云南德宏三台山德昂族为例

舒 瑜

基于与非洲年龄组和傣族社龄结构的对比，本文对德昂族年龄组织的形式、功能及历史演变

进行深入揭示。德昂族年龄组织的独特之处在于部分年龄级的组织化，即仅表现为青年组与老年

组两种组织，二者分别承担不同的社会功能。这一形态为进一步讨论年龄组与年龄级的关系、年

龄层级制度的形态类型提供了重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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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德昂族是云南省特有的人口较少民族，同时又是一个跨境而居的民族，主要分布在中缅交

界区域，人口２万余人。德昂族支系较多，居住较为分散。云南德宏芒市三台山德昂族民族乡

是全国唯一的德昂族乡，也是国内德昂族最集中的聚居区之一。德昂族由于历史上长期处于

傣族土司的统治之下，受到傣族文化的深刻影响，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使用傣文。

笔者于２０１７年４－５月、２０１８年４月和１０月、２０１９年２月多次到云南德宏德昂族村寨进

行田野调查。这些村寨主要包括芒市三台山德昂族乡出冬瓜、邦外两个行政村以及陇川县章

凤镇费顺哈、费刚、芒棒等自然村。① 出冬瓜老寨，与田汝康先生笔下的那木寨，②相隔仅十余

公里。三台山德昂族乡乡内居住着德昂族、景颇族和汉族三种民族，在自然村内部基本以单一

民族聚居为主。出冬瓜行政村共有德昂族２９２户、１２３５人。德昂语为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佤

德语支，方言支系较多，出冬瓜村德昂族主要由两个不同方言支系组成，但彼此语言可通。

调查中，村民们频频提及“青年组”“老年组”，“某某是青年组（老年组）的组长”，“敲鼓是由

青年组负责的”，“奘房（佛寺）由老年组负责管理”，“青年组要表演水鼓舞”，“泼水节的时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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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民族地区生态利益共同体构建与生计方式转型研究”

（项目编号：２０１９ＭＺＳＸＫ００９）的阶段性成果。本文写作得到厦门大学张亚辉老师、南京大学褚建芳老师的帮助，在此致谢！

文中凡未明确注明出处的材料，均来自这几次田野调查。

参见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云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



由老年组推算出来的”等。“青年组”和“老年组”在德昂语中对应的称谓分别为“阿梁阿比阿”

（ａｌｉａａｐｉａ）和“邦达呀该”（ｂａｔａ

ａ

ɡａｉ），①前者意为“小伙子姑娘”，后者意为“老年男性和

女性的班”。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多，青年组、老年组的说法已为村民所熟悉并接受，在与外来者

的交流中频频提及，但村民内部交流时仍使用德昂语称谓。“青年组”“老年组”是德昂族社会

生活中重要的人群分类范畴。青年组尤为特别，即加入青年组的青年男女要以一一配对的方

式结成强制性的伴侣关系———“估”（ｋｕ）。三台山德昂族青年组、老年组的组织形态不常见于

周边民族。这种年龄组织与人类学研究过的年龄组有何异同？

据２０１８年版牛津《文化人类学词典》的相关定义，“年龄层级制度（ａｇｅｃｌａｓｓｓｙｓｔｅｍ）是将个

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为男性）按年龄分成正式的组———年龄组（ａｇｅｓｅｔｓ），年龄组成员共同生活，

共同经历社会定义的一系列生命阶段———年龄级（ａｇｅｇｒａｄｅｓ）。年龄级与生理变化（青春期）和

社会公认的事件（如婚姻或孩子出生）有关，包括入会期、武士期、成人期和老年期，每个阶段都有

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在一些东非社会中，年龄级是社会结构和政治进程的中心要素。年龄层级

制度促成亲属群体之外的社会团结，同一年龄组的人终其一生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②

年龄层级制度常见于东非、巴西中部和新几内亚部分地区，而涉及非洲年龄组的研究成果

则最为丰硕。１９５４年，艾森施塔特（Ｓ．Ｎ．ＥｉｓｅｎｓｔＡｄｔ）曾对非洲大陆３７个具有年龄组的社会

进行比较研究，就年龄组的组织形式、产生条件、社会功能和结构差异等提供一般性认识。他

指出，年龄组的形成是基于自然年龄（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ｇｅ），达到该年龄的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

加入这个系统，其主要功能是完成社会化过程，实现社会行为和社会价值的代际传递，增强社

会认同，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延续。年龄组的发育程度及其结构差异与社会角色分化和专门化

程度密切相关。在专门化程度较低，尚未分化出专门的政治、军事机构的社会，政治、军事等基

本功能就会归于不同年龄组的成员，这在王权社会和非王权社会中也有差异。③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田汝康在云南德宏芒市那木寨的研究中提出“社龄结构”概念，认为它相

近于非洲年龄组，但又有着明显的不同。④ 它指的是傣族社会生命中渐进的四个人生阶段，即

“四个社龄”。这四个社龄并不代表体质的成熟和衰老，而是代表社会身份，以及与之相关的权

利和义务。社龄的转化是通过一种社会机制，即做“摆”仪式⑤向佛寺施舍以获取功德来实现

的。在后续学者的再研究中，褚建芳指出，田汝康所描述的“社龄结构”不是人类学传统意义上

的年龄组，但在那木寨同时存在根据长幼之序组成的年龄群体。⑥ 近年来，白族⑦、藏族⑧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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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第一次出现的德昂族专有词汇，以汉语音译和国际音标标出。再次出现，则只给出汉语音译。国际音标的标

注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语言研究室陈国庆老师的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ＬｕｉｓＡ．Ｖｉｖａｎｃｏ，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电子版）．英语中

常用的“年龄组”相关术语有“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ａｇｅｓｅｔ”“ａｇｅｓｙｓｔｅｍ”等。在本文中，笔者将“ａｇｅｃｌａｓｓｓｙｓｔｅｍ”译为“年龄层级制

度”，将“ａｇｅｓｅｔ”译为年龄组，将“ａｇｅｇｒａｄｅ”译为年龄级。

参见Ｓ．Ｎ．ＥｉｓｅｎｓｔＡｄｔ，“Ａｆｒｉｃａｎ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ｆｒｉｃａ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Ｖｏｌ．２４，Ｎｏ．２，１９５４。

参见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第９１页。

“摆”来自缅语，意即“集会”，是田汝康对傣族一类宗教仪式活动的统称。参见田汝康：《芒市边民的摆》，第６、６６－７１页。

参见褚建芳：《人神之间：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年

版，第９８－１１２页。

参见罗红：《白族社会性别结社与族群认同》，《云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０８第６期；马腾瞸：《鹤庆白族年龄组织“帮辈”

文化的人类学初探》，《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第１６辑），２０１５年。

参见叶静珠穆：《藏区村寨年龄组织个案调查———以松潘热务沟卡卡村为例》，《西藏大学学报》２０１０年第２期。



台湾阿美人①的田野调查中都发现了年龄组织现象。年龄组织虽然是人类社会一种较为普遍

的社会组织形态，但其具体的组织方式、规则、社会功能在不同社会中的表现并不相同。另外，

在福建惠安发现的“少年伴”、“姐妹伴”，看似是一种年龄组织，但它们更多是一种与不落夫家

婚俗相关的作为情感寄托的性别组织。②

事实上，田汝康所提出的“社龄结构”更接近东非社会发现的年龄级。随着年龄层级制度

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年龄组”与“年龄级”的区分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的研究中逐渐被强调，

这个变化也体现在前述牛津《文化人类学词典》２０１８年版的定义中。综合目前的定义，年龄级

是指一系列生命阶段，个人在人生不同阶段会经历不同的社会身份，可以集体或个别地升到更

高级的年龄级中；而年龄组则是正式的社团组织，个人永久地依附于其所加入的年龄组，年龄

组的晋升和转化只能是集体性的。③ 斯图尔特（ＦｒａｎｋＨ．Ｓｔｅｗａｒｔ）曾试图归纳年龄组与年龄

级的不同特点：年龄组的特点是排序、无重叠、单一成员资格、需加入、会解散、不辞职、不重新

加入；年龄级的特征表现为不同级别是前后相继没有间隔的序列，系列中的每个阶段会有独特

的活动安排。④ 年龄组和年龄级尽管存在区别但事实上密切相关，表现为在不同社会中两者

的组合关系有所不同，比如努尔人除了从童年期经过成年礼过渡到成人期之外，没有年龄级系

统。随着年老的年龄组逐渐消失，下一个年龄组自动升为老年组，年龄级并不为年龄组分配具

体的活动。在其他部落社会中，年龄级对不同级别的年龄组有明确的活动安排，因此年龄级会

为年轻人提供军事训练和组织军事远征，例如肯尼亚的南迪人有７个男性年龄组———２个男

孩组、１个勇士组、４个长老组，负责战争的勇士组保留其职位约１５年之后升格为其中一个长

老组，部落政权就移交到其后的下一个年龄组手中。⑤

本文以年龄级和年龄组的明确区分为基础，力求在比较的视野中对三台山德昂族年龄组

织的形态与功能进行揭示，并采用历史人类学的眼光追溯其演变历程。

二、德昂族的四个年龄级

三台山德昂族将个人的社会生命分成四个阶段，即四个年龄级。第一阶段是从出生到成

年。这个阶段，女孩被称作“郭那比阿”（ｋｎａｐｉａ），男孩称作 “郭那梁”（ｋｎａｌｉａ）。他们主

要处于家庭抚育和个人成长时期，没有过多的家庭负担和社会责任。女孩从学会走路就开始

穿筒裙，传统上不蓄发，从小就剃光头，只在前额留一小撮刘海；男孩在头顶蓄一小撮头发编成

辫子，其他部分剃光。

第二阶段以通过成年礼为标志。这一阶段的青年男女，年龄多在１５－１６岁。这时的姑娘

被称作“阿比阿”（ａｐｉａ），小伙子叫“阿梁”（ａｌｉａ）。女性漆齿、男性纹身是成年礼的重要内容。

这个时期在服饰上最鲜明的变化就是男女都开始打包头、佩戴耳筒，男性只佩戴左耳，女性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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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黄宣卫：《区域历史、族群关系与文化变异：从文献资料初探阿美族文化的地域性差别》，《族群、历史与空间：东

台湾社会与文化的区域研究研讨会论文集》，２０００年。

参见吴春明：《试论惠东妇女“长住娘家”婚俗的起因》，《民族研究》１９９９年第２期。

参见维基百科ａｇｅｓｅｔ与ａｇｅｇｒａｄｅ词条，网址：ｈｔｔｐｓ：／／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Ａｇｅ＿ｓｅｔ。

参见 ＦｒａｎｋＨ．Ｓｔｅｗａｒｔ，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ｓｏｆＡｇｅＧｒｏｕｐＳｙｓｔｅｍ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ｐｐ．２８－２９，

ｐｐ．１３０－１３１。

参见Ｅｎｃｙｃｌｏｐｅｄｉａ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Ｏｎｌｉｎｅ，网址：ｈｔｔｐｓ：／／ｓｃｈｏｏｌ．ｅｂ．ｃｏｍ／ｌｅｖｅｌｓ／ｈｉｇｈ／ｓｅａｒｃｈ／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ｑｕｅｒｙ＝ａｇｅ＋ｓｅｔ。



佩戴双耳。“阿比阿”和“阿梁”正是在这个时期加入青年组的。加入青年组后，青年男女就要

共同参与做“摆”（ｂｌｉ），①提供劳务，完成必须的仪式环节，并开始积累最初的名号。德昂族的

名号体系分为依次上升的三个等级：分别是“么／摸”（ｍ／ｍａｕ）———“汤姆”（ｔ
ｈａ：ｍ）———“帕

戛”（ｐ
ｈａｋａ）。第一级“么／摸”是青年男女通过参与公“摆”（如修建奘房、塑佛、建佛塔等）或者

协助家人做“摆”时所分得的最初级名号。“么／摸”是“叶子／花”的意思，分别是“阿梁”和“阿比

阿”可以获得的名号，其后可以加各种修饰语，如“么恩”（ｍｎ）、“么坎姆”（ｍｋ
ｈａｍ）、“么

香”（ｍｉａ）等，意为“金叶子”“银叶子”“珍宝叶子”。

第三阶段以结婚为标志。青年男女结婚即自动退出青年组，开始进入以婚后家庭生产和

劳作为中心的时期，生育儿女，赡养老人。已婚女性统称为“呀买依”（ａ
ｍａｉｉ），已婚男性统

称为“达衮依”（ｔａｋｕｎｉ），婚后女性发饰和服饰都趋于简洁，不再保留前额的刘海而剃成光

头，包头和耳筒都不再装饰有彩色绒球。已婚男女的主要精力在于养家糊口、生产劳作，他们

尽管也参加村寨的公共活动和赶“摆”，但并不是这些活动主要的组织者和服务者。事实上，这

个阶段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开始为做“摆”积累资金。对于三台山德昂族来说，除公“摆”（以

村寨集体名义进行的“摆”）之外，私“摆”分为“卤冢姆”（ｌｕｔｍ）和“卤沙丹”（ｌｕｓｔａｎ）两种。

前者是为去世的父母所做，目的在于报答父母的恩情，让父母进入极乐世界；后者则是为了积

累自己的功德，为获得更高的名号和更好的来生而做。在当地人看来必须先完成前者才有资

格进行后者。如果尚未给已故父母做“摆”，就忙于操持为自己做“摆”，不但不会获得荣耀反倒

会遭来耻笑，为社会所不齿。另外，如果父母健在，年纪再大也不能做“卤沙丹”。在这个时期

通过做“摆”或参与做“摆”，就能获得第二级的名号“汤姆”，“汤姆”后面同样可以加各种名称来

加以区分，如“汤姆香”（ｔｈａ：ｍｉａ）、“汤姆恩”（ｔ
ｈａ：ｍｎ）、“汤姆空”（ｔ

ｈａ：ｍｋｈｍ）等。

第四阶段以进入奘房礼佛为标志。这一阶段，人们逐渐远离世俗劳务。这一时期的老人

体力上不足以承担过重的生产劳作，膝下儿女纷纷成家立业，生育后代。老年女性被称为“呀”

（ａ
），男性被称为“达”（ｔａ）。老年女性的服装更加素朴，包头、上衣和筒裙上均无花纹和绣球

装饰，只有筒裙上标志支系特征的纹样保持不变。男性的服饰在不同人生阶段稍有变化但并

不明显，主要是上衣颜色稍有变化，青年男性多着白色、蓝色上衣，而老年男性的上衣多为黑

色，白布包头，下装为黑色阔腿短裤，打绑腿。老人们的心愿就是能够通过不断做“摆”来积累

功德，获得依次晋升的名号和更好的来生。这个时期做“摆”就能获得“帕戛”的称号，“帕戛”这

个等级又进一步分作三级，分别是“帕戛奘”（ｐ
ｈａｋａｔｕａｎ）、“帕戛洛威”（ｐ

ｈａｋａｌｉ）和“帕戛洛

威吉可香”（ｐ
ｈａｋａｌｉｔｉｋｉａ）。参加公“摆”所分得的名号最高只能达到“帕戛洛威”这一级，

而且只有极少数在做“摆”时穿白衣的古稀老人才能被称为“帕戛洛威”，其他人在公“摆”中即

使贡献再大也不能称为“帕戛洛威”。而至高的等级被称为“帕戛洛威吉可香”只能通过做私

“摆”获得，目前出冬瓜村还没有人获得这个称号。另外，通过为已故父母做“卤冢姆”，个人也

能获得名号，但只能在“帕戛洛威”以下。

德昂族的四个年龄级，正是田汝康所称的四个“社龄”。按照田汝康的定义，社龄的实质是

社会生命史的顺序，“与社会成员完全是按照自然年龄联系在一起的明确组织———‘年龄组’相

比，安排傣族社龄结构的绝非组织，而是在“摆”中表现出来的社会生命史的顺序”。② 田汝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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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昂族中，“摆”的含义几乎同于傣族的理解，差别不大。

田汝康著、傅德华编：《滇缅边地摆夷的宗教仪式》，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９４－９５页。



明确意识到社龄结构与年龄组有着明显不同，但并未明确年龄组与年龄级的区分。事实上，年

龄组与年龄级的组合关系在不同社会中并不相同，有的社会有年龄级无年龄组，有的社会有年

龄组无年龄级，有的社会两者都有。

褚建芳在对那木寨的再研究中，已经指出那木寨确实同时存在根据自然年龄划分的年龄

群体，当地人称之为“傣过”。每个“傣过”所跨越的年龄段一般在３－５岁不等，“傣过”的形成

一般从邻里之间逐渐扩大到全寨，不断发生合并、融合与重组。不同的“傣过”群体有着特定的

名称，还有一些亚群体，其成员共同参与公共活动，如做“摆”、婚礼、葬礼、劳动互助，以及到外

寨去赶“摆”等。① 这说明不同社龄阶段其实对应着数量不等的年龄组群体，那木寨傣族既有

年龄级又有年龄组。

三、德昂族年龄组织的形态与功能

（一）青年组与老年组的组织形态

德昂族年龄组织的特殊之处在于，并不是每个年龄级都对应着年龄组，笔者只在第二年龄

级（第二社龄）和第四年龄级（第四社龄）内部发现了组织形态化的年龄组织。第二年龄级（第

二社龄）的组织形态是青年组，第四年龄级（第四社龄）的组织形态对应着老年组。第二年龄级

的青年人如果不结婚，则会一直待在青年组里；第三年龄级的人如果不进奘房拜佛，就不能进

入老年组。青年组和老年组是嵌入社龄结构的年龄组织，并在组织形态上具有鲜明的独特性，

与傣族社会构成显著不同，这与德昂族社会进入傣族土司统治之前的部落组织有关。

德昂族青年组最独特的组织形式是以青年男女一一配对，形成强制性的伴侣关系“估”来

运作的。这个组织具有明确的机构设置和成员组织方式：组长“波冒”（ｐｏｍａｕ）是已婚男性，

一正一副，他们是由老年组推选出来专门管理青年组的负责人，其下又有两个未婚的青年男女

分别是男性青年的领头人“胡冒”（ｈｕｍａｕ）和女性青年的领头人“胡绍”（ｈｕθａｕ）。所有加入青

年组的男女，都被以一一配对的方式组织起来，男女配对是由波冒来指定的，不能出于男女双

方的个人意愿。配对原则与通婚规则一致，即遵循“同姓不能结成估”。此外还有一个不成文

的规定，就是兄妹俩可以同时都在青年组，但两兄弟或者两姐妹不能同时在青年组，一个退出

之后一个再加入。② 青年组里不会出现落单的女性，只有在有人“估”的情况下，女孩才会被吸

收进青年组。这种配对关系被称为“估”，男性称女性为自己的“阿比阿估”（ａｐｉａｋｕ），女性称

男性为自己的“阿梁估”（ａｌｉａｋｕ），一般只能说男性“估”女性，不能说女性“估”男性。从目前

报道人的口述资料来看，由青年组的“估”最终发展成婚姻关系的只是少数，有报道人认为这个

比列大概占到１０％，也有的报道人认为能占到２０％－３０％。因此，这种配对关系基本被认为

是一种强制结成的社会关系，而非真正的亲密关系。大多数青年男女在自己的“估”之外，都有

自己真正心仪的对象，这种恋爱关系也得到社会的认可。但在青年组的活动中，“估”的关系是

第一位的。青年组成员之间地位平等，但都服从于“波冒”的领导。“胡冒”和“胡绍”负责组织

“阿梁”和“阿比阿”参加各种活动，若有人缺席或是违反纪律，有权批评教育，如果解决不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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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褚建芳：《人神之间：云南芒市一个傣族村寨的仪式生活、经济伦理与等级秩序》，第９８－１１２页。

在笔者看来，其原因是为了保持青年组的性格平衡，另外也与德昂族非常重视长幼秩序有关。在过去，如果家里的

长姐尚未结婚，妹妹谈恋爱都会受到父母的斥责，因为这样做被认为会冒犯未婚的长姐。



会交给“波冒”进一步处理。

关于青年组的进入、退出以及“估”的关系结成，受访者回忆说：

我是最后一任“胡绍”。我有过三个“估”，第一个是我后来的姐夫，我姐夫“估”我两年，两个泼水节他都送

我花篮，后来他结婚就换了，第二个“估”我，也有两年，最后一个“估”就一年，我就结婚了。我总共得了５个篮

子，３个烟盒，烟盒是谁结婚就还给谁了。我丈夫没有参加过青年组，他读书毕业之后去邦外代课一年。他娶

我要交给青年组组长５０元钱。如果参加青年组就不用给钱了。

以前，波冒会带着五六个伙子来到女孩家吹葫芦丝，来跟女孩的父母讲，让孩子参加青年组。第一年父

母说孩子还小，第二年还要再邀请一次。第三年必须参加。不参加就不再邀请，就没有机会加入青年组了。

一年之中泼水节、“进洼”、“出洼”①可以加入青年组。同意加入之后，波冒就安排谁是她的“估”，原则是同姓

不能结成“估”，李姓“估”赵姓，赵姓“估”杨姓等等。女的必须要有“估”，男的可以没有“估”，女的没有“估”就

害羞了。

有的“估”吵架不讲话的都有。管你吵不吵，分到你管他，你还是要管他。如果不合心，人家送了你篮子，

你不送人家筒帕，胡冒要来找你，你要去拜人家的。以前管得严的。

由上可以看出，加入青年组有一系列的仪式要求，并有一定的社会强制性，不加入青年组

的人就成为这个社会的“外人”，被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而退出青年组的依据并不是自然年

龄，而是社会身份的转变，即青年男女结婚就自动退出青年组。

青年组的这套组织形态大致延续到２０世纪末期。随着年轻人开始大量外出务工、求学，

青年男女无法再结成“估”，成员零零散散，青年组趋于解散。直到２００９年，出冬瓜村受邀参加

全国鼓艺大赛，之后开始频频参与政府举办的各种文艺表演，青年组得以一定程度的恢复，三

年后“青年组”更名“文艺组”，文艺组成员年龄在３０－５０岁，均为已婚。目前青年组虽以“文艺

组”的形式存在，但从组织设置上仍然延续了历史上青年组的设置，由两位“波冒”（一正一副）

负责管理，村妇女主任则仍然担任“胡绍”，只是“估”的组织形式不再存在。

与青年组类似，进入第四社龄的老人也有着明确的组织形态。三台山德昂族把进入第四

社龄的人看作是老人，所有进入第四社龄的老人就构成了老年组。在老年组内部设有一个领

导机构，由７位老年男性组成，并有明确的称谓和职能分工。“达岗”（ｔａｋｉａ）相当于老人组

的组长，总体负责和协调，管理账目，保管公共财物，掌管象脚鼓；“达德利”（ｔａｔｒｉ）是专门的

宗教执事者，识傣文，明时历，通晓佛经；“达腊姆”（ｔａｌａ：ｍ）是佛爷佛事活动和生活起居中的

助手；“达板”（ｔａｂａｎ）负责采购物什；“达速德岗”（ｔａｓｕｔｔｋａ）负责通知事宜；“达幸”（ｔａ


θｉ）负责管理水心奘 ；“达幸甘”（ｔａ

θｉｋａｎ）负责为佛爷制作袈裟。其实，从这些称谓中就可

以看出这是一个老年组织，“达”（ｔａ）就是对老年男性的尊称。这７个人选从老人组内部推选

产生，没有明确任期，主要考虑本人意愿和身体因素。

７位老人组成的领导班子，是老年组的组织领导核心，老年组的组长“达岗”则是具体的领

导者。７位老人职责明确，彼此之间是分工协作的关系，并听从“达岗”的指挥和调动，老年组

内部的决策是民主协商，譬如推选青年组的负责人“波冒”，就是先提出候选人，经过充分酝酿

后遵从大多数人的意见而产生最终人选。老年组负责组织村寨的所有宗教仪式活动，且不限

于佛教活动，像祭祀寨心、山神等也都是由老年组来组织安排的。老年组领导班子确定活动的

具体时间和形式后，由“达速德岗”负责通知全寨。相比青年组，老年组当下的存续情况要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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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进洼”和“出洼”即“关门节”和“开门节”，该节日起源于古印度佛教雨季安居的习惯，从关门节这天开始至开门节

结束的３个月时间，为小乘佛教的安居斋戒期。



多。２０１８年通过补选，目前领导班子７个职位健全，分工明确，运转正常。

（二）青年组与老年组的活动形式

加入青年组的“阿梁”和“阿比阿”就开始了集体生活。“坐落房”①是村寨公房，是青年男

性集体过夜以及留宿外寨人的地方。坐落房和奘房一般被认为分别是青年组和老年组的活动

空间。每年“进洼”期间老人们每七天进奘房念经一次，头一天晚上所有阿梁都要在“坐落房”

过夜，晚上他们就在“坐落房”学习敲鼓。在这段集体生活期间，青年们不仅会习得敲鼓的技

能，还会学习到有关部落历史的秘密知识以及各种宗教仪轨，集体生活无疑会增强青年组成员

之间的认同，彼此之间结下深厚的友情。

结成“估”的青年男女，在各种节庆仪式中都要伴随着强制性的礼物流动，以及共同完成必

要的仪式环节。一年之中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泼水节、“进洼”到“出洼”为期三个月的入夏安居

以及“出洼”之后到别的寨子赶“摆”或者“赶干朵”。②

在结成“估”的关系时，“阿梁”要送给“阿比阿”一个银制的烟盒。在青年组期间“阿比阿”

都必须使用这个烟盒，不能使用真正恋人送的烟盒，否则会被处罚。当男女某一方因结婚自动

退出青年组时，女方需把这个烟盒还给男方，剩下的一方又会被配以新的“估”。

在泼水节期间的礼物交换中，“阿梁”要为自己的“阿比阿估”制作花篮和水筒，而“阿比阿”

则要给男伴制作一个筒帕（布包），节日第一天“阿梁”必须要背“阿比阿估”制作的筒帕，第二天

才能背心仪女友制作的筒帕，否则会被处罚。泼水节最后一天，“阿比阿”要制作丰盛的包饭，

悄悄放在男伴家的灶房里以示感谢。男伴享用过包饭后，第二天要用糖果装满送包饭来的包，

把它送还给女伴作为回礼。泼水节期间，青年组负责到山上采花来装饰浴佛龙亭，到取水洼取

水来浴佛，浴佛后“阿梁”要敲鼓，“阿比阿”要跳舞，给老人敬烟敬水，共同完成必须的仪式

环节。

从“进洼”到“出洼”为期三个月的入夏安居节期间，老人要进奘房的头一天晚上，所有“阿

梁”都要统一在“坐落房”里过夜，这天夜里要围着“坐落房”敲鼓，“阿比阿”不能在“坐落房”过

夜。第二天一早，所有“阿比阿”要带着赕佛的鲜花来到奘房，送给自己的“估”和青年组里同姓

的男性亲戚，仪式开始时由“阿梁”把鲜花放进奘房供佛。当老人们在奘房里开始念经，“阿梁”

要围着奘房敲鼓，绕奘房三圈。“阿梁”和“阿比阿”还要给老人们准备饭食。

进入干季（每年１１月份以后）到外寨“赶干朵”时，“阿梁”要送女伴刻花的腰箍３对和一把

伞，“阿比阿”要送男伴两个布包。如果“阿梁”不送女伴礼物，女伴有正当理由拒绝去“赶朵”。

事后“阿梁”要去给“波冒”和“胡冒”道歉认错。尚未有人“估”的青年，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去“赶

朵”，但一旦有人“估”，就必须去参加赶“摆”，否则会被惩罚。

青年组内部组织严明，纪律严格。在面对外人时他们就紧密团结在一起。在到别的寨子

赶“摆”、“赶干朵”时，不同村寨的青年组之间通常要进行对歌、敲象脚鼓等比赛，彼此之间形成

激烈的对抗和竞争关系。邦外是一个与出冬瓜村对山而居的德昂族村寨。据出冬瓜村民讲

述，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出冬瓜和邦外一起“赶干朵”，在对歌和敲鼓竞赛时，双方经常产生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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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房原址位于今第一村民小组活动室旁，现已拆除。原是一层敞间的传统干栏式建筑。

赶“摆”一般是别的寨子新建奘房、佛塔或者佛爷晋升、升和尚等，以集体的名义去表示祝贺之意。“赶干朵”是在某

几个固定的村寨之间结成互访的圈子，以来访和回访的形式依次进行。从２０１５年以来，从节约时间和人力成本考虑，“赶干

朵”的寨子不再以互访的形式进行，而是以轮流做庄的形式，出冬瓜村“赶干朵”的顺序为：出冬瓜老寨———老光辛（位于轩岗

的一个傣族村寨，与出冬瓜信仰同一个教派）———风吹坡（德昂族寨子）———出冬瓜新寨四组———出冬瓜新寨卢姐萨。



对抗。虽同为德昂族，都信仰小乘佛教，但因所信教派不一样，教义有别。邦外青年组在对歌

歌词中加入某些诋毁出冬瓜教义的内容，双方青年“剑拔弩张”，群情激奋。邦外敲鼓比赛敌不

过出冬瓜，甚至把鼓面都敲破了。连输三年以后，第四年邦外找来老虎皮蒙鼓面（传统上都只

能用牛皮或者羊皮）。之后又经历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出冬瓜就不再与邦外一起“赶干朵”。

以上可知，出冬瓜青年组在村寨内部通过一一配对的形式将青年男女结成强制性的伴侣

关系“估”，让他们协力共同参与村寨的公共仪式。对外“赶干朵”时，出冬瓜的青年组团结一致

共同对外，在与外寨对歌、敲鼓中形成仪式性的对抗和竞争关系，在对抗中形成对本寨的认同

和巩固本寨的团结。

与青年组相比，老年组的活动主要就是进奘房念经，行动灵便的老人依然会参加对外的赶

“摆”“赶干朵”，但对于大多数老年人来说主要就是参加本寨奘房的活动。一年之中最集中进

入奘房拜佛的时间就是每年“进洼”的三个月。进奘房的头一天，老人们都会准备好各自赕佛

的供品，如鲜花、米饭、香烛、净水、纸旗和一些水果饼干等。老人们进入奘房之后，首先把自己

带来的供品分一部分放进公共的竹盘里呈献，然后入座，男女严格分开。男性坐在靠近佛像的

前台上，女性靠后，之间有台阶分开。坐序以年龄为准，年纪越大的越朝前靠近佛像，年纪越小

的越靠后离佛像越远。每个人的座位基本固定，年龄、性别的区分一目了然。老年组的秩序体

现在年龄阶序中，年纪越高地位越尊，在仪式中享有优先权，年纪轻的自然靠后。一切准备就

绪，“达腊姆”为佛爷呈献供品，请佛爷出来念经，“达德利”协助佛爷念诵经文，老人们听佛爷诵

经，并伴随着念诵、磕头、滴水等仪轨。老人们进奘房念经，年轻人就要为他们准备饭食，保证

老人念经结束后就在奘房外用餐。

（三）青年组与老年组的功能

从上述青年组和老年组的组织形式上看，他们主要是围绕着佛教生活和年度节庆仪式展

开活动。就其功能而言，两者承担了不同的角色分工，老年组是宗教活动的导师和践行者，他

们掌握宗教知识，熟悉各种宗教仪轨，通过做“摆”不断积累功德追求依次晋升的名号；而青年

组则是宗教活动的学习者和服务者，他们向老年人学习怎样做“摆”，在做“摆”中服务，并通过

参与做“摆”逐渐了解宗教生活是如何运作的，社会认可的完美人生应该如何度过。在仪式过

程中，青年组与老年组也有明确的分工与合作，当老人们在奘房里拜佛念经时，青年们要围绕

着奘房敲鼓，绕奘房三圈，这在今天依然如此且是不可或缺的。另外，青年组与老年组的功能

区分，在对象征资源的掌控上也足见一斑。

水鼓和象脚鼓今天分别归属青年组与老年组掌管，表现出了不同的功能作用。一般说来，

水鼓被视为是德昂族特有的代表性乐器，而象脚鼓一般被认为是傣族的代表性乐器。① 但笔

者在出冬瓜老寨调研期间却发现，在泼水节、关门节、开门节、烧白柴等重大的年度节庆仪式

中，以及家户做“卤冢姆”等活动中，均不使用水鼓，而只看到象脚鼓的演奏。水鼓只是在青年

组对外演出，或者作为德昂族传统文化展示的场合才会出现。另外，现在水鼓是由青年组组长

“波冒”负责保管的，安放在青年活动室里；而象脚鼓却是由老年组的组长“达岗”来保管，就存

放在他个人家中。

象脚鼓在德昂族年度仪式中的普遍使用与其接受傣族土司的教化传统密切相关。德昂族

归属傣族土司统治的政治进程，是一个不断渐进的社会总体发展进程。与这个政治进程相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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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的是一整套社会文化的变革，例如全民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习得傣族的语言文字、乐舞艺

术、社会组织制度等。象脚鼓的传入正是这个过程的产物。象脚鼓的传入是德昂族接受土司

教化的体现，是德昂族村寨头人的重要政治资源。如今，作为政治权力象征资源的象脚鼓被老

年组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

相比之下，水鼓的情形则有着明显的不同。水鼓是德昂部落的神圣之物，其起源传说与王

权有关。鼓神作为德昂族的保护神，受到族人的祭拜，每当出征、节庆击鼓前德昂人都要祭鼓

神和运鼓魂。① 水鼓的主要功能是向部落成员发出军事集结的号令，具有明显的军事性。出

冬瓜水鼓的起源传说是这样讲述的：

水鼓是我们德昂王子的救命之物。以前傣族叫我们“崩龙”，“崩龙”就是顺着水漂走的意思。（王子）抱

着一截枯木顺着水漂。到一个地方，木头不走了，他就停下来上岸，（王子）把这截木头做成鼓，救命之恩的木

头不能扔。以前要打仗，通知各个部落集合，就是敲这个水鼓，鼓声能传很远。

水鼓一直是由青年人来演奏的，并成为青年组所掌握的象征资源。水鼓的军事性今天依

旧明显，从水鼓舞的动作、旋律上仍然可以看出其战舞特色，高强度的体力要求使得跳水鼓舞

只有年富力强的青年人可以胜任。这与象脚鼓的演奏形成非常明显的对比，德昂族象脚鼓的

鼓点相比傣族慢，听起来凝重深沉。

简言之，水鼓和象脚鼓有着明显不同的象征，前者具有明显的军事功能，保留了战舞风格

的水鼓舞与青年人充满激情热爱竞争的精神气质相符合；后者具有政治功能，凝重深沉的象脚

鼓演奏与老年人沉稳老练的精神气质相配合。水鼓和象脚鼓从象征层面彰显了青年组与老年

组的功能区分。

四、德昂族年龄组织的历史演变

（一）青年组的历史演变

对于“阿梁”和“阿比阿”为什么要结成“估”，当地人提供了三种说法：

没有结成“估”的时候，小伙子不能“串姑娘”，②这样做是犯法的，也是不尊重老人的意见，被人发现了以

后要去拜老人的。如果结成“估”了，就是达到寨子的要求，就可以去“串姑娘”了。

历史上一直传下来就是这样，“阿比阿”加入青年组以后，必须要有一个“阿梁”来“估”她，因为泼水节的时

候“阿梁”要送给她花篮，她要给“阿梁”做一对筒帕，一直就是这样做的……没有“估”之前，只能偷偷地“串姑

娘”，如果他去“串姑娘”的时候，姑娘的“阿梁估”在场，他必须要让姑娘的“阿梁估”优先，自己主动让开。

为什么要“估”她，就是要有人照顾她，为了让她和伙伴们一起参加活动。结成“估”就是为了搞好团结，做

事情齐齐整整的，把活动做得风风光光的……以前规矩是相当多，在路上遇到“阿梁估”或者“阿比阿估”的父

母，都要主动回避的。

前两种说法都把“估”的结成与“串姑娘”联系在一起，均赋予“估”在恋爱关系中的绝对优

先地位。结成“估”是进入婚恋关系的前提，在未结成“估”之前谈恋爱是违反习俗的，一旦被发

现会受到惩罚，而给予惩罚的正是具有司法功能的老人。可以看出，在德昂族传统里，结成

“估”具有绝对的强制性，它是一种社会规定，违反就是触犯习惯法。结成“估”的规则与通婚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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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晓艳、莫力、秦莹编著：《德宏德昂族民间科学技术》，德宏民族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６８页。

“串姑娘”就是指青年男女谈恋爱，传统上德昂族在这方面有专门的仪式和严格的规定，比如男青年要到女方家楼

下吹葫芦丝，女方点燃火塘之后才能进入。女方家人要主动回避，青年男女只能在家中火塘边谈情说爱，语言、举止要得体。



则一致，因此可以判断最初结成“估”的目的是指向婚姻的。尽管从现存的受访者看，大多数

“估”并没有发展成最后的婚姻关系，这应理解为这项习俗的“应然”与“实然”的差别，合理的推

测是这项习俗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继续实行遇到了困难和阻力，或者说促使这项习俗产生

的原因或者社会条件已经发生变化，而无须继续严格推行这项习俗，于是发生了松动和变通，

但规则依然留存下来。“估”仍然被赋予婚配对象的绝对优先权。第三种说法则是强调青年组

的组织性和集体性，这也说明了这个组织的效果。那么，“估”的组织形式在历史上究竟具有何

种重要性？以至于时过境迁之后，这一组织形式依旧得以保存？

对于一个德昂族“阿梁”而言，最重要的两项身体技术就是敲鼓和武艺。进入青年组后，

“阿梁”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学习敲鼓。德昂族成年男性有尚武的传统，尤擅长拳术、刀术和棍

术。这些武艺是由村内武师一代一代传授下来的，并有专门的传授组织和机制。在出冬瓜村

口现在称为“风景林”的山上，专门有一片地势平坦的营地是青年男性的练武场。学武之前要

进行拜师仪式，仪式在武师家火塘边进行，拜过师以后才能到山上习武。连续去三年，一般在

干季，就在练武场安营扎寨，期间不允许女性观看。这其实就是一个青年男性习武的秘密会

社，其目的在于传授和习得武艺。

德昂族历史上的军队是以部落成年男子人人皆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成年男性平时参加

生产，战时都是战士，战斗结束又继续从事生产。江应睴先生于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在德宏土司辖

境进行田野考察时曾记录了傣族土司的武装力量：“傣族土司的常备武力，通常称为‘土练’，土

练分为‘摆夷练’和‘山头练’两种。”①山头练就是由山地民族的军事力量构成的。从历史记载

来看，居住在澜沧江以西的德昂族先民以英勇善战闻名，曾经是唐代南诏国的重要军事力量。

“自澜沧江以西，越赕朴子，其种并是望苴子。俗尚勇力，土又多马”；②“望苴子蛮，在澜沧江以

西，是盛罗皮所讨定也。其人勇捷，善于马上用枪。所乘马不用鞍。跣足，衣短甲，缠蔽胸腹而

已。膝股皆露。兜鍪上插睺牛尾，驰突若飞，其妇人亦如此。南诏及诸城镇大将出兵，则望苴

子为前驱”。③ 被称为望苴子的群体正是南诏国从望蛮中征用的战士群体，④他们由于骁勇善

战而获得“苴子”（“勇士”）的称号。南诏对外征战，必用望苴子冲锋陷阵。到了宋代，以茫人部

落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金齿国”⑥已经分离出一支特殊的武装队伍，这支队伍由成年男性组

成，他们不从事生产，而以战争、游猎、养鸟为务；元军进入后，“金齿国”的武装受到沉重打击；

明清以降，德昂族的军事力量被纳入封建王朝的军队系统中，以维护边地的治安，而芒市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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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江应睴：《滇西摆夷之现实生活》，德宏民族出版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１２页。

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第９７页。

向达：《蛮书校注》，第１０１页。

王文光认为，望苴子蛮是指望蛮中被南诏国征发的士兵，不是一个民族群体。而整个望蛮的分布在澜沧江以西地

区，即今天云南省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一直到缅甸西北部。朴子蛮、望蛮和三濮是同源异流的民族群体，今之德昂族、布

朗族和佤族即其遗裔。参见王文光、陈燕：《南诏国境内外的望蛮、朴子蛮、三濮研究》，《广西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５期。

方国瑜、江应睴等认为茫人是今傣族的先民。参见方国瑜：《元代云南行省傣族史料编年》，云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８

年版，第３８－３９页；江应睴：《古代文献记录中的傣族》，《民族团结》（第四卷），１９６２年。桑耀华认为茫人是今德昂族、布朗族

和佤族的祖先。参见桑耀华：《德昂族》，民族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１－１２页；桑耀华：《茫蛮和金齿族属试论》，《云南社会科

学》１９８３年第３期；桑耀华：《金齿国盛衰简论》，《中央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８５年第３期。

《德昂族社会历史调查》《德昂族简史》均认为金齿国是由德昂族、布朗族和和佤族的先民建立的。参见云南省编写

组：《德昂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２页；德昂族简史编写组：《德昂族简史》，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４９

－５４页。



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利益，曾经利用德昂族的武装去抗衡日益发展的景颇族势力。①

德昂族历史上曾拥有强大的军事武装，据此可推测青年男女强制结成“估”的组织形式，是

一种军事组织的形态。这个组织的目的是军事性的，指向婚姻的“估”其实是为了满足军事需

求。若将这一现象放在比较研究的视野中，就能得到清晰的理解。对于年龄组担当军事功能

的例子，以非洲恩瓜托人的“年龄兵团”最有代表性。整个部落被分成几个兵团，一个兵团由相

同性别以及相同年龄的人组成，部落中的每个成年人必须属于其中一个兵团。每隔几年，当所

有有资格的男孩或者女孩可以被组成一个单位时，兵团就此形成。男女兵团都有各自的头领。

在战争时，男性兵团构成了最初的部落军队，在其他时间则作为劳动力。后来随着西方殖民力

量的进入，年龄兵团的军事功能就逐步消失了，而兵团作为生产劳动的功能大大加强，比如筑

坝、修建学校教堂、修路建机场、抓捕违法者等等。② 关于年龄兵团的婚配原则，南非祖鲁王国

的研究可以提供参照和比较：在沙卡统治时期，他将所有男人变成全职的勇士，将同龄男人组

成兵团，让他们常年驻守在军营里接受战争训练。他们被禁止结婚，直到国王允许，才能与某

个年龄组的女孩结婚。③ 祖鲁的个案清晰表明年龄兵团的婚姻规则是年龄组通婚，通婚对象

是被指定的。

由此，可认为德昂族的“估”是作为一种军事制度的婚配原则得以保留下来的。德昂族的

青年组历史上是一个具备军事功能的年龄组织。随着德昂族归属傣族土司统治，自身的军事

力量被削弱。后来伴随土司制度的终结，附着其上的军事组织也失去存在的意义和功能，因此

青年组的军事功能基本消失，但象征着战争功能的水鼓一直由青年组来掌控和操演，青年习武

的风尚仍在流传。青年组成员热爱挑战、富于激情、易于冲动的精神气质在对外“赶干朵”时与

外寨青年组的仪式性对抗和竞赛中仍然得以彰显。

（二）老年组的历史演变

今天作为老年组组长的“达岗”与历史上作为村寨头人的“达岗”是同一个称谓，只是职权

和功能发生了变化，但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只能由老人来担任。１９５５年以前，居住在三台山

区域的德昂族分别隶属于芒市、遮放土司和猛板土千总的管辖，没有独立的政治组织，由土司

任命的本民族头目进行管理。德昂族的政治组织仅限于乡、村两级，最大的头人称为“达岗”

（汉语称为总伙头），相当于乡一级的头人，统管若干个村寨；每个村寨又设“达吉岗”（汉语称伙

头），“达吉岗”是村寨头人，此外还有“达朴隆”、“达基格”等类似“副伙头”的职位，辅助“达吉

岗”一起处理村寨事务。④ 整个三台山区域只有“达岗”３人，“达吉岗”１０人。出冬瓜老寨历史

上只设有“达吉岗”，“达吉岗”由村内的老人、氏族长共同推选，由“达岗”认可即可行使职权。⑤

“达吉岗”的职责是对外代表本村寨参加乡镇一级的会议，承担土司的各种门户款和各种

贡赋；对内安排生产劳动，推派门户款、杂税，维持社会治安，调解民事纠纷。老人在推选“达

岗”、“达吉岗”时享有充分话语权，他们是真正主导村落内部政治的群体，“达岗”其实就是老人

政治的代表。已有研究指出：“从德昂族头人的产生和职能来看，在受到土司统治之前，德昂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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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保留着‘村社议事会’的社会群体组织形式。”①这个“村社议事会”就是老人政治的体现，

也是今天老年组领导机构的雏形。过去对内调节民事纠纷、决策村中公共事务、管理宗教事

宜，对外发动战争、到外寨“赶干朵”等都是由老人构成的村社议事会共同协商决定的。

由老年组担纲政治和祭祀功能是部落社会中较为常见的现象。在东非的一些部落里，通

过年龄组和年龄级的确定结构，老人政治被制度化。② “老龄是政治领导最总体的条件，它是

通过年龄组的割礼制度而成为社会性标记的……老龄含有的权威通过祖先崇拜而进一步加

强。老龄是献祭的一个必要条件，因为它要求一个人的内心不受性欲的影响，拥有其他老龄素

质的特点，如智慧、温和，没有贪欲和嫉妒”。③ 直到今天，出冬瓜村的所有祭祀活动都是由老

年组负责安排组织的。

由此可见，历史上的青年组和老年组分别承担着不同的社会功能分工，表现出不同的精神

气质。前者曾担纲社会的军事功能，后者曾担负着政治、司法和祭祀功能；前者是富有激情、热

爱竞争和好斗的，后者则代表着睿智、沉稳和温和。

德昂族进入傣族土司统治之后，南传上座部佛教在德昂族地区得到大力发展，佛教对德昂

社会的控制日益加强。傣族土司为教化德昂族民众，从缅甸木邦请来僧侣在德昂族村寨中建

立佛寺，宣传佛教教义和教规，培养德昂本民族的僧侣。佛教遂在德昂族社会中迅速传播开

来。④ 佛教社会试图重新形塑不同年龄的社会角色和价值，整个社会的社龄结构因此体现为

不同社龄围绕做“摆”的角色分工与价值追求。原有年龄组织的功能也随之发生转型，青年组

成为第二社龄的组织形态，其军事功能转化成宗教和仪式功能。⑤ 老年组成为第四社龄的组

织形态，土司时代老年组的政治、司法和祭祀功能基本得以维持。随着现代村落政权进入德昂

族村寨，老年组逐渐失去政治和司法的功能，而只保留了祭祀和宗教功能。老年组的活动空间

也被限定在奘房，其领导机构的设置也都是围绕着奘房的佛教生活来进行安排的。

五、结　语

德昂族存在划分人生不同阶段的年龄级结构，共有四个年龄级。这四个年龄级前后相继

没有间隔，体现了不同人生阶段的角色地位和价值追求。四个年龄级中只有第二级与第四级

被组织化，分别沿用了部落时代军事组织（青年组）与政治组织（老年组）的组织形式。这两种

组织形式被嵌合到当地佛教社会之中，其功能演变为宗教活动中的角色分工。因此，德昂族年

龄组织与人类学研究过的非洲年龄组等不同，属于一种特殊的“年龄级组织”类型。德昂族个

案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独特的组织形态，与年龄层级制度中已发现的基本类型构成比较，

为进一步讨论年龄组与年龄级的关系、年龄层级制度的形态类型提供了重要参照。

〔责任编辑 刘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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